
［正题名］统一战线论著论文索引 

［第一责任人］黄冬有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第十分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八所社院协作编写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地揭示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统一战线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图书的出版

情况，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统一战线论著索引》，下编为《统一战线论文索引》。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黄冬有 主编 

  

 

［正题名］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五编 

［第一责任人］邢永福，谢必震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的文件，分别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内 全宗的汉文起居

注、黄册和清军机处全宗的上谕档等簿册，共四百八十八件。 

［主题词］中外关系/琉球/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邢永福 主编 

［知识责任］谢必震 主编 

  

 

［正题名］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 

［第一责任人］史若民，牛白琳编著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平、祁、太经济社会研究”、“平、祁、太碑文丛录”、“平、祁、

太经济社会文献丛录”三部分内容。 

［主题词］经济史/山西省/清后期/史料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山西省/清后期 

［知识责任］史若民 编著 

［知识责任］牛白琳 编著 

  

 

［正题名］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唐贤兴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复旦博学 国际关系系列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阐述了 1648 至 1945 年以来近现代国际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划

分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等几个阶段，对每个体系的基本内容、本质特征、主要

矛盾、大国关系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力量的分化组合等进行了剖析。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648～1945/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唐贤兴 主编 

  

 

［正题名］谭震林（摄影集） 

［第一责任人］谭泾远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知识责任］谭泾远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 

［副题名］1912～1949 

［第一责任人］宓汝成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史料，以涉及民国时期铁路路权为限，起讫年分别是 1912 年和 1949

年。结合历史发展过程，把史料归类成七个专题，大体按时间顺序，分列成章。 

［主题词］铁路运输/交通运输史/资料/中国/1912～1949 

［知识责任］宓汝成 编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征战日志 

［第一责任人］马肇钧编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成立前后到改称为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

区合并初期西北战场军事活动的重要情况。 

［知识责任］马肇钧 编著 

  

 

［正题名］国共谈判中的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陈雪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国共谈判（1945～1947）/史料 

［知识责任］陈雪 著 

  

 

［正题名］中国 后一个皇妃 

［副题名］李玉琴自述 

［第一责任人］李玉琴忆述 

［译者］王庆祥撰写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16 章，包括：“家世”、“进宫”、“小姐”、“册封”、“见闻”、“丈夫”、

“溃逃”、“山沟”、“流浪”等。 

［知识责任］李玉琴 忆述 

［次知识责任］王庆祥 撰写 

  

 

［正题名］聂荣臻元帅纪念集 

［副题名］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纪实 

［第一责任人］周均伦，刘绳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本书主要是将纪念聂帅百年诞辰各项活动的讲话、文章、报道、电视采访谈话、

电视片解说词等辑录在一起，同时选编了纪念聂帅百年诞辰前后发表在报纸、刊物和书籍中

的部分纪念文章以及之前的有关作品。 

［知识责任］周均伦 主编 

［知识责任］刘绳 主编 

  

 

［正题名］红色警卫 

［副题名］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邬吉成，王凡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分“从延安 始的核心警卫生涯”、“ 国大典之夜响起枪声”、“鲜为人知

的公安部‘外宾处’”、“尼克松在华期间的警卫细节”等 15 章，作者回忆了自己在中央警卫

局工作中的一些常人难以知晓的事情。 

［知识责任］邬吉成 著 

［知识责任］王凡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萧心力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毛泽东与共和国 31 件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毛泽东与镇反运动、毛

泽东与抗美援朝、毛泽东与和平解放西藏、毛泽东与三峡工程、毛泽东与林彪事件、毛泽东

与评《水浒》等内容。 

［知识责任］萧心力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Mao Zedong Thought 

［第一责任人］杨超，毕剑横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研究 

［知识责任］杨超 主编 

［知识责任］毕剑横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Mao Zedong Thought 

［第一责任人］杨超，毕剑横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研究 

［知识责任］杨超 主编 

［知识责任］毕剑横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Mao Zedong Thought 

［第一责任人］杨超，毕剑横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研究 

［知识责任］杨超 主编 

［知识责任］毕剑横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Mao Zedong Thought 

［第一责任人］杨超，毕剑横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研究 

［知识责任］杨超 主编 

［知识责任］毕剑横 主编 

  

 

［正题名］中国烟业史汇典 

［第一责任人］杨国安编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明末至民国期间有关烟草业历史的典籍资料，以史料和史实展现了

这一期间中国烟草发展的大体脉络。 

［主题词］烟草工业/工业史/中国/明清时代/史料 

［主题词］烟草工业/工业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杨国安 编著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化学及相关技术 

［书目卷册］第六分册 

［丛书］军事技术 

［副题名］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 

［并列题名］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英）李约瑟，（加拿大）叶山著 

［译者］钟少异译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主题词］武器/军事技术/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Needham 著 

［知识责任］李约瑟 著 

［知识责任］叶山 著 

  

 

［正题名］中国专家大辞典 

［书目卷册］第 9 卷 

［第一责任人］江涛，刘国雄，王海滨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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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大型辞书。 

［主题词］专家/中国/现代/词典 

［主题词］科学工作者/中国/现代/词典 

［知识责任］江涛 主编 

［知识责任］刘国维 主编 

［知识责任］王海滨 主编 

  

 

［正题名］中国专家大辞典 

［书目卷册］第 11 卷 

［第一责任人］江涛，刘国雄，王海滨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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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大型辞书。 

［主题词］专家/中国/现代/词典 

［主题词］科学工作者/中国/现代/词典 

［知识责任］江涛 主编 

［知识责任］刘国维 主编 

［知识责任］王海滨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徽章图录 

［第一责任人］赵力成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收藏与投资·珍品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各类徽章。此外，本书附有大量的图画，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展示徽章。 

［主题词］徽章/收藏/中国/现代/图录 

［主题词］徽章/鉴赏/中国/现代/图录 

［知识责任］赵力成 编著 

  

 

［正题名］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正题名］一蓑烟雨任平生 

［副题名］冯兰瑞传 

［第一责任人］袁晞著 

［出版者］气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袁晞 著 

  

 

［正题名］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丛书］唐宝林卷 

［副题名］求真集 

［第一责任人］唐宝林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唐宝林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中华民族的振兴 

［副题名］纪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尚明轩主编 

［译者］孟庆鹏副主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文集/1901-1911 

［知识责任］尚明轩 主编 

［知识责任］孟庆鹏 副主编 

  

 

［正题名］宋庆龄年谱长编 

［副题名］1893-1948 

［第一责任人］尚明轩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知识责任］尚明轩 主编 

  

 

［正题名］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丛书］陈铁健卷 

［副题名］绿竹水南集 

［第一责任人］陈铁健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人物研究/文集/现代 

［主题词］现代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陈铁健 著 

  

 

［正题名］21 世纪世界地名录 

［副题名］[中英文本] 

［书目卷册］上 

［丛书］外国部分 

［书目卷册］A～Ka 

［第一责任人］萧德荣，周定国主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世界 新的地名，每条目一般包括罗马字母拼写、汉字译名、所在

地域和地理坐标四项内容。 

［主题词］地名/世界/21 世纪/汉语/英语/词典 



［知识责任］萧德荣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定国 主编 

  

 

［正题名］21 世纪世界地名录 

［副题名］[中英文本] 

［书目卷册］中 

［丛书］外国部分 

［书目卷册］Ka～Sh 

［第一责任人］萧德荣，周定国主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世界 新的地名，每条目一般包括罗马字母拼写、汉字译名、所在

地域和地理坐标四项内容。 

［主题词］地名/世界/21 世纪/汉语/英语/词典 

［知识责任］萧德荣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定国 主编 

  

 

［正题名］21 世纪世界地名录 

［副题名］[中英文本] 

［书目卷册］下 

［丛书］外国部分 

［书目卷册］Sh～Z 

［丛书］中国部分 

［书目卷册］A～Z 

［第一责任人］萧德荣，周定国主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世界 新的地名，每条目一般包括罗马字母拼写、汉字译名、所在

地域和地理坐标四项内容。 

［主题词］地名/世界/21 世纪/汉语/英语/词典 

［主题词］地名/中国/21 世纪/汉语/英语/词典 

［知识责任］萧德荣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定国 主编 

  

 

［正题名］现代汉语词典 

［副题名］2002 年增补本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是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

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共约 56000 余条。 



［主题词］汉语/词典 

  

 

［正题名］古籍整理出版十讲 

［第一责任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形势与任务；探讨了古籍版本的识别及校

勘工作、底本的选择；提出了古籍的标点、校勘、注释、影印、今译等整理方式的具体规范

性要求。 

［主题词］古籍整理/中国/文集 

［主题词］古籍/出版工作/中国/文集 

  

 

［正题名］古今汉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条目 45000 余条，其中单字 15000 余条（含繁体、异体字），列举

例证近 200000 条，涵盖面广、信息量大。 

［主题词］汉语/词典 

  

 

［正题名］详解日本外来语 

［第一责任人］赵基天主编 

［出版者］吉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日语/外来语/辞典 

［知识责任］赵基天 主编 

  

 

［正题名］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 

［第一责任人］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5.8 

［主题词］姓名/译名/葡萄牙语/手册 

  

 

［正题名］法语姓名译名手册 

［第一责任人］新华通信社译名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姓名/译名法语/手册 

［主题词］法语/译名/姓名/手册 



  

 

［正题名］ 新中韩韩中双用词典 

［第一责任人］李瑢默编著 

［出版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朝鲜语/双解词典 

［主题词］双解词典/韩国/中国 

［知识责任］李瑢默 编著 

  

 

［正题名］英汉缩略语大辞典 

［并列题名］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abbrevitiaons 

［第一责任人］张键，邵磊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各类英语缩略语 16 万余条,包括经济贸易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主要领域

和各个分支。 

［主题词］缩略语/英语/词典 

［主题词］缩略语/汉语/词典 

［知识责任］张键 主编 

［知识责任］邵磊 主编 

  

 

［正题名］意汉词典 

［并列题名］Dizionario Italiano-Cinese 

［第一责任人］北京外国语学院《意汉词典》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8 

［附注内容］本词典是一部综合性中型语言词典，共收词五万余条。除一般词汇外，还收有

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各学科常用词语，并收集了新词和新义。 

［主题词］意大利语/汉语/词典 

  

 

［正题名］外国地名译名手册 

［副题名］中型本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名委员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本手册汇集了 95000 余条外国地名,包括国家名、首都名、各国一级行政区域

名、较重要的居民点、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主题词］地名/译名/外国/手册 

［主题词］译名/地名/外国/手册 

  



 

［正题名］法汉大词典 

［书目卷册］A～H 

［并列题名］Grand Dictionnaire Francais-Chinois 

［第一责任人］黄新成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词典是一部综合性大型法汉辞书，收录词目 12 万余条，字数 1380 余万，包

括今古社会通用语和习用语词汇、诸种科技词汇、外来语词汇、常用缩略语、重要人名地名、

各种词 、动词变位词干词形等内容。 

［主题词］法语/汉语/词典 

［知识责任］黄新成 主编 

  

 

［正题名］法汉大词典 

［书目卷册］I～Z 

［并列题名］Grand Dictionnaire Francais-Chinois 

［第一责任人］黄新成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词典是一部综合性大型法汉辞书，收录词目 12 万余条，字数 1380 余万，包

括今古社会通用语和习用语词汇、诸种科技词汇、外来语词汇、常用缩略语、重要人名地名、

各种词 、动词变位词干词形等内容。 

［主题词］法语/汉语/词典 

［知识责任］黄新成 主编 

  

 

［正题名］辞海 

［副题名］彩图缩印本 

［书目卷册］1 

［丛书］A～G 

［第一责任人］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单字字头 17523 个，附繁体字和异体字 6129 个。字头及其下所列词

目，包括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共 105400 余条。主要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文化科学

技术的发展。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 

  

 

［正题名］辞海 

［副题名］彩图缩印本 

［书目卷册］2 

［丛书］H～M 



［第一责任人］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单字字头 17523 个，附繁体字和异体字 6129 个。字头及其下所列词

目，包括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共 105400 余条。主要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文化科学

技术的发展。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 

  

 

［正题名］辞海 

［副题名］彩图缩印本 

［书目卷册］3 

［丛书］N～T 

［第一责任人］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单字字头 17523 个，附繁体字和异体字 6129 个。字头及其下所列词

目，包括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共 105400 余条。主要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文化科学

技术的发展。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 

  

 

［正题名］辞海 

［副题名］彩图缩印本 

［书目卷册］4 

［丛书］W～Z 

［第一责任人］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单字字头 17523 个，附繁体字和异体字 6129 个。字头及其下所列词

目，包括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共 105400 余条。主要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文化科学

技术的发展。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 

  

 

［正题名］辞海 

［副题名］彩图缩印本 

［书目卷册］5 

［丛书］附录 索引 

［第一责任人］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单字字头 17523 个，附繁体字和异体字 6129 个。字头及其下所列词

目，包括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共 105400 余条。主要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文化科学



技术的发展。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 

  

 

［正题名］新华成语词典 

［副题名］缩印本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词典是一部中型成语词典，收词 8000 余条。每条成语的每个义项一般有一

至三个书证；现代、当代作品标注作者、书名及篇、章、卷、回等。 

［主题词］汉语/成语词典 

  

 

［正题名］倒序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7.12 

 

［正题名］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 

［第一责任人］施光亨，李行健，李鍌主编 

［出版者］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汉语/词典 

［知识责任］施光亨 主编 

［知识责任］李行健 主编 

［知识责任］李鍌 主编 

  

 

［正题名］中国名胜词典 

［副题名］精编本 

［第一责任人］国家文物局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名胜古迹/中国/词典 

  

 

［正题名］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 

［第一责任人］李尚英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笔者自 1981 年至 2001 年 20 余年间公 发表的有关清代政治与民

间宗教的论文 22 篇，包括“北京杨起隆起义简述”、“天理教新探”、“八卦教的渊源、定名

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等。 



［主题词］政治/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宗教/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尚英 著 

  

 

［正题名］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副题名］1944-1946 年间国共政争 

［第一责任人］邓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国共合作/史料/1944-1946 

［知识责任］邓野 著 

  

 

［正题名］创刊号风景 

［第一责任人］谢其章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期刊/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谢其章 著 

  

 

［正题名］北京的胡同 

［副题名］图文珍藏版 

［第一责任人］翁立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主题词］城市道路/地名学/北京 

［知识责任］翁立 著 

  

 

［正题名］科学史十论 

［第一责任人］席泽宗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名家专题精讲系列 第二辑 

［主题词］科学史/研究 

［主题词］天文学/研究 

［知识责任］席泽宗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史学十论 

［第一责任人］罗志田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名家专题精讲系列 第二辑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罗志田 著 

  

 

［正题名］史学导论 

［第一责任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复旦博学 史学系列 

［附注内容］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自古至今海内外史学理论成果和史学实践经验，将历史认识论、史学

方法论、历史本体论、史学形态学以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作为统一的论述体系，揭示

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分析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等。 

［主题词］史学/概论 

［主题词］史学/高等教育/教材 

［知识责任］姜义华 著 

［知识责任］瞿林东 著 

［知识责任］赵吉惠 著 

  

 

［正题名］教育考察記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吕顺長編著 

［出版者］杭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 主編王寶平 

［主题词］教育史/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吕顺长 编著 

  

 

［正题名］教育考察記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吕顺長編著 

［出版者］杭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 主編王寶平 

［主题词］教育史/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吕顺长 编著 

  

 

［正题名］晚清明信片集萃 

［第一责任人］留伯山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明信片/中国/清后期/民国/图集 

［主题词］史料/中国/清后期/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留伯山 编著 

  

 

［正题名］变化 

［副题名］1990 年～2002 年中国实录 

［第一责任人］凌志军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描述变化的书。在作者笔下，1990 至 2002 年中国的格外引人入胜之

处，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

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书中牵涉众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也叙述了很多小人物和小事情。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1990-2002 

［知识责任］凌志军 著 

  

 

［正题名］SARS 调查 

［副题名］一场空前灾难的全景实录 

［第一责任人］财经杂志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正题名］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第一责任人］李国文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对司马迁、何平叔、谢灵运、李太白、李后主、王安石、苏东坡、方孝儒、

张居正、李卓吾、金圣叹、龚自珍等 20 位名人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知识分子/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国文 著 

  

 

［正题名］鲁迅的 后 10 年 

［第一责任人］林贤治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纸生态书系 独立学术典藏 叶匡政主编 

［知识责任］林贤治 著 

  

 



［正题名］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 

［副题名］世纪之初的鲁迅争论 

［第一责任人］葛涛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葛涛 编 

  

 

［正题名］巴金与萧珊 

［第一责任人］刘恩义，王幼麟著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刘恩义 著 

［知识责任］王幼麟 著 

  

 

［正题名］巴金 

［第一责任人］陈丹晨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陈丹晨 著 

  

 

［正题名］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 

［第一责任人］陈水林，陈伟平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水林 著 

［知识责任］陈伟平 著 

  

 

［正题名］近代譯書目 

［第一责任人］王韬，顾燮光等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译本/图书目录/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韬 编 

［知识责任］顾燮光 编 

  

 

［正题名］清代碑傳文通檢 

［第一责任人］陈乃乾编纂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碑文/人物/索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乃乾 编纂 

  

 

［正题名］稿抄本明清藏書目三種 

［第一责任人］（清）钱谦益…[等]编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私人藏书/图书目录/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钱谦益 编著 

  

 

［正题名］早期中文報纸創刊號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近代 

  

 

［正题名］早期中文報纸創刊號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近代 

  

 

［正题名］早期中文報纸創刊號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近代 

  

 

［正题名］早期中文報纸創刊號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近代 

  

 

［正题名］早期中文報纸創刊號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近代 

  

 

［正题名］早期中文報纸創刊號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近代 

  

 

［正题名］早期中文報纸創刊號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近代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陈振中，罗运环，陈伟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振中 著 

［次知识责任］罗运环 著 

［次知识责任］陈伟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范传贤，杨世钰，赵德馨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德馨 著 

［次知识责任］范传贤 著 

［次知识责任］杨世钰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何德章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魏金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何德章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郑学檬，杨际平，陈明光，陈衍德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隋唐时代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郑学檬 著 

［次知识责任］杨际平 著 

［次知识责任］陈明光 著 

［次知识责任］陈衍德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葛金芳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葛金芳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李干，周祉征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干 著 

［次知识责任］周祉征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吴量恺… [等]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量恺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八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陈锋，张建民，任放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锋 著 

［次知识责任］张建民 著 

［次知识责任］任放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八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马敏，朱英等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马敏 著 

［次知识责任］朱英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九卷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王方中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方中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十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苏少之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苏少之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第十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主编 

［译者］赵凌云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赵德馨 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凌云 著 

  

 

［正题名］外交部收發電稿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十五年（1926 年） 

  

 

［正题名］清外務部收發文依類存稿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主题词］档案史料/外务部/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季抄電匯訂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主题词］外交/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军事/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正题名］大總統府秘書廳公函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六年（1917 年）～民国十一年（1922 年） 

  

 

［正题名］大總統府秘書廳公函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六年（1917 年）～民国十一年（1922 年） 

  

 

［正题名］明發档案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正题名］明發档案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正题名］明發档案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正题名］總署奏底匯訂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主题词］奏议/中国/清同治五年（1866）～清光绪十年（1884 年）/档案史料 

  

 

［正题名］總署奏底匯訂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主题词］奏议/中国/清同治五年（1866）～清光绪十年（1884 年）/档案史料 

  

 

［正题名］總署奏底匯訂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主题词］奏议/中国/清同治五年（1866）～清光绪十年（1884 年）/档案史料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报刊/文摘/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末）时事采新匯選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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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3 卷 

［丛书］1952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52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4 卷 

［丛书］1953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53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5 卷 

［丛书］1954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54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6 卷 

［丛书］1955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56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7 卷 

［丛书］1956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56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8 卷 

［丛书］1957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57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9 卷 

［丛书］1958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58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10 卷 

［丛书］1959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59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11 卷 

［丛书］1960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60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12 卷 

［丛书］1961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61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13 卷 

［丛书］1962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62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14 卷 

［丛书］1963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63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15 卷 

［丛书］1964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64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16 卷 

［丛书］1965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65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17 卷 

［丛书］1966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66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18 卷 

［丛书］1967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67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19 卷 

［丛书］1968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68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20 卷 

［丛书］1969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69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21 卷 

［丛书］1970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0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22 卷 

［丛书］1971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1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23 卷 

［丛书］1972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2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24 卷 

［丛书］1973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3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25 卷 

［丛书］1974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4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26 卷 

［丛书］1975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5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27 卷 

［丛书］1976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6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28 卷 

［丛书］1977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7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29 卷 

［丛书］1978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8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30 卷 

［丛书］1979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9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31 卷 

［丛书］1980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80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32 卷 



［丛书］1981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81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34 卷 

［丛书］1983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83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35 卷 

［丛书］1984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84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36 卷 

［丛书］1985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85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37 卷 

［丛书］1986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86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38 卷 

［丛书］1987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87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39 卷 

［丛书］1988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88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40 卷 

［丛书］1989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89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41 卷 

［丛书］1990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90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42 卷 

［丛书］1991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91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43 卷 

［丛书］1992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92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44 卷 

［丛书］1993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93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45 卷 

［丛书］1994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94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46 卷 

［丛书］1995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95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47 卷 

［丛书］1996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96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48 卷 

［丛书］1997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97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49 卷 

［丛书］1998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98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 

［书目卷册］50 卷 

［丛书］1999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吴阶平，经叔平，季羡林，张文彬名誉主编 

［译者］许嘉璐，路甬祥，任继愈，戴逸，袁贵仁主编 

［译者］刘述礼，张承钧，李永田，邓星盈，魏丕植副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99 

［知识责任］李德生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吴阶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经叔平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彬 名誉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嘉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贵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述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承钧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永田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星盈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丕植 副主编 

  

 



［正题名］胡绳全书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胡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绳 著 

  

 

［正题名］历史地理 

［书目卷册］第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邹逸鳞，张修桂主编 

［译者］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邹逸鳞 主编 

［知识责任］张修桂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史事略述 

［第一责任人］杨树标，梁敬明，杨菁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树标 著 

［知识责任］梁敬明 著 

［知识责任］杨菁 著 

  

 

［正题名］晚清官场规则研究 

［第一责任人］任恒俊著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在中国的历史上，官场腐败这个同质同构的历史剧上演到清末已 2000 多年了，

清末诸帝重演了拨乱反正的努力，也重复了无济于事的结局——挽救危局的措施成了倾覆社

稷的重要因素。官场腐败从观念形态、伦理道德、行为准则等方面缠绕纠结，深入历史文化

的骨髓。本书对官场腐败究竟症结何在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 

［主题词］政治/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任恒俊 著 

  

 

［正题名］清史论集 

［副题名］庆祝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古代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正题名］藏族社会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星全成，马连龙著 

［出版者］青海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论述了藏族旧时社会的政教合一、活佛转世、司法、惩罚、部落组织、

婚姻等，内容涉及到藏族社会制度的各个层面。 

［主题词］藏族/社会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星全成 著 

［知识责任］马连龙 著 

  

 

［正题名］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 

［第一责任人］（德）J.B.默茨著 

［译者］朱雁冰译 

 

［正题名］在期待之中 

［第一责任人］（法）S.薇依著 

［译者］杜小真，顾嘉琛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神学/研究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知识责任］默茨 著 

［次知识责任］朱雁冰 译 

［知识责任］薇依 著 

［次知识责任］杜小真 译 

［次知识责任］顾嘉琛 译 

  

 

［正题名］话语与社会变迁 

［并列题名］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de 

［第一责任人］（英）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著 

［译者］殷晓蓉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传播·文化·社会 

［附注内容］译自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1993 年第 1 版 



［附注内容］中译本的出版经 Blackwell 出版社旗下的 Polity Press 授权 

［主题词］话语语言学/研究 

［知识责任］费尔克拉夫 著 

［知识责任］Fairclough 著 

［次知识责任］殷晓蓉 译 

  

 

［正题名］20 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 

［第一责任人］陈友康，罗家湘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人文科学/历史/云南省/20 世纪 

［知识责任］陈友康 著 

［知识责任］罗家湘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名家专题精讲系列 第二辑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学勤 著 

  

 

［正题名］中华科学文明史 

［书目卷册］5 

［并列题名］TheShorter Science & civilistion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约瑟原著 

［第一责任人］柯林·罗南改编 

［译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 

［译者］江晓原策划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道路、墙和长城、桥梁、水利工程（河道的控制、建设和维护、水利

提升机械和利用水利作动力源）等章节。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约瑟 原著 

［知识责任］Needham 原著 

［知识责任］罗南 改编 

［知识责任］Ronan 改编 

［次知识责任］江晓原 策划 

  

 



［正题名］解构专制 

［副题名］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谢贵安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政治思想/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冯天瑜 著 

［知识责任］谢贵安 著 

  

 

［正题名］新訂清人詩學書目 

［第一责任人］张寅彭辑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古典诗歌/文学研究/图书目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寅彭 辑著 

  

 

［正题名］鸿爪集 

［第一责任人］章 沅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知识责任］章 沅 著 

  

 

［正题名］中国与基督教 

［副题名］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并列题名］Chine et Christianisme 

［第一责任人］（法）谢和耐著 

［译者］耿昇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域外汉学名著译丛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16～18 世纪 

［主题词］比较文化/研究/中国/西方国家/16～18 世纪 

［知识责任］谢和耐 著 

［次知识责任］耿昇 译 

  

 

［正题名］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 

［第一责任人］俞江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法学论丛 法律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主题词］民法/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俞江 著 

  

 

［正题名］中国族譜地方志研究 

［并列题名］Chinese Genealogy and Local History Conference Papers 

［第一责任人］猶他家譜學會沙其敏，錢正民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附注内容］本书是 1999 年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召 的中国家谱与地方志学术研讨会的论

文集，内容涉及家谱与地方志的研究及其作为史料在各学科中的应用等问题的探讨。 

［主题词］氏族谱系/研究/中国 

［主题词］方志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沙其敏 编 

［知识责任］钱正民 编 

  

 

［正题名］国史纪事本末 

［副题名］1949-1999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王金香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99/纪事本末体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金香 撰 

  

 

［正题名］国史纪事本末 

［副题名］1949-1999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郑志廷，沙友林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99/纪事本末体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郑志廷 撰 

［次知识责任］沙友林 撰 

  



 

［正题名］国史纪事本末 

［副题名］1949-1999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上）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岳林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99/纪事本末体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岳林 撰 

  

 

［正题名］国史纪事本末 

［副题名］1949-1999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下）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祁建民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99/纪事本末体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祁建民 撰 

  

 

［正题名］国史纪事本末 

［副题名］1949-1999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刘景泉，裴莘，沈久泉，贾晓慧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99/纪事本末体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景泉 撰 

［次知识责任］裴莘 撰 

［次知识责任］沈久泉 撰 

［次知识责任］贾晓慧 撰 

  

 

［正题名］国史纪事本末 



［副题名］1949-1999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改革 放时期（上）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谢双明，李正华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99/纪事本末体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双明 撰 

［次知识责任］李正华 撰 

  

 

［正题名］国史纪事本末 

［副题名］1949-1999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改革 放时期（下）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谢双明，李正华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99/纪事本末体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双明 撰 

［次知识责任］李正华 撰 

  

 

［正题名］台湾志略 

［第一责任人］（清）尹士俍纂修 

［译者］李祖基点校 

［出版者］九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卷、中卷和下卷，主要包括：文员定制、收销盐课、学校士习、外

洋各岛、民风土俗、出产水利、艺文题咏等。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省/清代 

［知识责任］尹士俍 纂修 

［次知识责任］李祖基 点校 

  

 

［正题名］国共关系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国国民党/研究/1921-2002 

［主题词］台湾问题 

［知识责任］黄修荣 著 

  

 

［正题名］国共关系史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国国民党/研究/1921-2002 

［主题词］台湾问题 

［知识责任］黄修荣 著 

  

 

［正题名］国共关系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国国民党/研究/1921-2002 

［主题词］台湾问题 

［知识责任］黄修荣 著 

  

 

［正题名］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焦向英主编 

［译者］《出版史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 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焦向英 主编 

  

 

［正题名］清代地方政府 

［第一责任人］瞿同祖著 

［译者］范忠信，晏锋译 

［译者］何鹏校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法学研究生精读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于 1962 年首次出版，其翻译权与发行权由哈佛

大学亚洲中心授予法律出版社独家享有 



［主题词］地方政府/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瞿同祖 著 

［次知识责任］范忠信 译 

［次知识责任］晏锋 译 

［次知识责任］何鹏 校 

  

 

［正题名］五四的思想世界 

［第一责任人］高力克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求是丛书 第 3 辑 

［附注内容］本书受浙江大学强所建设计划资助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五四运动（1919）/思想史 

［知识责任］高力克 著 

  

 

［正题名］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副题名］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 

［第一责任人］罗冠宗主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基督教/文化侵略/研究/中国 

［主题词］帝国主义/侵华/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罗冠宗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建设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张启华主编 

［译者］唐合俭副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张启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唐合俭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建设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张启华主编 



［译者］唐合俭副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张启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唐合俭 副主编 

  

 

［正题名］1948.长春 

［副题名］未能寄出的家信与照片（老照片专辑） 

［第一责任人］张志强，王放编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国民党军/军人/书信集 

［主题词］国民党军/军人/生平事迹/摄影集 

［知识责任］张志强 编著 

［知识责任］王放编 编著 

  

 

［正题名］刘伯承的非常之路 

［第一责任人］刘备耕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刘备耕 著 

  

 

［正题名］斯大林年谱 

［第一责任人］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知识责任］刘彦章 编 

［知识责任］项国兰 编 

［知识责任］高晓惠 编 

  

 

［正题名］中国高等教育百年 

［第一责任人］潘懋元主编 

［译者］邬大光，张亚群副主编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潘懋元 主编 

［次知识责任］邬大光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亚群 副主编 

  

 

［正题名］串胡同会名人 

［第一责任人］田迎五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名人/胡同/北京市 

［知识责任］田迎五 编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1 

［主题词］国家理论/研究 

［主题词］国家/形象/研究/中国/近代 

  

 

［正题名］胡适评说八十年 

［第一责任人］子通主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子通 主编 

  

 

［正题名］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孔立著 

［出版者］九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台湾移民社会的特点和发展模式、台湾历史与大陆历史的共

同性和特殊性、游民在移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分类械斗与移民社会的关系、“义民”和

若干起义的性质等问题。 

［主题词］移民问题/研究/台湾省/清代 

［知识责任］陈孔立 著 

  

 

［正题名］台湾基督教史 

［第一责任人］林金水主编 

［出版者］九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基督教史/台湾省 

［知识责任］林金水 主编 



  

 

［正题名］转折 

［副题名］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 

［第一责任人］郭卫东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对明清时期的中英国际关系史进行研究，并讨论南京条约对中国经济的影

响，论述了中国与世界沟通历史上的几种重要物品，中英官方文书交往形式及所谓“平等权”

等。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明清时代 

［主题词］南京条约（1842）/影响/经济/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郭卫东 著 

  

 

［正题名］宋美龄画传 

［第一责任人］师永刚，林博文编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师永刚 编著 

［知识责任］林博文 编著 

  

 

［正题名］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翁元口述 

［译者］王丰记录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翁元口述 口述 

［次知识责任］王丰 记录 

  

 

［正题名］红色少女日记 

［副题名］一个女红卫兵的心灵轨迹 

［第一责任人］张新蚕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1966～1971 

［知识责任］张新蚕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 



［并列题名］Constitunal Trend i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王人博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 2 

［主题词］宪法/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人博 著 

  

 

［正题名］南京国民政府内债问题研究（1927-1937） 

［副题名］以内债政策及运作绩效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姜良芹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第五辑 蒋树声主编 

［知识责任］姜良芹 著 

  

 

［正题名］中国铁路外债研究 

［副题名］1887-1911 

［第一责任人］王致中著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铁路运输/运输经济/外债/研究/中国/1887-1911 

［知识责任］王致中 著 

  

 

［正题名］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杨思信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思信 著 

  

 

［正题名］冯至传 

［第一责任人］陆耀东著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陆耀东 著 

  

 



［正题名］中国妇女运动百年大事记 

［丛书］1901-2000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妇女运动/大事记/中国/1901-2000 

  

 

［正题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丛书］2002 年卷 

［并列题名］Journal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riography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史学理论/文集 

［主题词］史学史/文集 

［知识责任］瞿林东 主编 

  

 

［正题名］清代南京学术人物传 

［第一责任人］陈鸣钟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南京文化研究丛书 

［主题词］学者/列传/南京市/清代 

［知识责任］陈鸣钟 主编 

  

 

［正题名］当代日本与中日关系 

［第一责任人］马黎明主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马黎明 主编 

  

 

［正题名］沈从文晚年口述 

［第一责任人］王亚蓉编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考古/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亚蓉 编 

  



 

［正题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 

［第一责任人］戴 尧，胡石其著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社会主义观：从马克思到江泽民 

［知识责任］戴 尧 著 

［知识责任］胡石其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 

［副题名］大型电视剧《走向共和》引发的思考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龚书铎，梁柱主编 

［译者］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编 

［出版者］华龄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电视剧/电视影片评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主编 

［知识责任］梁柱 主编 

  

 

［正题名］人文成都 

［第一责任人］肖平著 

［出版者］成都时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历史人物/简介/成都市 

［知识责任］肖平 著 

  

 

［正题名］地下成都 

［第一责任人］肖平著 

［出版者］成都时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考古发现/成都市 

［知识责任］肖平 著 

  

 

［正题名］新中国史学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张剑平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剑平 著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书目卷册］第一分册 

［丛书］物理学 

［并列题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英）李约瑟著 

［译者］王玲协助 

［译者］陆学善译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主题词］物理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Needham 著 

［知识责任］李约瑟 著 

  

 

［正题名］伟人毛泽东 

［副题名］1893-1976 

［书目卷册］上卷 

［并列题名］Meiren Maozedong 

［第一责任人］何明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何明 编 

  

 

［正题名］伟人毛泽东 

［副题名］1893-1976 

［书目卷册］中卷 

［并列题名］Meiren Maozedong 

［第一责任人］何明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何明 编 

  

 

［正题名］伟人毛泽东 

［副题名］1893-1976 

［书目卷册］下卷 

［并列题名］Meiren Maozedong 



［第一责任人］何明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何明 编 

  

 

［正题名］中国性史图鉴 

［并列题名］Illustrated Hard Book of Chinese Sex History 

［第一责任人］刘达临编著 

［出版者］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十余万阐释说明文字和 600 多幅彩色图片，通过古代陶器、玉器、木

雕、刺绣、春宫图等全面阐述中国古代性文化。 

［主题词］性/历史/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刘达临 编著 

  

 

［正题名］杜亚泉文存 

［第一责任人］[杜亚泉著] 

［译者］许纪霖，田建业编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杜亚泉 著 

［次知识责任］许纪霖 编 

［次知识责任］田建业 编 

  

 

［正题名］散原精舍诗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三立著 

［译者］李 军校点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文学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主题词］诗歌/中国/近代/选集 

［主题词］散文/中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陈三立 著 

［次知识责任］李 军 校点 

  

 

［正题名］散原精舍诗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三立著 

［译者］李 军校点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文学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主题词］诗歌/中国/近代/选集 

［主题词］散文/中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陈三立 著 

［次知识责任］李 军 校点 

  

 

［正题名］周旋日记 

［第一责任人］周旋著 

［译者］周民，张宝发，赵国庆编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周旋 著 

［次知识责任］周民 编 

［次知识责任］张宝发 编 

［次知识责任］赵国庆 编 

  

 

［正题名］海藏楼诗集 

［第一责任人］郑孝胥著 

［译者］黄珅，杨晓波校点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中國近代文学丛书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郑孝胥 著 

［次知识责任］黄珅 校点 

［次知识责任］杨晓波 校点 

  

 

［正题名］北京的莫理循 

［第一责任人］（澳）西里尔·珀尔著 

［译者］檀东〓，窦坤译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知识责任］珀尔 著 

［次知识责任］檀东〓 译 

［次知识责任］窦坤 译 

  



 

［正题名］红墙童话 

［副题名］我家住在中南海 

［第一责任人］王凡，东平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凡 著 

［知识责任］东平 著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珍藏版 

［书目卷册］陆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003.8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料/世界 

  

 

［正题名］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 

［第一责任人］李贵连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法学论丛 法律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 1981 年以来作者在中国法学史领域以来发表的论文。全书分为六卷，

内容包括法律近代化专论，近代法学之研究，沈家本专题，近代法制变革转型中一些重要人

物思想专论，考论，讲演。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法学/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贵连 著 

  

 

［正题名］落日的辉煌 

［副题名］17、18 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 

［第一责任人］《学习时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见证与文献；导语；盛世辉煌；全球变局；一潭死水；长

夜无歌；马克思恩格斯及西方思想家对 17、18 世纪中国的评述等。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喜所 著 

  

 

［正题名］刘志丹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正题名］清末法政人的世界 

［并列题名］Lawyers and Political M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第一责任人］程燎原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 47 

［主题词］政法工作/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程燎原 著 

  

 

［正题名］中国乡村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黄宗智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农村/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黄宗智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城市住宅 

［副题名］1840-2000 

［第一责任人］吕俊华，彼德·罗，张杰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城乡建设/建筑史/中国/1840-2000 

［主题词］住宅建设/建筑史/中国/1840-2000 

［知识责任］吕俊华 主编 

［知识责任］罗 主编 



［知识责任］张杰 主编 

  

 

［正题名］爷爷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毛新宇编著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知识责任］毛新宇 编著 

  

 

［正题名］宋庆龄与她的三个女佣 

［第一责任人］汤雄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汤雄 著 

  

 

［正题名］闲情偶寄图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李渔著 

［译者］王连海注释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图说丛书 杭间主编 

［附注内容］本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单立学科——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资助项目“中

国艺术设计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项目的支持 

［主题词］杂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渔 著 

［次知识责任］王连海 注释 

  

 

［正题名］闲情偶寄图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李渔著 

［译者］王连海注释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图说丛书 杭间主编 

［附注内容］本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单立学科——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资助项目“中

国艺术设计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项目的支持 

［主题词］杂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渔 著 

［次知识责任］王连海 注释 

  



 

［正题名］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一责任人］冯骥才著 

［出版者］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中国/史料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冯骥才 著 

  

 

［正题名］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 

［第一责任人］（清）况周颐原著 

［译者］孙克强辑考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况周颐 原著 

［次知识责任］孙克强 辑考 

  

 

［正题名］历史巨人 

［副题名］毛泽东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李松晨主编 

［译者］《历史巨人——毛泽东》编委会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李松晨 主编 

  

 

［正题名］历史巨人 

［副题名］毛泽东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李松晨主编 

［译者］《历史巨人——毛泽东》编委会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李松晨 主编 

  

 

［正题名］历史巨人 

［副题名］毛泽东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李松晨主编 

［译者］《历史巨人——毛泽东》编委会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李松晨 主编 

  

 

［正题名］血酬定律 

［副题名］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第一责任人］吴思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思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新论 

［丛书］政治·中外关系·人物卷 

［第一责任人］陈谦平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主题词］政治/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研究/民国 

［主题词］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谦平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新论 

［丛书］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卷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经济/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社会/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红民 主编 

  

 

［正题名］ 楼人语 

［副题名］《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 

［第一责任人］沈昌文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沈昌文 著 

  

 

［正题名］近世中日思想交流论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室编 

［译者］郭连友执行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学术思想/文化交流/中国/日本/近代/文集 

［次知识责任］郭连友 执行主编 

  

 

［正题名］韩国研究论丛 

［丛书］第十辑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支援刊行 

［附注内容］本辑主要围绕东北亚国际关系 30 年、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中韩经济协作、韩

国传统文化、“韩流”和“汉潮”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参考价值。 

  

 

［正题名］我的父亲贺禄汀 

［第一责任人］贺逸秋，贺元元著 

［出版者］浙江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昨日书系 我的父亲母亲的故事 

［知识责任］贺逸秋 著 

［知识责任］贺元元 著 

  

 

［正题名］乐人之都上海 

［副题名］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轫 

［第一责任人］（日）榎本泰子著 

［译者］彭谨译 

［出版者］上海音乐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西洋音乐/音乐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榎本泰子 著 

［次知识责任］彭谨 译 

  



 

［正题名］国民党军简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曹剑浪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国民党军/军事史/中国/1911-1949 

［知识责任］曹剑浪 著 

  

 

［正题名］国民党军简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曹剑浪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国民党军/军事史/中国/1911-1949 

［知识责任］曹剑浪 著 

  

 

［正题名］东江纵队志 

［第一责任人］《东江纵队志》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华南抗日游击队/军队史 

  

 

［正题名］蒋廷黻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蒋廷黻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海外名家名作 欧阳哲生 

［知识责任］蒋廷黻 著 

  

 

［正题名］胡适还是鲁迅 

［第一责任人］谢泳编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谢泳 编 

  

 

［正题名］洛阳史话 

［第一责任人］魏晓彤，侯超英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知识责任］魏晓彤 主编 

［知识责任］侯超英 主编 

  

 

［正题名］洛阳神话传奇 

［第一责任人］吕新江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主题词］神话/作品集/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吕新江 主编 

  

 

［正题名］河洛风情 

［第一责任人］焦振亚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主题词］风俗习惯/洛阳市 

［知识责任］焦振亚 主编 

  

 

［正题名］河洛宗教史迹 

［第一责任人］刘福兴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主题词］宗教史/洛阳市 

［知识责任］刘福兴 主编 

  

 

［正题名］洛阳历代文选 

［第一责任人］张文萍选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主题词］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张文萍 选编 

  

 

［正题名］洛阳科学史话 

［第一责任人］袁君敬，朱志仁编著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主题词］科学事业史/洛阳市 

［主题词］教育史/洛阳市 

［知识责任］袁君敬 编著 

［知识责任］朱志仁 编著 

  

 

［正题名］河洛饮食 

［第一责任人］刘福兴，钱为强，谢社军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主题词］饮食/文化/洛阳市 

［知识责任］刘福兴 主编 

［知识责任］钱为强 主编 

［知识责任］谢社军 主编 

  

 

［正题名］洛阳历代名人 

［第一责任人］朱志仁，袁君敬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主题词］名人/列传/洛阳市 

［知识责任］朱志仁 主编 

［知识责任］袁君敬 主编 

  

 

［正题名］洛阳帝宅春秋 

［第一责任人］刘福兴，许锁孚，张宝剑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主题词］都城/宫殿/建筑史/洛阳市 

［知识责任］刘福兴 主编 

［知识责任］许锁孚 主编 

［知识责任］张宝剑 主编 

  

 

［正题名］洛阳牡丹 

［第一责任人］王红星，张宝利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主题词］牡丹/简介/洛阳市 

［知识责任］王红星 主编 

［知识责任］张宝利 主编 

  

 

［正题名］洛阳名胜诗选 

［第一责任人］侯超英，黄素霞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主题词］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侯超英 主编 

［知识责任］黄素霞 主编 

  

 

［正题名］洛阳山水 

［第一责任人］王智俊，张光第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系列丛书 侯超英，刘福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洛阳市 

［知识责任］王智俊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光第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闾小波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国/18/40-1949/教材 

［知识责任］闾小波 著 



  

 

［正题名］中国货币理论史 

［第一责任人］叶世昌，李宝金，钟祥财著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货币理论/经济思想史/中国/先秦时代～近代 

［知识责任］叶世昌 著 

［知识责任］李宝金 著 

［知识责任］钟祥财 著 

  

 

［正题名］毛泽东画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素华，许蕾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张素华 主编 

［知识责任］许蕾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画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素华，许蕾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张素华 主编 

［知识责任］许蕾 主编 

  

 

［正题名］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新词典 

［第一责任人］李鹏程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附注内容］本词典对当代西方文化思想领域的主要潮流的基本内容，以及历史发展和不同

学派的代表性思想、各个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生平以及主要著作等均作了解释。 

［主题词］文化/研究/西方国家/现代/词典 

［知识责任］李鹏程 主编 

  

 

［正题名］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 

［第一责任人］黄平，罗红光，许宝强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社会学/西方国家/词典 

［主题词］人类学/西方国家/词典 

［知识责任］黄平 主编 

［知识责任］罗红光 主编 

［知识责任］许宝强 主编 

  

 

［正题名］当代西方新兴学科词典 

［第一责任人］张广照，吴其同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附注内容］本词典包括：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历史

学、考古学、思维科学及不便归类的其他新兴学科，共收词目 814 余条。 

［主题词］百科词典/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张广照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其同 主编 

  

 

［正题名］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 

［并列题名］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st 

［第一责任人］王晓路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简略探讨了西方学者中西文化对立论之历史根源，讨论西方本身对语言文

字的传统观念，并由此质疑文化相对主义以及将中西语言文化相对立的理论和观念。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王晓路 著 

  

 

［正题名］太阳旗下的毒魔 

［副题名］侵华日军毒气战真相 

［第一责任人］张海泉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在深入调查、多方采访、广泛查阅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以严肃认

真的态度，形象生动的笔触将日军侵华期间秘密推行毒气战中大量鲜为人知的罪行给予了无

情地揭露。 

［主题词］侵华事件/化学战/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张海泉 著 

  

 

［正题名］龙旗飘扬的舰队 



［副题名］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第一责任人］姜鸣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着眼于中外海军的比较研究，详细记录了中国近代

海军创建发展的曲折历史，总结了清末海军近代化失败的历史教训。 

［主题词］海军/军事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姜鸣 著 

  

 

［正题名］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第一责任人］黄宗智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丛编题名］喜玛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探讨中国范式问题的书。内容包括：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理论和实

践；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等三部分。 

［主题词］汉学/文集 

［知识责任］黄宗智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静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研究中央客馆制度的书。本书从先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

宋辽金、元明和清六个时期研究了历代中央客馆在京城中的地理位置，中央客馆的机构设置，

中央客馆内居住人员的民族成分，各朝政府对中央客馆内居住人员的接待与管理措施，中央

客馆设置的历史作用与历史意义。 

［主题词］民族关系/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外事管理/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外事管理/官制/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静 著 

  

 

［正题名］中国边疆研究论稿 

［第一责任人］马大正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第三本个人研究论文的结集，共十章四十一题，分为三大部分：边

疆学的探索和边疆史诸领域；新疆史研究和中亚史述叙；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主题词］边疆地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马大正 著 

  

 

［正题名］冯雪峰评传 

［第一责任人］陈早春，万家骥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知识责任］陈早春 著 

［知识责任］万家骥 著 

  

 

［正题名］满族文化与宗教研究 

［第一责任人］赵展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丛编题名］西部教育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满族的历史与现状、教育、文学、艺术、习俗和宗教信仰。 

［主题词］满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满族/宗教/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赵展 著 

  

 

［正题名］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 

［第一责任人］高明士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获“深见东州中日文化研究出版资金”资助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东亚 

［知识责任］高明士 著 

  

 

［正题名］梁啓超文論的現代性闡釋 

［第一责任人］杨曉明著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四川大学“211 工程” 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对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上细致地分

辨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不同指向和意义，并且从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关联

并有区别的含义上，对梁启超文论作了辩证而精微的分析。 

［知识责任］杨晓明 著 

  

 



［正题名］当代新儒学探索 

［第一责任人］浙江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编集 

［译者］吴光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4 

［附注内容］兴起于二十世纪的当代新儒学，是结合了传统与现实对时代人生问题的思考，

既不依傍任何政治组织，独立特行，又 富学术含量与理论价值的学派。本书是既有理论与

学术价值，又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前瞻性的研究专著。 

［主题词］新儒学/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次知识责任］吴光 主编 

  

 

［正题名］中華文史論叢 

［书目卷册］总第七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李国章，赵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邮票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 

［书目卷册］第七卷 

［副题名］1949.10-1966.5 

［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一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 》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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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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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词］邮票/历史/中国/1949-1966 

  

 

［正题名］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并列题名］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 

［第一责任人］（英）F. A. 哈耶克（F. A. Hayek）编 

［译者］秋风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人文译丛 丛书主编何怀宏 知识分子与 自由市场 

［附注内容］本书分两大部分。包括：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19 世纪初期的工厂制



度等。是一本探讨历史学家如何曲解工业革命的历史的论文集。 

［主题词］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 

［知识责任］哈耶克 编 

［知识责任］Hayek 编 

［次知识责任］秋风 译 

  

 

［正题名］從經學到美學 

［副题名］中國近代文論知識話語的嬗變 

［第一责任人］马睿著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 项楚主编 

［附注内容］四川大学“211 工程” 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清代樸学与近代文论，清代宋学与近代文论，今文经学的复兴与近代

文论，经学话语的裂变与边缘的崛起，王国维文论的理论归宿等内容。 

［主题词］文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马睿 著 

  

 

［正题名］孤独的外来者 

［副题名］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第一责任人］赵长天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文汇纪实丛书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外交人员/生平事迹/英国/近代 

［知识责任］赵长天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3.1 

［书目卷册］总第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姓氏 

［副题名］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 



［第一责任人］袁义达，张诚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姓氏群体遗传（绪论、姓氏分布、遗传地形图、姓氏与血

型），当代大姓及其分布规律。 

［主题词］姓氏/群体遗传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姓氏/人口分布/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袁义达 著 

［知识责任］张诚 著 

  

 

［正题名］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 

［第一责任人］郑翔贵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郑翔贵 著 

  

 

［正题名］乡村关系与村民自治 

［第一责任人］金太军，施从美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政府管理与社区治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借鉴历史上乡村组织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改革以来在我国农村形成

的“乡政村治”的基层政权格局，并在若干个案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主题词］农村/行政管理/研究/中国 

［主题词］村民委员会/群众自治/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金太军 著 

［知识责任］施从美 著 

  

 

［正题名］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 

［副题名］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高旺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术丛书 

［主题词］宪政运动/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高旺 著 

  

 

［正题名］被遗忘的战争 

［副题名］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 



［并列题名］The Hakka-Punti war in Guangdong 

［副题名］1854～1867 

［第一责任人］刘平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地方史/广东省/清后期 

［知识责任］刘平 著 

  

 

［正题名］近代直隶与现代河北 

［第一责任人］邢焕林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地方史/河北省/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邢焕林 著 

  

 

［正题名］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副题名］从中古到 20 世纪 

［第一责任人］沈汉著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社会结构/演变/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沈汉 著 

  

 

［正题名］青年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崔晓忠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知识责任］崔晓忠 编著 

  

 

［正题名］蒋介石宋美龄在南京的日子 

［第一责任人］张长江，冯春龙，彭黎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知识责任］张长江 编著 

［知识责任］冯春龙 编著 

［知识责任］彭黎 编著 

  

 

［正题名］蒋介石宋美龄在重庆的日子 

［第一责任人］江涛，刘芳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知识责任］江涛 编著 

［知识责任］刘芳 编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 

［副题名］1949-2000 

［第一责任人］徐光春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广播事业/文化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电视事业/文化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光春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商标简史 

［第一责任人］左旭初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中国商标史系列丛书 

［主题词］商标/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左旭初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绘画史 

［丛书］晚清之部 

［第一责任人］李铸晋，万青力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大艺术书房 肖关鸿主编 

［主题词］绘画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铸晋 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胡绳武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绳武有关清史研究的论文 27 篇，论述清末民初历史的重大事件

（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同盟会）及重要历史人物（孙中山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后期/文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文集 



［知识责任］胡绳武 著 

  

 

［正题名］史学方法论 

［第一责任人］林家有著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史学/研究方法/研究生/中国/教材 

［知识责任］林家有 著 

  

 

［正题名］中国关税史 

［第一责任人］孙文学主编 

［译者］王伟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主题词］关税/商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孙文学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伟 副主编 

  

 

［正题名］雏鹰展翅趋鲲鹏 

［副题名］1924 年至 1949 年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第一责任人］林浪主编 

［译者］《雏英展翅趋鲲鹏》编委会，广东实验中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中山大学附

属中学合编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生动地反映了 1924 年至 1949 年间附中师生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

相连，逐步形成爱国、民主、进步、勤奋好传统的历程。 

［主题词］中学/校史/广州市/1924～1949 

［知识责任］林浪 主编 

  

 

［正题名］ 国将帅的临终时刻 

［第一责任人］罗元生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罗元生 著 

  

 

［正题名］中国经学思想史 

［丛书］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姜广辉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经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姜广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学思想史 

［丛书］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姜广辉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经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姜广辉 主编 

  

 

［正题名］朝鲜战场一千天 

［副题名］一个志愿军战士的日记 

［第一责任人］陈兴九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知识责任］陈兴九 著 

  

 

［正题名］老上海南京路 

［第一责任人］沈寂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商业/经济史/上海市/画册 

［知识责任］沈寂 著 

  

 

［正题名］金融票号史论 

［第一责任人］孔祥毅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票号/经济史/山西省/文集 

［知识责任］孔祥毅 著 

  

 

［正题名］寻找天堂 

［副题名］追寻美籍奥地利探险家、学者约瑟夫·洛克在中国 27 年的生死之旅 

［并列题名］A Way to the Paradise 

［副题名］Retracing Joseph F.rock s 27-year Adventurous Journey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王大卫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游记/地域文化/中国/当代 

［主题词］散文/地域文化/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大卫 著 

  

 

［正题名］寻觅总统官邸 

［第一责任人］赵魏，胡兆才，孙晋云编著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总统/故居/简介/南京市/民国 

［知识责任］赵魏 编著 

［知识责任］胡兆才 编著 

［知识责任］孙晋云 编著 

  

 

［正题名］访寻民国官邸 

［第一责任人］ 张庆军…[等]编著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名人/故居/简介/南京市/民国 

［知识责任］张庆军 编著 

［知识责任］戴雄 编著 

［知识责任］郑国斌 编著 

［知识责任］孙建军 编著 

  

 

［正题名］七月里的石榴花 

［副题名］张露萍烈士传略 

［第一责任人］张泽石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张泽石 著 

  

 

［正题名］好学集 

［副题名］中国思想史学术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步近智，张安奇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思想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步近智 著 



［知识责任］张安奇 著 

  

 

［正题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正题名］回眸历史 

［副题名］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人镜头中的成都 

［副题名］[中英文本] 

［并列题名］Looking Back at Chengdu 

［副题名］Through Lens of an American Photographer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美）路得·那爱德（Luther Knight）摄影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二十世纪初一位美国人用手中的照相机真实记录下的成都的自然风

光、人文景观和社会状况的概貌及片段。 

［主题词］地方史/摄影集/成都市 

［知识责任］那爱德 摄影 

［知识责任］Knight 摄影 

  

 

［正题名］中國會館志 

［第一责任人］周均美主編 

［译者］中國會館志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社会团体/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周均美 主编 

  

 

［正题名］御笔诏令说清史 

［副题名］影响清朝历史进程的重要档案文献 

［第一责任人］秦国经，邹爱莲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诏令/中国/清朝 

［知识责任］秦国经 主编 

［知识责任］邹爱莲 主编 

  

 

［正题名］中华科学文明史 

［书目卷册］4 



［并列题名］TheShorter Science & civilistion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约瑟原著 

［第一责任人］柯林·罗南改编 

［译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 

［译者］江晓原策划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工程师的地位、工具和材料，基本机械原理陆地运输车辆，时钟机构，

风车和航空技术等章节。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约瑟 原著 

［知识责任］Needham 原著 

［知识责任］罗南 改编 

［知识责任］Ronan 改编 

［次知识责任］江晓原 策划 

  

 

［正题名］三位特殊的 国上将 

［副题名］董其武，陶峙岳，陈明仁的精彩人生 

［第一责任人］张子申，罗元生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张子申 著 

［知识责任］罗元生 著 

  

 

［正题名］新兴宗教与日本近现代社会 

［第一责任人］张大柘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总主编季羡林 日本文化编 

［主题词］宗教史/日本 

［主题词］宗教/关系/社会/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张大柘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评论 

［第一责任人］赵凌云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人文社会科学论丛 

［知识责任］赵凌云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绘画史 

［丛书］民国之部 

［第一责任人］李铸晋，万青力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绘画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铸晋 著 

  

 

［正题名］清代台湾的海防 

［第一责任人］许毓良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海防/台湾省/清代 

［知识责任］许毓良著 著 

  

 

［正题名］英国与英国外交 

［副题名］1815-1885 

［并列题名］Britain and Foreigh Affairs 

［副题名］1815-1885 

［第一责任人］（英）约翰·劳尔著 

［译者］刘玉霞，龚文启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译文世界史丛书 第二辑 

［主题词］外交史/英国/1815-1885 

［知识责任］劳尔 著 

［次知识责任］刘玉霞 译 

［次知识责任］龚文启 译 

  

 

［正题名］大洋彼岸的回声 

［副题名］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陈君静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知识责任］陈君静 著 

  

 

［正题名］近代上海诗学系年初编 

［第一责任人］胡晓明主编 



［译者］胡晓明，李瑞明编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近代上海文学系年丛书 名誉主编王元化 

［主题词］诗歌史/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胡晓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胡晓明 编著 

［次知识责任］李瑞明 编著 

  

 

［正题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第一责任人］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许涤新 主编 

［知识责任］吴承明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 

［第一责任人］胡晓明主编 

［译者］杨柏岭编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近代上海文学系年丛书 名誉主编王元化 

［主题词］词/文学史/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胡晓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杨柏岭 编著 

  

 

［正题名］炼狱 

［副题名］殷海光评传 

［第一责任人］王中江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王中江 著 

  

 

［正题名］中国知青终结 

［第一责任人］邓贤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邓贤 著 

  

 

［正题名］輿地廣记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宋）欧阳忞撰 

［译者］李勇县，王小红校注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宋元地理志叢刊 

［主题词］古籍/中国/民国/丛书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 

［知识责任］欧阳忞 撰 

［次知识责任］李勇县 校注 

［次知识责任］王小红 校注 

  

 

［正题名］輿地廣记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宋）欧阳忞撰 

［译者］李勇县，王小红校注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宋元地理志叢刊 

［主题词］古籍/中国/民国/丛书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 

［知识责任］欧阳忞 撰 

［次知识责任］李勇县 校注 

［次知识责任］王小红 校注 

  

 

［正题名］历史小说史 

［第一责任人］欧阳健著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中国小说史丛书 

［主题词］历史小说/小说史/中国 

［知识责任］欧阳健 著 

  

 

［正题名］满族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燕光，关捷主编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满族/民族/历史 

［知识责任］李燕光 主编 

［知识责任］关捷 主编 

  

 

［正题名］严复年谱 

［第一责任人］孙应祥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知识责任］孙应祥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3.1 

［并列题名］Beijing Archives Series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关于北京史料的档案集。内容包括：民国初期筹备参加西湖博览会

史料；1944 年顺义县田房价格调查表等。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中的精神 

［副题名］吴清源自传 

［第一责任人］吴清源著 

［译者］桐山桂一日文执笔 

［译者］王亦青译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吴清源周围以及国际棋坛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回顾了作者波澜壮阔

的棋艺人生。内容涵盖中和、出生在中国、来日初期、新布局的研究、结婚和信仰等十部分。 

［知识责任］吴清源 著 

［次知识责任］桐山桂一 日文执笔 

［次知识责任］王亦清 译 

  

 

［正题名］碧血忠魂 

［副题名］瞿秋白革命的一生 

［第一责任人］宋振海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知识责任］宋振海 著 

  

 

［正题名］近代上海散文系年初编 

［第一责任人］胡晓明主编 

［译者］程华平编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近代上海文学系年丛书 王元化名誉主编 

［主题词］散文/文学史/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胡晓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程华平 编著 

  

 

［正题名］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 

［副题名］中日近代关系探研 

［第一责任人］（日）伊原泽周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伊原泽周 著 

  

 

［正题名］陈香梅自传 

［第一责任人］（美）陈香梅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陈香梅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法律史论 

［第一责任人］邱远猷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法律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邱远猷 著 

  

 

［正题名］宋平在甘肃 

［第一责任人］牛颖，彭效忠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知识责任］牛颖 著 



［知识责任］彭效忠 著 

  

 

［正题名］民初北洋三大内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郭剑林主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直皖战争/史料 

［主题词］直奉战争/史料 

［主题词］第二次直奉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郭剑林 主编 

  

 

［正题名］明代史学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钱茂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钱茂伟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 

［第一责任人］陈微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名人/文化事业/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陈微 主编 

  

 

［正题名］孤独前驱 

［副题名］郭嵩焘别传 

［第一责任人］范继忠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近代名士别传丛书 第一辑 

［附注内容］晚清湘阴郭嵩焘，集经世诤臣和狂狷名士于一身，合西学先驱和经学宿儒于一

人。在咸、同、光年间，数番宦海沉浮，大起大落。生前知音寥寥，一生终至孤独，其洞悉

世界的睿智和高标于世的品行，却如明珠蒙尘，美质并不稍减其色。本书即记述了他复杂的

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知识责任］范继忠 著 

  

 

［正题名］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居之芬，庄建平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居之芬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正题名］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居之芬，庄建平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居之芬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正题名］敌对与危机的年代 

［副题名］1954-1958 年的中美关系 

［第一责任人］戴超武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料/1954-1958 

［知识责任］戴超武 著 

  

 

［正题名］容闳自传 

［副题名］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第一责任人］石霓译注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石霓 译注 

  

 

［正题名］关西儒魂 

［副题名］于右任别传 

［第一责任人］屈新儒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近代名士别传丛书 第一辑 

［附注内容］于右任先生出身寒门，励志向学，早年以报业倡导革命，以书生统重兵，名噪

一时，厥为民国元勋，监察之父。垂暮之年，他以生命的 后张力，发出痛彻肺腑的绝唱：

“山苍苍，野茫茫”。本书即记述了于右任先生真诚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的一生。 

［知识责任］屈新儒 著 

  

 

［正题名］近代江南工业资本流向 

［第一责任人］刘云柏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生产资本/研究/江南（历史地名）/近代 

［知识责任］刘云柏 著 

  

 

［正题名］袁世凯与近代名流 

［第一责任人］张华腾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近代 

［知识责任］张华腾 著 

  

 

［正题名］西方文化与中国 

［副题名］1793-2000 

［第一责任人］沈福伟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文化/西方国家/影响/中国/1793-2000 

［知识责任］沈福伟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建筑史话 

［并列题名］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a's modern architecture(1840-1949] 

［第一责任人］杨秉德，蔡萌著 

［出版者］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建筑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秉德 著 

［知识责任］蔡萌 著 

  

 

［正题名］上海金融志 



［第一责任人］洪葭管主编 

［译者］《上海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 

［主题词］金融事业/概况/上海市 

［知识责任］洪葭管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邵汉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1980-2000 

［知识责任］邵汉明 主编 

  

 

［正题名］外交十记 

［第一责任人］钱其琛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外交史/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钱其琛 著 

  

 

［正题名］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 

［副题名］1949 年 10 月至 2000 年 

［第一责任人］本书编写组编写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公安/工作/大事记/中国/1949-2000 

［知识责任］本书编写组 编写 

  

 

［正题名］中国近代版权史 

［第一责任人］李明山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版权/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明山 主编 

  

 

［正题名］邓兆祥 

［第一责任人］海军政治部编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正题名］汪曾祺自述 

［第一责任人］[汪曾祺著] 

［译者］李辉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题词］文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汪曾祺 著 

［次知识责任］李辉 主编 

  

 

［正题名］陈平原序跋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著] 

［出版者］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书人文丛·序跋小系 王稼句主编 

［主题词］序跋/汇编/中国/当代 

［主题词］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平原 著 

  

 

［正题名］清朝满蒙联姻研究 

［第一责任人］杜家骥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满族/蒙族/婚姻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杜家骥 著 

  

 

［正题名］左翼·上海 

［副题名］1934-1936 

［第一责任人］孔海珠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附注内容］本书绝大多数论文研究的是“左联”晚期的历史。其中收录了“左联”的“国

际现象”中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国际交流及其他、左翼作家的访谈、左翼人物考等内容。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上海市/1934～1936 

［知识责任］孔海珠 著 

  



 

［正题名］中国与世博 

［副题名］历史记录（1851～1940） 

［并列题名］China and World Exposition 

［副题名］Historical Records(1851-1940) 

［第一责任人］上海图书馆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3 章，分别从世博会的百年历程、中国与世博会的关系以及相关原始

史料的辑录 3 个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反映了早期中国参展世博会的进程。 

［主题词］博览会/世界/史料 

  

 

［正题名］大寨村志 

［第一责任人］王俊山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大寨课题研究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大寨村的各方面情况，包括自然环境、人口、种植业、水利建设、

养殖业、林业、工副业、商业金融、民政等。 

［主题词］村史/昔阳县 

［知识责任］王俊山 主编 

  

 

［正题名］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 

［第一责任人］吴前进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华侨状况/研究/世界 

［主题词］华侨政策/中国 

［知识责任］吴前进 著 

  

 

［正题名］张闻天经济思想探微 

［第一责任人］许佳君，蒋国宏著 

［出版者］河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知识责任］许佳君 著 

［知识责任］蒋国宏 著 

  

 

［正题名］世纪老人的话 

［第一责任人］林祥主编 

［副题名］贾植芳卷 



［第一责任人］沈建中采访人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知识责任］林祥 主编 

［知识责任］沈建中 采访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 

［副题名］1921.7-1937.7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撰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王健英 撰 

  

 

［正题名］走出中世纪的曙光 

［副题名］晚明清初救世启蒙思潮 

［第一责任人］马涛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马涛 著 

  

 

［正题名］十年去来 

［副题名］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 

［第一责任人］林谷芳，孙小宁著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散文集/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林谷芳 著 

［知识责任］孙小宁 著 

  

 

［正题名］明清州县官群体 

［第一责任人］柏桦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南 大学法学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南 大学法政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南 大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资金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明清州官群体概论、明清州官群体的分类与分析、对州县官的奖惩制

度、明清州县的狱讼等。 

［主题词］知州/官制/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柏桦 著 

  

 

［正题名］孙中山在夏威夷 

［副题名］活动和追随者 

［第一责任人］马兖生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马兖生 著 

  

 

［正题名］论政治国家主义 

［副题名］何新近期政论 

［第一责任人］何新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政治/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何新 著 

  

 

［正题名］南社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之梅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 

［知识责任］孙之梅 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 

［第一责任人］高维进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新闻片/电影史/中国 

［知识责任］高维进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 

［副题名］1921.7-1937.7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撰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王健英 撰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 

［副题名］1921.7-1937.7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撰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王健英 撰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 

［副题名］1921.7-1937.7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撰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王健英 撰 

  

 

［正题名］书法家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潘新明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汉字/书法/中国 

［知识责任］潘新明 著 

  

 

［正题名］中国化学史 

［丛书］近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赵匡华主编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化学史/中国/近现代 

［知识责任］赵匡华 主编 

  

 

［正题名］清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治亭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国断代史系列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治亭 主编 

  

 

［正题名］清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治亭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国断代史系列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治亭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风云人物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撰写了中国共产党自一大至七大的著名人物 201 人的传略，传略对每个人

物均真实记录其生平经历、实践活动，客观评价其历史功过。 

［知识责任］王健英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风云人物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撰写了中国共产党自一大至七大的著名人物 201 人的传略，传略对每个人

物均真实记录其生平经历、实践活动，客观评价其历史功过。 

［知识责任］王健英 著 

  

 

［正题名］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 

［副题名］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十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徐静波，胡令远编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日本研究丛书 

［主题词］社会思潮/日本/现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徐静波 编 

［知识责任］胡令远 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 

［书目卷册］第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陈绛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陈绛 主编 

  

 

［正题名］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 

［并列题名］Judicial Indepedence and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韩秀桃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比较法学丛书 

［主题词］司法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韩秀桃 著 

  

 

［正题名］清代八旗驻防研究 

［第一责任人］定宜庄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八旗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定宜庄 著 

  

 

［正题名］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名家专题精讲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许纪霖 著 

  

 

［正题名］永远的怀念 

［副题名］温济泽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方实，杨兆麟主编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方实 主编 

［知识责任］杨兆麟 主编 



  

 

［正题名］岁月熔金 

［副题名］文学研究所 50 年记事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正题名］戴季陶传 

［第一责任人］黎洁华，虞苇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知识责任］黎洁华 著 

［知识责任］虞苇 著 

  

 

［正题名］落日的挽歌 

［副题名］19 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 

［第一责任人］于建胜，刘春蕊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清后期 

［知识责任］于建胜 著 

［知识责任］刘春蕊 著 

  

 

［正题名］毛泽东印象 

［第一责任人］丁晓平，方健康编选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丁晓平 编选 

［知识责任］方健康 编选 

  

 

［正题名］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至二○○○年 

［第一责任人］诸葛计著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方志学/中国/1949-2000/史料 

［知识责任］诸葛计 著 

  

 

［正题名］红学 



［副题名］1954 

［第一责任人］孙玉明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红楼梦》/研究/史料/1954 

［知识责任］孙玉明 著 

  

 

［正题名］“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 

［副题名］1929-1949 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 

［第一责任人］倪伟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壹页文丛 

［主题词］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1928-1948 

［知识责任］倪伟 著 

  

 

［正题名］思慕集 

［副题名］怀念胡绳文辑 

［第一责任人］郑惠，姚鸿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郑惠 编 

［知识责任］姚鸿 编 

  

 

［正题名］满铁与中国劳工 

［第一责任人］解学诗，（日）松村高夫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解学诗 主编 

［知识责任］松村高夫 主编 

  

 

［正题名］钱穆·钱承沛·钱伟长 

［第一责任人］印永清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物为载体，家族为场景，通过钱穆家族三代主要成员钱穆、钱承沛、

钱伟长等的人生道路全方位反映钱穆家族的兴盛衰落。 

［知识责任］印永清 著 



  

 

［正题名］黄苗子与郁风 

［第一责任人］李辉著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李辉 著 

  

 

［正题名］从耶鲁到东京 

［副题名］为南京大屠杀取证 

［并列题名］From Yale to tokyo 

［副题名］Tracing the Eyewitnesse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king 

［第一责任人］章 沅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 

［知识责任］章 沅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著名学者 

［第一责任人］孙琴安，李师贞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学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孙琴安 著 

［知识责任］李师贞 著 

  

 

［正题名］蒋介石与美国 

［第一责任人］谭一青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 

［知识责任］谭一青 著 

  

 

［正题名］围炉夜话 

［第一责任人］（清）王永彬著 

［译者］刘莹译校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个人/修养/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永彬 著 

［次知识责任］刘莹 译校 

  

 

［正题名］英美特殊关系与英国对华政策（1949-1954） 

［并列题名］Ang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 British Policy Toward China[1949-1954] 

［第一责任人］薛谋洪，吕杰著 

［出版者］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英美关系/研究/1949-1954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英国/1949-1954 

［知识责任］薛谋洪 著 

［知识责任］吕杰 著 

  

 

［正题名］肝胆相照 

［副题名］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 

［第一责任人］李涛编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李涛 编著 

  

 

［正题名］严复选集 

［第一责任人］[严复著] 

［译者］周振甫选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知识责任］严复 著 

［次知识责任］周振甫 选注 

  

 

［正题名］翁同龢选集 

［第一责任人］[翁同龢著] 

［译者］马卫中，张修龄选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知识责任］翁同龢 著 

［次知识责任］马卫中 选注 

［次知识责任］张修龄 选注 

  



 

［正题名］林则徐选集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著] 

［译者］杨国桢选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知识责任］林则徐 著 

［次知识责任］杨国桢 选注 

  

 

［正题名］秋瑾选集 

［第一责任人］[秋瑾著] 

［译者］郭延礼选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知识责任］秋瑾 著 

［次知识责任］郭延礼 选注 

  

 

［正题名］当代广西简史 

［第一责任人］钟家佐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广西省/1949-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广西省 

［知识责任］钟家佐 主编 

  

 

［正题名］当代贵州简史 

［第一责任人］何仁仲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贵州省/1949-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贵州省 

［知识责任］何仁仲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 

［第一责任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上海市辞书学会，辞书研究编辑部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辞书学/论文/1900-2000/索引 

  

 

［正题名］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 

［第一责任人］赵润生，马亮宽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辛亥革命/历史事件 

［知识责任］赵润生 著 

［知识责任］马亮宽 著 

  

 

［正题名］黄遵宪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清）黄遵宪撰 

［译者］吴振清，徐勇，王家祥整理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黄遵宪 撰 

［次知识责任］吴振清 整理 

［次知识责任］徐勇 整理 

［次知识责任］王家祥 整理 

  

 

［正题名］黄遵宪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清）黄遵宪撰 

［译者］吴振清，徐勇，王家祥整理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黄遵宪 撰 

［次知识责任］吴振清 整理 

［次知识责任］徐勇 整理 

［次知识责任］王家祥 整理 

  

 

［正题名］宋庆龄与国共关系 

［第一责任人］季鸿生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王功安，毛磊主编 



［主题词］国共合作 

［知识责任］季鸿生 著 

  

 

［正题名］从南京到台北 

［第一责任人］张同新，何仲山主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王功安，毛磊主编 

［主题词］台湾问题/史料/1945-1962 

［知识责任］张同新 主编 

［知识责任］何仲山 主编 

  

 

［正题名］朱德诗词集 

［第一责任人］[朱德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朱德 著 

  

 

［正题名］新史学 

［丛书］第一辑 

［丛书］古典传统与价值创造 

［并列题名］New Historical Science 

［丛书］Classical Trad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Values 

［第一责任人］陈恒，耿相新主编 

［译者］舒文执行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陈恒 主编 

［知识责任］耿相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舒文 执行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李达 

［副题名］肝胆相照四十年 

［第一责任人］唐春元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唐春元 著 

  



 

［正题名］在伟人身边的日子 

［副题名］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王鹤滨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王鹤滨 著 

  

 

［正题名］彭玉麟集 

［书目卷册］上 

［丛书］奏稿·电稿 

［第一责任人］（清）彭玉麟著 

［译者］梁绍辉等整理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彭玉麟/奏议 

［知识责任］彭玉麟 著 

［次知识责任］梁绍辉 整理 

  

 

［正题名］彭玉麟集 

［书目卷册］中 

［丛书］诗词·联语·文集·书信 

［第一责任人］（清）彭玉麟著 

［译者］梁绍辉等整理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彭玉麟/作品集 

［知识责任］彭玉麟 著 

［次知识责任］梁绍辉 整理 

  

 

［正题名］彭玉麟集 

［书目卷册］下 

［丛书］附录 

［第一责任人］（清）彭玉麟著 

［译者］梁绍辉等整理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彭玉麟 著 

［次知识责任］S 梁绍辉 整理 

  

 



［正题名］外国高等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黄福涛主编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新世纪高等教育研究丛书 潘懋元主编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世界 

［知识责任］黄福涛 主编 

  

 

［正题名］赵丹自述 

［第一责任人］[赵丹著] 

［译者］李辉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10  

［主题词］电影/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赵丹 著 

［次知识责任］李辉 主编 

  

 

［正题名］丰子恺自述 

［第一责任人］[丰子恺著] 

［译者］李辉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丰子恺 著 

［次知识责任］李辉 丛书主编 

  

 

［正题名］当代新疆简史 

［第一责任人］党育林，张玉玺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49-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知识责任］党育林 主编 

［知识责任］张玉玺 主编 

  

 

［正题名］翻 我家老影集 



［副题名］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孔东梅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孔东梅 著 

  

 

［正题名］周恩来与国共关系 

［第一责任人］王功安，何又明，张亮东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知识责任］王功安 著 

［知识责任］何又明 著 

［知识责任］张亮东 著 

  

 

［正题名］未被审判 

［副题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 

［第一责任人］赵冬苓，李九红著 

［译者］《未被审判》摄制组提供照片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侵华事件/史料/日本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赵冬苓 著 

［知识责任］李九红 著 

  

 

［正题名］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第一责任人］戎向东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人物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戎向东 编著 

  

 

［正题名］亲情的纽带 

［副题名］写在爷爷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 

［第一责任人］毛新宇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毛新宇 著 

  



 

［正题名］中国师范教育史 

［副题名］1897-2000 

［第一责任人］马啸风主编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师范教育/教育史/中国/1897-2000 

［知识责任］马啸风 主编 

  

 

［正题名］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并列题名］Studies in Sinology 

［书目卷册］Volume ⅩⅡ 

［第一责任人］袁行霈主编 

［译者］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中国市民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谢桃坊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市民文学/文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谢桃坊 著 

  

 

［正题名］让庐日记 

［副题名］1941-1945 

［第一责任人］杨静远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杨静远 著 

  

 

［正题名］雷锋评传 

［第一责任人］陈广生，朱亚南著 

［出版者］京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陈广生 著 

［知识责任］朱亚南 著 



  

 

［正题名］传统十论 

［副题名］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 

［第一责任人］秦晖编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名家专题精讲 第二辑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秦晖 编著 

  

 

［正题名］青年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赵遵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赵遵生 著 

  

 

［正题名］周恩来生平全记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江明武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江明武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生平全记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江明武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江明武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生平全记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苏台仁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苏台仁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生平全记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苏台仁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苏台仁 主编 

  

 

［正题名］当代北京大事记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二○○三年 

［第一责任人］《当代北京大事记》编辑部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大事记/1949-2003 

  

 

［正题名］毛泽东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李鹏程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知识责任］李鹏程 著 

  

 

［正题名］纪念台湾光复历史图片集 

［并列题名］Album in commemoration of Taiwan retrocession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合编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台湾省/图集 

  

 

［正题名］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专题汇编 

  

 

［正题名］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专题汇编 



  

 

［正题名］毛泽东传 

［副题名］1949-1976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正题名］毛泽东传 

［副题名］1949-1976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正题名］大英博物馆日记 

［并列题名］Di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访学文丛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平原 著 

  

 

［正题名］陈立夫大传 

［第一责任人］张学继，张雅蕙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张学继 著 

［知识责任］张雅蕙 著 

  

 

［正题名］中国邮票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 

［书目卷册］第八卷 

［副题名］1966.5-1978.12 

［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二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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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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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词］邮票/历史/中国/1966-1978 

  

 

［正题名］毛泽东传 

［第一责任人］菲力普·肖特著 

［译者］仝小秋，杨小兰，张爱茹译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肖特 著 

［次知识责任］仝小秋 译 

［次知识责任］杨小兰 译 

［次知识责任］张爱茹 译 

  

 

［正题名］毛泽东与他的师长学友 

［第一责任人］宋三旦，王小梅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宋三旦 主编 

［知识责任］王小梅 主编 

  

 

［正题名］中外关系史 

［副题名］新史料与新问题 

［第一责任人］荣新江，李孝聪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文集 

［知识责任］荣新江 主编 

［知识责任］李孝聪 主编 

  

 

［正题名］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第一责任人］袁远福，巴家云主编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 

［主题词］货币史/川陕革命根据地 

［知识责任］袁远福 主编 

［知识责任］巴家云 主编 



  

 

［正题名］毛氏三兄弟 

［副题名］三兄弟与共和国奠基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20 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中国回回民族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民族/民族历史 

［知识责任］白寿彝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回回民族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民族/民族历史 

［知识责任］白寿彝 主编 

  

 

［正题名］京剧大師尚小雲 

［第一责任人］杨忠，张伟品[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艺术家/京剧/画册 

［知识责任］杨忠 编 

［知识责任］张伟品 编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杨学为总主编 

［译者］刘梵副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8 卷 

［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责任人］陆震本卷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考试制度/历史/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杨学为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梵 副总主编 

［知识责任］陆震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杨学为总主编 

［译者］刘梵副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9 卷 

［丛书］图片 

［第一责任人］马金科本卷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考试制度/历史/中国/先秦/二十世纪/史料 

［知识责任］杨学为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梵 副总主编 

［知识责任］马金科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中国幼教 

［副题名］1903-2003 

［并列题名］The Centenary Chinese Preschool Education 

［第一责任人］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学前教育/教育史/中国 

  

 

［正题名］毛泽东书信赏析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王树山，王健夫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书信集/鉴赏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次知识责任］王树山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健夫 主编 

  

 

［正题名］高山仰止 风范长存 

［副题名］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 90 周年文集 

［第一责任人］《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 90 周年文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9 

 

［正题名］张震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震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张震 著 

  

 

［正题名］张震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震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张震 著 

  

 

［正题名］蒋介石秘史 

［第一责任人］程舒伟，孙启泰，王光远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蒋氏家族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 272 幅珍贵历史照片，对蒋介石的家世、出身、童年、求学、人

生观等方面做了详细叙述；再现了蒋与盟兄弟、黑社会巨头、地方军 、幕僚间的复杂交往；

展示了民国政坛云诡雾谲、怵目惊心的内幕秘闻。 

［知识责任］程舒伟 著 

［知识责任］孙启泰 著 

［知识责任］王光远 著 

  

 



［正题名］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杨学为总主编 

［译者］刘梵副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7 卷 

［丛书］民国 

［第一责任人］刘昕本卷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考试制度/历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杨学为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梵 副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昕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杨学为总主编 

［译者］刘梵副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6 卷 

［丛书］清 

［第一责任人］王戎笙本卷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考试制度/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杨学为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梵 副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戎笙 本卷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孔夫子 

［副题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 

［第一责任人］许全兴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百年后的毛泽东 

［知识责任］许全兴 著 

  

 

［正题名］毛泽东建党学说论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赵云献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党的建设/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赵云献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建党学说论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赵云献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党的建设/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赵云献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 

［第一责任人］王继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继平 著 

  

 

［正题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胡乔木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分谈话录和初拟稿两部分，收胡乔木谈话记录及根据他的谈话精神撰写的 19

篇文稿。 

［知识责任］胡乔木 著 

  

 

［正题名］国际汉学 

［书目卷册］第八辑 

［并列题名］International Sinology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内设汉学一家言、汉学家专页、汉学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

在世界、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及宗教史研究等八个专题。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北京街巷图志 



［第一责任人］王彬，徐秀珊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城市道路/研究/北京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北京市 

［知识责任］王彬 著 

［知识责任］徐秀珊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3.1 

［书目卷册］总第十四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隔世遗思 

［副题名］评满铁调查部 

［第一责任人］解学诗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解学诗 著 

  

 

［正题名］魔窟 

［副题名］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可怕真相 

［书目卷册］① 

［第一责任人］（日）森村诚一著 

［译者］郑民钦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纪实文学 

［知识责任］森村诚一 著 

［次知识责任］郑民钦 译 

  

 

［正题名］魔窟 

［副题名］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可怕真相 

［书目卷册］② 



［第一责任人］森村诚一著 

［译者］郑民钦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纪实文学 

［知识责任］森村诚一 著 

［次知识责任］郑民钦 译 

  

 

［正题名］魔窟 

［副题名］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可怕真相 

［书目卷册］③ 

［第一责任人］森村诚一著 

［译者］郑民钦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纪实文学 

［知识责任］森村诚一 著 

［次知识责任］郑民钦 译 

  

 

［正题名］毛泽东贺子珍在井冈山 

［第一责任人］邝工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邝工 著 

  

 

［正题名］春帆楼下晚涛急 

［副题名］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 

［第一责任人］黄静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二编，凡二十章。内容包括日本军刀下的台湾、乙未割台及台湾殖

民地化展 之历史背景、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之政策取向及其殖民地之属型等。 

［主题词］侵华事件/殖民统治/日本/1895-1945 

［主题词］殖民统治/影响/台湾/日本/1895-1945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省/1895-1945/史料 

［知识责任］黄静嘉 著 

  

 

［正题名］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元济著 

［译者］张人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古籍/图书目录/中国 

［主题词］序跋/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元济 著 

［次知识责任］张人凤 编 

  

 

［正题名］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张元济著 

［译者］张人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古籍/图书目录/中国 

［主题词］序跋/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元济 著 

［次知识责任］张人凤 编 

  

 

［正题名］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元济著 

［译者］张人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古籍/图书目录/中国 

［主题词］序跋/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元济 著 

［次知识责任］张人凤 编 

  

 

［正题名］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来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全书分上、下两篇，书中编收论文是从作者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宋明哲学思想

研究的论文中，选择其重要而有代表性的部分。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陈来 著 



  

 

［正题名］民国名人与日本妻妾 

［第一责任人］王晓元编撰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王晓元 编撰 

  

 

［正题名］南京民国官府史话 

［第一责任人］卢海鸣，刘晓宁，朱明编著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文化南京丛书 

［主题词］建筑/政府机构/简介/南京市/民国/图集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卢海鸣 编著 

［知识责任］刘晓宁 编著 

［知识责任］朱明 编著 

  

 

［正题名］分化与整合 

［副题名］1688-1783 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 

［第一责任人］舒小昀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第五辑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 1688~1783 年英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整合，即对社会结构各种要素的

内部结构及其演变，社会结构诸种要素的有序排列这两类层次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 

［主题词］社会结构/结构分析/英国/1688-1783 

［知识责任］舒小昀 著 

  

 

［正题名］严复译著研究 

［第一责任人］俞政著 

［出版者］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知识责任］俞政 著 

  

 

［正题名］解构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蓝爱国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蓝爱国 著 

  

 

［正题名］毛泽东国际交往录 

［第一责任人］刘万镇，李庆贵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1976/史料 

［知识责任］刘万镇 主编 

［知识责任］李庆贵 主编 

  

 

［正题名］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 

［第一责任人］杨齐福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科举制度/关系/文化/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齐福 著 

  

 

［正题名］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 

［并列题名］Local Society's Ordr in the Ming-Oing Dynasties 

［第一责任人］王日根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南强史学丛书 

［主题词］社会管理/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日根 著 

  

 

［正题名］口述历史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王俊义，丁东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口述历史学/丛刊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王俊义 主编 

［知识责任］丁东 主编 

  

 



［正题名］周佛海日记全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周佛海著 

［译者］蔡德金编注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周佛海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五年和一九

四七年在狱中的日记。记录了周佛海在那一时期的活动及内心感受，并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

中国社会和政局。 

［知识责任］周佛海 著 

［次知识责任］蔡德金 编注 

  

 

［正题名］周佛海日记全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周佛海著 

［译者］蔡德金编注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周佛海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五年和一九

四七年在狱中的日记。记录了周佛海在那一时期的活动及内心感受，并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

中国社会和政局。 

［知识责任］周佛海 著 

［次知识责任］蔡德金 编注 

  

 

［正题名］中国金融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飞[…等]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96） 

［第一责任人］杨希天…[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 放时期 3 部分，记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96 年底止的中国金融建设和发展史。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1949～1996 

［知识责任］李飞 主编 

［知识责任］杨希天 编著 

  

 

［正题名］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赵春晨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由 40 篇专题论文组成，分为史事篇、文化篇、事业篇三个部分。前两部

分的论文围绕近代岭南地区的史事、人物和文化展 论述，第三部分是针对近代中国一些全

局性问题及其与岭南的关系所作的透视与分析。 

［主题词］地方史/近代/岭南/史料 

［主题词］文化史/近代/岭南/史料 

［知识责任］赵春晨 著 

  

 

［正题名］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 

［副题名］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胡汉民与蒋介石、张学良的关系和“新国民党”等八个方面，展现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至 1936 年西安事变前，这一时期的社会图景及复杂关系。 

［主题词］民国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陈红民 著 

  

 

［正题名］中国江湖隐语辞典 

［第一责任人］刘延武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汉语/社会习惯语/辞典 

［知识责任］刘延武 编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思想史 

［副题名］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一责任人］（韩）宋荣培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全面、深入研究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

程，以阐明在现代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的“中国革命之路”。作者认为，应将中国

革命本身理解为一种“脱儒家化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漫长历史过程。 

［主题词］社会学/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宋荣培 著 

  

 

［正题名］我们关心的历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we Care About 

［第一责任人］王也扬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也扬 著 

  

 

［正题名］郭嵩焘 

［副题名］天朝首使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崔通宝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崔通宝 著 

  

 

［正题名］郭嵩焘 

［副题名］天朝首使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崔通宝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崔通宝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第一责任人］许崇德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制史 

［知识责任］许崇德 著 

  

 

［正题名］我和萧军风雨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王德芬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风雨岁月丛书 

［知识责任］王德芬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原农民负担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五书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农民负担/研究/河南省/1920-1939 

［知识责任］刘五书 著 

  

 

［正题名］清代秘密教门治理 

［第一责任人］郑永华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实事求是地看待清代的民间教门问题，从秘密教门流

传、造反和统治阶级治理、打击的互动关系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主题词］邪教/治理/研究/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郑永华 著 

  

 

［正题名］宋子文大传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中国暗杀王 

［副题名］王亚樵 

［并列题名］Zhongguo Anshawang 

［副题名］Wangyaqiao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窦应泰 著 

  

 

［正题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副题名］1949-1976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庞松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76 



［知识责任］庞松 著 

  

 

［正题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副题名］1949-1976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何蓬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76 

［知识责任］何蓬 著 

  

 

［正题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副题名］1949-1976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庞松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76 

［知识责任］庞松 著 

  

 

［正题名］ 国前夜 

［副题名］毛泽东在西柏坡的风云岁月 

［第一责任人］陈毓述，陈丽华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陈毓述 著 

［知识责任］陈丽华 著 

  

 

［正题名］中国报纸名录 2003.2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管理司，中国出版杂志社编 

［出版者］中国 ISBN 中心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报纸目录/中国 

［主题词］报社/中国/名录 

  

 

［正题名］中国期刊名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管理司，中国出版杂志社编 

［出版者］中国 ISBN 中心 



［出版日期］2003.3 

［主题词］期刊名录/中国 

  

 

［正题名］中国期刊名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管理司，中国出版杂志社编 

［出版者］中国 ISBN 中心 

［出版日期］2003.3 

［主题词］期刊名录/中国 

  

 

［正题名］明清论丛 

［书目卷册］第四辑 

［并列题名］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王天有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天有 主编 

  

 

［正题名］在历史现场 

［副题名］换一个角度的叙述 

［第一责任人］李辉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辉 著 

  

 

［正题名］新史学 

［副题名］多学科对话的图景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杨念群 主编 

［知识责任］黄兴涛 主编 

［知识责任］毛丹 主编 



  

 

［正题名］新史学 

［副题名］多学科对话的图景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杨念群 主编 

［知识责任］黄兴涛 主编 

［知识责任］毛丹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副题名］正确而辉煌的运筹帷幄 

［第一责任人］徐焰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徐焰 著 

  

 

［正题名］宋庆龄 

［副题名］永远的美丽 

［第一责任人］刘东平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刘东平 著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十五期（二○○三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主编 

［译者］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期共收入 12 篇文章。即《唐代婚仪的再检讨》、《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

新措施》、《元至正中后期进士辑录》、《日本奈良法隆寺参观记》等。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3/丛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之路 

［副题名］横空出世 

［副题名］1893-1935 

［第一责任人］胡长水，李瑗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胡长水 著 

［知识责任］李瑗 著 

  

 

［正题名］毛泽东之路 

［副题名］民族救星 

［副题名］1935-1945 

［第一责任人］张树军，雷国珍，高新民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张树军 著 

［知识责任］雷国珍 著 

［知识责任］高新民 著 

  

 

［正题名］毛泽东之路 

［副题名］立国兴邦 

［副题名］1945-1956 

［第一责任人］庞松，林蕴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庞松 著 

［知识责任］林蕴晖 著 

  

 

［正题名］毛泽东之路 

［副题名］晚年岁月 

［副题名］1956-197 

［第一责任人］郑谦，韦金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郑谦 著 

［知识责任］韦金 著 

  

 

［正题名］张学良与东北大学 

［第一责任人］丁晓春，魏向前主编 

［出版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东北大学八十周年校庆丛书 

［主题词］东北大学/校史 

［知识责任］丁晓春 主编 

［知识责任］魏向前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复兴社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国民党特工秘档丛书 

［主题词］情报机构/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中统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国民党特工秘档丛书 

［主题词］中统局/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政治暗杀秘闻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国民党特工秘档丛书 

［主题词］特务组织/活动/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晚清述闻 

［第一责任人］文安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文安 主编 

  

 

［正题名］大清王府 



［第一责任人］文安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结构/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文安 主编 

  

 

［正题名］清末杂相 

［第一责任人］文安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文安 主编 

  

 

［正题名］谜案冤案解读 

［第一责任人］《〈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纵横》精品丛书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民国 

  

 

［正题名］刘敬宜传 

［第一责任人］李永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李永 著 

  

 

［正题名］金陵残梦 

［副题名］蒋介石败走台湾之谜 

［第一责任人］陆平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之谜、蒋介石逃离溪口之谜、蒋介石兵败东

南之谜、蒋介石兵败中南之谜、蒋介石兵败西北之谜、蒋介石兵败西南之谜、蒋介石兵败海

南之谜、国民党残军被困中南半岛之谜、蒋介石死亡之谜。 

［知识责任］陆平 著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韩复榘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秘丛书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汤恩伯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秘丛书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傅作义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秘丛书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陈诚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秘丛书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陈仪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秘丛书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龙云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秘丛书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卢汉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秘丛书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蒋经国传奇 

［副题名］1925-1937 

［第一责任人］郭晨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郭晨 著 

  

 

［正题名］构建与嬗变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1949-1957） 

［第一责任人］师吉金著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 1949 年至 1957 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并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资

料，内容包括变迁基础的变迁，政治的重建与整合，经济政治变迁影响下的教育科学文化等

方面内容。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中国/1949-1957 

［知识责任］师吉金 著 

  

 

［正题名］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 

［副题名］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 

［第一责任人］尚智丛著 

［出版者］四川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1582-1687 

［知识责任］尚智丛 著 

  

 

［正题名］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 

［第一责任人］秦和平著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主题词］基督教/传播/历史/西南地区 

［知识责任］秦和平 著 

  

 

［正题名］卧底将军 

［副题名］何基沣、张克侠起义纪实 

［第一责任人］夏继诚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瓦解敌军纪实丛书 之五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夏继诚 著 

  

 

［正题名］李锐王尧对话录 

［第一责任人］[李锐，王尧著] 

［出版者］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新人文对话录丛书 王尧，林建法主编 

［主题词］文艺批评/中国/文集 

［主题词］文化/评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锐 著 

［知识责任］王尧 著 

  

 

［正题名］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 

［副题名］1936-1938 

［第一责任人］陈仁霞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针对 1936 至 1938 年间的中德日三角关系影响了当时中国命运和远东国际

关系乃至国际格局这一事实，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评价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和

外交行为。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国/德国/日本/1936-1938 

［知识责任］陈仁霞 著 

  

 

［正题名］大迁徙 

［副题名］1961-1963 年的城镇人口精简 



［第一责任人］罗平汉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黑匣子丛书 

［主题词］城镇/人口迁徙/历史/史料/中国/1961-1963 

［知识责任］罗平汉 著 

  

 

［正题名］中国封建社会 

［第一责任人］瞿同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世纪文库 第三辑 

［主题词］封建社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瞿同祖 著 

  

 

［正题名］张謇研究论稿 

［第一责任人］金城主编 

［出版者］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知识责任］金城 主编 

  

 

［正题名］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 

［第一责任人］马大正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主题词］边疆地区/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马大正 主编 

  

 

［正题名］表象的叙述 

［副题名］新社会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李宏图选编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视点”丛书 6 吴士余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李宏图 选编 

  

 



［正题名］贺龙的非常之路 

［第一责任人］顾永忠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顾永忠 著 

  

 

［正题名］南皮香帅 

［副题名］张之洞正传 

［第一责任人］孙广权，孙建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孙广权 著 

［知识责任］孙建 著 

  

 

［正题名］上海近代教育史 

［副题名］1843-1949 

［第一责任人］陈科美主编 

［译者］金林祥副主编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教育史/上海/1843-1949 

［知识责任］陈科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金林祥 副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社会调查/山西/1930-1950 

［主题词］社会分析/山西/1930-1950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正题名］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 

［副题名］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一责任人］张国刚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宗教文化/文化交流/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张国刚 著 

  



 

［正题名］我的母亲丁玲 

［副题名］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蒋祖林，李灵源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父辈丛书·文化名人系列 

［知识责任］蒋祖林 著 

［知识责任］李灵源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之三 

［第一责任人］胡移山，黎明，斯夫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胡移山 著 

［知识责任］黎明 著 

［知识责任］斯夫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之六 

［第一责任人］王凡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王凡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之一 

［第一责任人］陈敦德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陈敦德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之五 

［第一责任人］肖思科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肖思科 著 

  

 

［正题名］我的父亲老舍 

［副题名］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舒乙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父辈丛书·文化名人系列 

［知识责任］舒乙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之二 

［第一责任人］斯夫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斯夫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之四 

［第一责任人］王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王颖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1972 年 1 月至 1978 年 12 月 

［第一责任人］廉正保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中外关系/大事记/1972-1978 

［知识责任］廉正保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考古学专刊 乙种第三十七号 

［附注内容］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文明起源（考古）/文集/中国 

  

 

［正题名］中国审计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李金华主编 

［出版者］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自西周至春秋战国以来审计的历史演讲过程，侧重于分析审计

活动的客观基础，审计机构的历史沿革情况,审计职责,审计对象和范围，审计方法和程序，

审计依据等。 

［主题词］审计/历史/中国/西周至春秋战国 

［知识责任］李金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审计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李金华主编 

［出版者］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我国近代、下篇论述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审计的

历史演讲过程，侧重于分析审计活动的客观基础，审计机构的历史沿革情况,审计职责,审计



对象和范围，审计方法和程序，审计依据等。 

［主题词］审计/历史/中国/1912-1949 

［知识责任］李金华 主编 

  

 

［正题名］典守故宫國寶七十年 

［第一责任人］那志良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故宫文丛 

［主题词］故宫/史料 

［知识责任］那志良 著 

  

 

［正题名］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 

［副题名］《人文论丛》特辑 

［第一责任人］陈锋，张笃勤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人文论丛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研究/武汉市/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陈锋 主编 

［知识责任］张笃勤 主编 

  

 

［正题名］山西革命老区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地方史/山西省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山西省 

  

 

［正题名］旧都百行 

［第一责任人］常人春，高巍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文化白科丛书 

［主题词］职业/史料/北京市 

［知识责任］常人春 著 

［知识责任］高巍 著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袁世凯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揭秘中国军 丛书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揭秘中国军 丛书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揭秘中国军 丛书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张作霖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揭秘中国军 丛书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马步芳家族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揭秘中国军 丛书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马鸿逵家族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揭秘中国军 丛书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吴佩孚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揭秘中国军 丛书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张宗昌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揭秘中国军 丛书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黑祸 

［第一责任人］文芳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百祸民生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近代时期同官、兵、匪相互勾结的黑势力，文章有：清洪帮的

由来，浙江洪门的女流氓，我在袍哥中的亲身经历等。 

［主题词］帮会/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文芳 主编 

  

 

［正题名］币祸 

［第一责任人］文芳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百祸民生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中国近代的货币祸民的历史，文章有：北洋时期混乱的币制和形形

色色的钱钞，话说北京的铜元券，祸川殃民的军用银票等。 

［主题词］货币史/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文芳 主编 

  

 

［正题名］毒祸 

［第一责任人］文芳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百祸民生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近代毒品的危害进行披露和揭示，收录文章有：旧上海的烟毒，云

南大烟之猖行，肆虐百年的漳州鸦片烟毒等。 

［主题词］社会病态/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吸毒/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文芳 主编 

  

 

［正题名］章太炎讲演集 

［第一责任人］马勇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马勇 编 

  

 

［正题名］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朝鲜战争（1950-1953）/研究 

［主题词］中苏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沈志华 著 

  

 

［正题名］严复大传 

［第一责任人］皮后锋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皮后锋 著 

  

 

［正题名］再见老广告 

［第一责任人］由国庆编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广告业/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由国庆 编著 

  

 

［正题名］国民党治军档案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宁凌，庆山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宁凌 编著 

［知识责任］庆山 编著 

  

 

［正题名］国民党治军档案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宁凌，庆山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宁凌 编著 

［知识责任］庆山 编著 

  

 

［正题名］准战争状态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广民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八章，介绍了“满蒙权益”国际法的“依据”、国际联盟与九一八

事变、国联对“一·二八”事变的处理、中国国民党政府“战而不宣”、日本“不宣而战”

等事件，揭示了“一衣带水”的中日关系。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李广民 著 

  

 

［正题名］古田人民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范世尧主编 

［译者］中共古田县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主题词］新民主义革命/革命史/古田县 

［知识责任］范世尧 主编 

  

 

［正题名］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研究 

［第一责任人］许月梅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外交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许月梅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84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人物/传记/现代 

  

 

［正题名］中共厦门党史人物辞典 

［丛书］社会主义时期 

［第一责任人］单辉主编 

［译者］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单辉 主编 

  

 

［正题名］宋霭龄全传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记述了宋霭龄(1890～1973)一生的经历,描述了她的性格、公关才能及感情生活

等。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家世渊源 

［第一责任人］龙剑宇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龙剑宇 著 

  

 

［正题名］西花厅岁月 

［副题名］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赵炜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知识责任］赵炜 著 

  

 

［正题名］海外移民和美籍华人 

［并列题名］Oversea emigrants and American chinese 

［第一责任人］黄润龙编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江苏社科学术文萃 

［主题词］华人/移民/研究/世界 

［主题词］美籍华人/现状 

［知识责任］黄润龙 编著 

  

 

［正题名］司徒雷登传 

［第一责任人］李跃森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客观介绍传主生平，记述其童年随父传教来到中国，作为“燕大之父”执

教燕园，进行“一个传教士的抗日”，及 1949 年美国令其“撤回华盛顿”后黯然离京等一生

经历。 

［知识责任］李跃森 著 

  

 

［正题名］章汉夫传 

［第一责任人］《章汉夫传》编写组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既是人物传记，又是一部展现现代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和新中国外交的

书卷，书中叙述了传主对党的忠诚、在逆境中的坚定、他的资历和才华以及他为外交部优良

传统的形成所做的杰出贡献。 

［主题词］外交家/传记 

  

 

［正题名］民俗与迷信 

［第一责任人］江绍原著 

［译者］陈泳超整理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大家小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姓名、性爱、传言、医药和其他等部分，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迷信，

以科学的方法揭示了迷信的虚伪。 

［主题词］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主题词］迷信/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绍原 著 

［次知识责任］陈泳超 整理 

  

 

［正题名］另一面 

［副题名］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 

［第一责任人］张宏杰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知名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作者把吴三桂、魏忠贤、朱元璋等

历史人物放入历史环境中以奇特的笔法解读，把原本熟悉的历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宏杰 著 

  

 

［正题名］太炎先生 

［第一责任人］金宏达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谈故说今丛书 字通主编 

［知识责任］金宏达 著 

  

 

［正题名］西南联大·昆明记忆 

［书目卷册］1 

［丛书］文人与文坛 

［第一责任人］余斌著 

［出版者］云南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该书以著者在昆明历时多年的寻访为线，以 40 年代居于昆明的文化人散落四

方的住处为点，收录了 29 篇忆述文章，即《初到昆明的冰心》、《本地人与外省人》等。 

［知识责任］余斌 著 

  

 

［正题名］西南联大·昆明记忆 

［书目卷册］2 

［丛书］学人与学府 

［第一责任人］余斌著 

［出版者］云南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该书以著者在昆明历时多年的寻访为线，以 40 年代居于昆明的文化人散落四

方的住处为点，收录了 25 篇忆述文章，即《刘文典磨黑风波始末》、《说说吴晗的另一面》

等。 

［知识责任］余斌 著 

  

 

［正题名］当代日本人文社会科学 

［第一责任人］何培忠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学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何培忠 著 

  

 

［正题名］冯玉祥家事 

［第一责任人］杨树标，杨发祥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杨树标 著 

［知识责任］杨发祥 著 

  

 

［正题名］京华名士袁寒云 

［第一责任人］王晓华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王晓华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和他的亲家 

［第一责任人］张长缨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张长缨 著 

  

 

［正题名］中国知青口述史 

［第一责任人］刘晓萌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晓萌 著 

  

 

［正题名］李达评传 

［第一责任人］王炯华…[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知识责任］王炯华 著 

  

 

［正题名］两岸关系研究报告 

［副题名］2002 年 



［第一责任人］全国台湾研究会编 

［出版者］九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报告/2002 

  

 

［正题名］梁漱溟问答录 

［第一责任人］汪东林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梁漱溟是一位蜚声国内外的学者。本书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勾勒了老人的一生,

记述了他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言论和活动等。 

［知识责任］汪东林 著 

  

 

［正题名］毛泽东家事图系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民主编 

［译者］胡长明执行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张民 主编 

［知识责任］胡长明 执行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家事图系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民主编 

［译者］胡长明执行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张民 主编 

［知识责任］胡长明 执行主编 

  

 

［正题名］影响张学良人生的六个女人 

［副题名］赵春桂，宋美龄，于凤至，谷瑞玉，赵一荻，蒋士云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记述张学良的母亲、其蒙难岁月的庇护者宋美龄、结发妻于凤至、陪

伴监牢五十年的红颜知己赵一荻等与其有着特殊感情的六个女人，展示了少帅的传奇人生和

丰富的感情世界。 

［主题词］女性/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窦应泰 著 

  

 

［正题名］留美幼童 

［副题名］中国 早的官派留学生 

［第一责任人］钱钢，胡劲草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 1872-1875 年，大清王朝派出的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派生的故事，书

中包括五章：容闳的梦、哦！新大陆、归去来兮、大清之卒、命运激变。 

［主题词］留学生/传记/中国/清代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钱钢 著 

［知识责任］胡劲草 著 

  

 

［正题名］法国汉学 

［书目卷册］第八辑 

［丛书］教育史专号 

［并列题名］Sinologie Francaise 

［第一责任人］《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汉学/研究/法国/文集 

［主题词］教育史/文集 

  

 

［正题名］中华海魂 

［副题名］中华民族海洋军事史上的杰出人物 

［第一责任人］左立平，刘卫新编著 

［出版者］海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中华民族与海洋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 18 位中华民族海洋军事史上的杰出人物。即郑和、谭纶、戚继光、

郑成功、林则徐、魏源、左宗棠、邓世昌、林泰曾等。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海军/军事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左立平 编著 

［知识责任］刘卫新 编著 

  

 

［正题名］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赵心愚，秦和平编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藏族/文献/汇编/西南地区/清末 

［主题词］藏族/文献/汇编/西南地区/民国 

［知识责任］赵心愚 编 

［知识责任］秦和平 编 

  

 

［正题名］角色与命运 

［副题名］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 

［第一责任人］杨金荣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杨金荣 著 

  

 

［正题名］中国私学百年祭 

［副题名］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 

［第一责任人］李冬君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冬君 著 

  

 

［正题名］旧中国的下九流 

［第一责任人］侯杰，秦方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世象百态丛书 

［主题词］社会问题/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侯杰 著 

［知识责任］秦方 著 

  

 

［正题名］北京皇宫御苑的佛寺与佛堂 

［第一责任人］龙霄飞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北京名寺丛书 黄春和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九章：历代帝王与北京佛教、紫禁城中的佛堂、西苑三海的佛寺与佛

堂、颐和园的佛寺与佛堂、静明园的佛寺与佛堂、静宜园的佛寺与佛堂、圆明园的佛寺与佛

堂、其他御园的佛寺。 

［主题词］寺庙/简介/北京市 



［知识责任］龙霄飞 著 

  

 

［正题名］新世纪的学术盛会 

［副题名］纪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 

［第一责任人］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辛亥革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1901-1911 

  

 

［正题名］听毛泽东讲史 

［第一责任人］薛泽石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历史/普及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薛泽石 主编 

  

 

［正题名］李奇集 

［第一责任人］[李奇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主题词］伦理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奇 著 

  

 

［正题名］清代宫廷史 

［第一责任人］万依，王树卿，刘潞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清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万依（1925～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主题词］宫廷/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万依 著 

［知识责任］王树卿 著 

［知识责任］刘潞 著 

  

 

［正题名］清朝文官制度 

［第一责任人］艾永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文官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艾永明 著 

  

 

［正题名］空间与社会 

［副题名］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 

［第一责任人］刘海岩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天津市/近代 

［知识责任］刘海岩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 

［并列题名］A Decade of Exploration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Socialism (1956-1966) 

［第一责任人］关志钢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文山湖社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早期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任

务的提出、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与实践、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国

际“反修”与国内“防修”等六章。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1956-1966 

［知识责任］关志钢 著 

  

 

［正题名］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 

［第一责任人］阎宗临著 

［译者］阎守诚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丛编题名］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书是作者研究西方传教士与中国交往史事的文集，讨论了中国对法国 18 世纪

的影响，清初法国传教士的活动等，并对古代和近代中西交流进行了概述。 

［主题词］中法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清代/文集 

［主题词］汉学/研究/法国 

［知识责任］阎宗临 著 

［次知识责任］阎守诚 编 

  

 

［正题名］名人眼里的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阿古拉泰主编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阿古拉泰 主编 

  

 

［正题名］刘师培年谱 

［第一责任人］万仕国编著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万仕国 编著 

  

 

［正题名］往事并不如烟 

［第一责任人］章诒和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章诒和 著 

  

 

［正题名］民国书影过眼录 

［第一责任人］张泽贤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书评/中国/民国/选集 

［知识责任］张泽贤 著 

  

 

［正题名］黄桂清传 

［第一责任人］黄马金编写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系统用事实用照片真实地反映了黄桂清女士爱党、爱国、爱乡的事迹

和高尚品格，这是一首客家女性创业精神与传统美德的赞歌。 

［知识责任］黄马金 编写 

  

 

［正题名］历史文献研究 

［书目卷册］总第 22 辑 

［第一责任人］周国林主编 

［译者］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历史/文献/研究/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周国林 主编 

  

 

［正题名］廖汉生回忆录（续） 

［第一责任人］廖汉生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书是曾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的回忆录，记述了其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的革命生

涯。 

［知识责任］廖汉生 著 

  

 

［正题名］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与地权分配 

［第一责任人］赵冈著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土地制度/历史/中国 

［主题词］土地所有权/分配（经济）/中国 

［知识责任］赵冈 著 

  

 

［正题名］京城玩主 

［副题名］张伯驹 

［第一责任人］张庆军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分“翩翩浊世佳公子”、“ 后的名士圈”、“红袖添香夜读书”、“为伊消得

人憔悴”、“千金散尽为收藏”等八章，记录了张伯驹的传奇故事。 

［知识责任］张庆军 编著 

  

 

［正题名］历史符号学 

［并列题名］A semiotic of history 

［第一责任人］李幼蒸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互动知识丛书 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当下学界前沿领域“历史符号学”的探讨，论及了当代世界人文社

会科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全书分四个部分：比较历史理论，比较符号学分析，比较学术评论

和 2002 年符号学之旅。 

［主题词］史学理论/符号学 

［主题词］传统文化/文化史 



［知识责任］李幼蒸 著 

  

 

［正题名］贺龙传奇 

［书目卷册］之一（上） 

［丛书］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到南昌起义总指挥 

［第一责任人］阎景堂主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知识责任］阎景堂 主编 

  

 

［正题名］贺龙传奇 

［书目卷册］之一（下） 

［丛书］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到南昌起义总指挥 

［第一责任人］阎景堂主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知识责任］阎景堂 主编 

  

 

［正题名］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第一责任人］许明龙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许明龙 著 

  

 

［正题名］清诗流派史 

［第一责任人］刘世南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古典诗歌/文学流派/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世南 著 

  

 

［正题名］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 

［副题名］1941-1945 年 

［第一责任人］韩永利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军事战略/美国/研究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研究 



［知识责任］韩永利 著 

  

 

［正题名］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 

［副题名］追讨 2.5 亿美元内幕大揭秘 

［并列题名］Citibank's Plundering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颜品忠主编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花旗银行与中国、花旗银行对中国长达 47 年的历史掠夺、花旗银

行接受中国人存款赖帐不还一案等三部分，揭示了花旗银行鲜为人知的一面。 

［知识责任］颜品忠 主编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3.4 

［并列题名］Beijing Archives Series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于学忠将军传 

［第一责任人］张传瑞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西安事变后由张学良将军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爱国将领于学忠将军

的生平，记述其抵抗内战、联共抗日、投身新中国建设的人生历程。 

［知识责任］张传瑞 编著 

  

 

［正题名］宋庆龄全传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三十三章内容，描述了宋庆龄的一生。书后附有引用及参考书目和资

料等内容。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仰望陈寅恪 



［第一责任人］蔡鸿生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中、下篇以及附编。上篇辑入若干读书心得；中篇记述了“金明馆”

的故人、故事和故实；下篇是据陈寅恪论著的提示而作的学术札记。附编是仰望陈寅恪先生

引发的联想。 

［知识责任］蔡鸿生 著 

  

 

［正题名］“满洲国”时期朝鲜 拓民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春日著 

［出版者］延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移民/史料/朝鲜 

［知识责任］孙春日 著 

  

 

［正题名］晚明史 

［副题名］1573-1644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樊树志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1573-1644 

［知识责任］樊树志 著 

  

 

［正题名］晚明史 

［副题名］1573-1644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樊树志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1573-1644 

［知识责任］樊树志 著 

  

 

［正题名］中共延安市委党校校史 

［副题名］初稿 

［第一责任人］南兆旺主编 

［出版者］中共延安市委党校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党校/中国共产党/延安市/1943-2003 

［知识责任］南兆旺 主编 



  

 

［正题名］西北农民银行史料 

［第一责任人］杨世源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范围从 1940 年西北农民银行成立至 1948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

建立，全书共分为 10 章，包括组织机构、货币流通与管理、外汇管理、货币斗争、贷款与

存款、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出纳与金库等内容。 

［主题词］农业银行/1940-1948/史料 

［知识责任］杨世源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广东/史料 

  

 

［正题名］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 

［丛书］山西卷 

［书目卷册］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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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记述了山西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经历的战斗历程、积累的宝贵经验和

涌现的先进模范人物。本书内容纵贯一个多世纪，涉及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各个方面。 

［主题词］工会运动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工会运动史/史料/山西/现代 

  

 

［正题名］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 

［丛书］山西卷 

［书目卷册］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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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记述了山西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经历的战斗历程、积累的宝贵经验和

涌现的先进模范人物。本书内容纵贯一个多世纪，涉及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各个方面。 

［主题词］工会运动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工会运动史/史料/山西/现代 

  

 

［正题名］中国证券史 

［第一责任人］马庆泉主编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证券交易/资本市场/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马庆泉 主编 

  

 

［正题名］贺氏三姐妹 

［副题名］三姐妹的三种不同命运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20 世纪著名女性传记 

［附注内容］贺家姐妹其人，以大姐、二姐嫁与毛泽东、毛泽覃为妻，富有故事与传奇色彩。

本书以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爱情为主线，其他姐妹为辅线，歌颂人性之美、歌颂爱情与中国革

命之艰难与伟大。书中对毛氏兄弟（毛泽东与毛泽覃）个人生活的刻画，也十分传神与真实，

对贺子珍的“神秘失踪”，江青取而代之以及后来的篡党反党之关系，也首次从历史的角度

作了探索。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侵华日军高官大结局丛书 

［第一责任人］兰书臣，曾凡华，李一安主编 

［丛书］侵华日军生化部队要员大结局 

［第一责任人］张世斌卷主编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该书将日本中从事细菌战、化学战的要员如石井四郎等人研制、使用生化武器

残害、屠杀我国军民的战争罪行和 终下场公布于世，并披露了日军生化部队的组织机构。

书中配有珍贵的历史图片。 

［主题词］侵华/战犯/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兰书臣 主编 

［知识责任］曾凡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一安 主编 

［知识责任］张世斌 卷主编 

  

 

［正题名］侵华日军高官大结局丛书 

［第一责任人］兰书臣，曾凡华，李一安主编 



［丛书］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结局 

［第一责任人］袁杨卷主编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将侵华日军中 后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等 25

人策划、实施侵略战争的罪行和 终下场集中公布于世。书中并配有与他们相关的历史照片。 

［主题词］侵华/战犯/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兰书臣 主编 

［知识责任］曾凡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一安 主编 

［知识责任］袁杨 卷主编 

  

 

［正题名］侵华日军高官大结局丛书 

［第一责任人］兰书臣，曾凡华，李一安主编 

［丛书］侵华日军高级特务大结局 

［第一责任人］姜铁军卷主编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将侵华日军中长期在我国从事间谍、策反、诱降、颠覆等阴谋活动的儿玉

士夫、土肥厚贤二等高级特工人员的战争罪行和 终下场公布于世，并配有与他们相关的历

史图片。书末附有 48 名其他特务的特务的档案。 

［主题词］侵华/特务/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兰书臣 主编 

［知识责任］曾凡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一安 主编 

［知识责任］姜铁军 卷主编 

  

 

［正题名］侵华日军高官大结局丛书 

［第一责任人］兰书臣，曾凡华，李一安主编 

［丛书］侵华日军高级将领大结局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姜廷玉卷主编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侵华/战犯/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兰书臣 主编 

［知识责任］曾凡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一安 主编 

［知识责任］姜廷玉 卷主编 

  

 

［正题名］侵华日军高官大结局丛书 



［第一责任人］兰书臣，曾凡华，李一安主编 

［丛书］侵华日军高级将领大结局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姜廷玉卷主编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侵华/战犯/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兰书臣 主编 

［知识责任］曾凡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一安 主编 

［知识责任］姜廷玉 卷主编 

  

 

［正题名］党史札记 

［副题名］龚育之近作 

［第一责任人］龚育之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党史札记”、“胡绳琐忆”和“散论和杂感”三个部分，收入龚育之

的研究著作。 

［知识责任］龚育之 著 

  

 

［正题名］上海的黄昏 

［副题名］四大帮主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史海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国名人的 后结局·之三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旧上海非主流社会的领袖四大帮主陈其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

林呼风唤雨、得意一时，晚景却十分凄凄的故事。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史海 著 

  

 

［正题名］江苏 安徽巡抚 

［第一责任人］孔潮丽主编 

［出版者］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封疆大吏 范金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描写了历任江苏、安徽两地的巡抚，共 35 人。即周忱、崔恭、王恕、海

瑞、周起元、林则徐、李鸿章、丁日昌、邓道乾等。 

［主题词］巡抚/列传/中国/江苏 

［主题词］巡抚/列传/中国/安徽 



［知识责任］孔潮丽 主编 

  

 

［正题名］韦伯作品集 

［书目卷册］Ⅰ 

［丛书］学术与政治 

［第一责任人］（德）韦伯著 

［译者］钱永祥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韦伯 著 

［次知识责任］钱永祥 译 

  

 

［正题名］韦伯作品集 

［书目卷册］Ⅱ 

［丛书］经济与历史 

［丛书］支配的类型 

［第一责任人］（德）韦伯著 

［译者］康乐，简惠美等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由远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主题词］经济社会学/研究 

［主题词］政治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韦伯 著 

［次知识责任］康乐 译 

［次知识责任］吴乃德 译 

［次知识责任］简惠美 译 

［次知识责任］胡昌智 译 

  

 

［正题名］韦伯作品集 

［书目卷册］Ⅲ 

［丛书］支配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德）韦伯著 

［译者］康乐，简惠美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政治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韦伯 著 

［次知识责任］康乐 译 

［次知识责任］简惠美 译 



  

 

［正题名］韦伯作品集 

［书目卷册］Ⅳ 

［丛书］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第一责任人］（德）韦伯著 

［译者］康乐，简惠美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经济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韦伯 著 

［次知识责任］康乐 译 

［次知识责任］简惠美 译 

  

 

［正题名］韦伯作品集 

［书目卷册］Ⅴ 

［丛书］中国的宗教 

［丛书］宗教与世界 

［第一责任人］（德）韦伯著 

［译者］康乐，简惠美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宗教/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宗教/研究/中国/世界 

［知识责任］韦伯 著 

［次知识责任］康乐 译 

［次知识责任］简惠美 译 

  

 

［正题名］梨园冬皇孟小冬传 

［第一责任人］许锦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被称为“梨园冬皇”的京剧老生孟小冬的传记，结合多幅历史照片，记

述了她作为梅兰芳前妻、杜月笙继室的名伶的成长经历与艺术生涯。 

［主题词］戏曲/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许锦文 著 

  

 

［正题名］林森评传 

［第一责任人］林友华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台湾 福建 台湾——革命活动的 始”；“南京 洛阳 重庆——

抗战元首”；“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有为与无为——政治思想”等。 

［知识责任］林友华 著 

  

 

［正题名］匡互生传 

［第一责任人］赵海洲，赵文健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知识责任］赵海洲 著 

［知识责任］赵文健 著 

  

 

［正题名］晚年何应钦 后岁月 

［第一责任人］熊宗仁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知识责任］熊宗仁 著 

  

 

［正题名］李立三全传 

［第一责任人］唐纯良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知识责任］唐纯良 著 

  

 

［正题名］民主之魂 

［副题名］陶行知的 后 100 天 

［第一责任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编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抗战胜利重返沪、宁后 100 多天的战斗

生活。 

  

 

［正题名］马占山抗日传奇 

［第一责任人］赵勤轩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附注内容］该书描述绿林出身的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的抗日传奇故事，聚焦于他爱国维护祖

国统一的心路历程，还抗日民族英雄以应有的人格形象与历史面貌。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勤轩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情感世界 

［第一责任人］刘仲文，于凯夫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囊括了毛泽东从 1927 年秋收起义到逝世前的近五十年期间，在战斗、

工作、学习、生活中流传的 120 多个爱民的故事。 

［知识责任］刘仲文 主编 

［知识责任］于凯夫 主编 

  

 

［正题名］中外早期广告珍藏与评析 

［第一责任人］白光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中外广告案例评析丛书 

［主题词］广告/案例/分析/中国 

［主题词］广告/案例/分析/世界 

［知识责任］白光 主编 

  

 

［正题名］我的外公陆定一 

［第一责任人］荒坪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知识责任］荒坪 著 

  

 

［正题名］悲壮交响曲 

［副题名］邓演达评传 

［第一责任人］秦柯著 

［出版者］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客家研究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是邓演达的评传，作者以真实、自然的笔法，对其参加革命、与孙中山会

面，以至义无反顾地走向刑场的生命历程进行了生动描绘。 

［知识责任］秦柯 著 

  

 

［正题名］冯玉祥年谱 

［第一责任人］蒋铁生编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泰山文化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蒋铁生 编著 

  

 

［正题名］京城镖行 

［第一责任人］方彪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兔儿爷老北京史地民俗丛书 常人春，高巍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对老北京保镖事业的历史进行介绍，阐述镖行的起源与发展，介绍老北京

主要镖户与镖局，并对镖界杰出人物进行了介绍。 

［主题词］保镖/历史/北京 

［知识责任］方彪 著 

［知识责任］常人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高巍 丛书主编 

  

 

［正题名］宋家王朝 

［副题名］本世纪 杰出的家族传记 

［并列题名］The Sung Dynasty 

［第一责任人］（美）斯特林·西格雷夫（Steling Seaglave）著 

［译者］[吴壬林等译] 

［出版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以宋氏三姊妹、三兄弟的变迁为主线，叙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变革，内容

包括揭 上海绒幕，出逃的天朝人，土洋人返乡，革命者等。 

［主题词］四大家族/史料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西格雷夫 著 

［知识责任］Seaglave 著 

［次知识责任］吴壬林 译 

  

 

［正题名］张学良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范克明，周亚兰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知识责任］范克明 著 

［知识责任］周亚兰 著 

  

 

［正题名］张学良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范克明，周亚兰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知识责任］范克明 著 

［知识责任］周亚兰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并列题名］The Southern shift of Economic Center in Ancient China and Economic Study of 

Jianfnan in Tang-Song Dynasties 

［第一责任人］郑学檬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南强史学丛书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经济史/华东地区/唐代 

［主题词］经济史/华东地区/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郑学檬 著 

  

 

［正题名］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 

［副题名］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 

［第一责任人］刘后滨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211 工程重点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的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

项目“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综合研究”课题经费的资助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刘后滨 著 

  

 

［正题名］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剑光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从时空布局的角度，对相关的各经济部门进行实证性考察，论述了工商业

布局的条件，手工业布局，交通布局，商业布局等。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唐代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五代十国时期 

［知识责任］张剑光 著 

  



 

［正题名］中国方术考 

［第一责任人］李零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全书分为数术考、方技考两篇，内容包括：占卜体系与有关发现，式与中国古

代的宇宙模式，马王堆房中书研究等。 

［主题词］方术/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零 著 

  

 

［正题名］中国婚姻立法史 

［第一责任人］张希坡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以时间为纵线、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和近代婚姻家庭制度

的改革、建国之后的婚姻立法、及婚姻制度中各种法律规范的历史演变、亲属关系、法律责

任等。 

［主题词］婚姻法/立法/法制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希坡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第一责任人］曹聚仁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曹聚仁 著 

  

 

［正题名］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第一责任人］马长山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制思想和理论的深层历史脉动；市

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互动发展与近代法治的生成；市民社会型塑与中国法制之路等。 

［主题词］市民/城市社会学/研究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马长山 著 

  

 

［正题名］宋庆龄书信集 

［书目卷册］续编 

［第一责任人］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正题名］目录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汪辟疆著 

［译者］傅杰编校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国学丛书 陈引驰，杨杨，傅杰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由六篇论文构成。书中并没有企图构建一个完备的目录学体系，而只探

讨了目录学中的几个吃重的、关键的问题。后附录三篇。 

［主题词］目录学/研究 

［知识责任］汪辟疆 著 

［次知识责任］傅杰 编校 

  

 

［正题名］第四等级 

［副题名］中世纪欧洲妇女史 

［并列题名］the Fourth Estate 

［副题名］A hisitory of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第一责任人］（以色列）苏拉密斯·萨哈著 

［译者］林英译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妇女地位/历史/欧洲/中世纪 

［知识责任］萨哈 著 

［次知识责任］林英 译 

  

 

［正题名］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 

［副题名］九一八事变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收录了近 40 篇论文。即《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右翼运动剖析》、《两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主义及其对外扩张理论》等。 

［主题词］九·一八事变（1931）/研究/文集 

  

 

［正题名］民族、性别与阶级 

［副题名］伪满时期的“王道政治” 

［第一责任人］刘晶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性别研究丛书 

［主题词］妇女/作用/研究/中国/东北地区/1931-1945 

［知识责任］刘晶辉 著 

  

 

［正题名］中国新年礼俗 

［第一责任人］黄景春编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全面地分析了与春节有关的各项习俗的起源

问题、它们的仪式及其内容，各地各民族独特的新年习俗等知识。 

［主题词］春节/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黄景春 编著 

  

 

［正题名］顾颉刚经典文存 

［第一责任人］顾颉刚著 

［译者］洪治纲主编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经典启蒙文库 国学大师系列 

［知识责任］顾颉刚 著 

［次知识责任］洪治纲 主编 

  

 

［正题名］帝国与传播 

［第一责任人］（加）哈罗德·伊尼斯著 

［译者］何道宽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主题词］传播/文化史/世界 

［知识责任］伊尼斯 著 

［次知识责任］何道宽 译 

  

 

［正题名］ 后的儒家 

［副题名］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第一责任人］（美）艾 恺（Alitto,Guy S.）著 

［译者］王宗昱，冀建中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he last confucian 

［附注内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出版社 1986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作者考察了梁漱溟思想发展的轨迹,讨论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并与毛泽东等

人加以比较,指出了梁漱溟思想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在客观上的联系等。 

［知识责任］艾恺 著 

［知识责任］Alitto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宗昱 译 

［次知识责任］冀建中 译 

  

 

［正题名］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 

［并列题名］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副题名］第 2 版 

［第一责任人］（英）布赖恩·特纳（Bryan S. Turner）编 

［译者］李康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世纪文景 

［主题词］社会学/理论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特纳 编 

［知识责任］Turner 编 

［次知识责任］李康 译 

  

 

［正题名］創刊號剪影 

［第一责任人］谢其章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文艺/期刊/简介/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谢其章 著 

  

 

［正题名］“高陶事件”始末 

［第一责任人］陶恒生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事件/中国 

［主题词］汪伪政府/历史事件/中国 

［知识责任］陶恒生 著 

  

 

［正题名］毛泽东面对美国 

［第一责任人］解力夫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

幻，其中的美国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本书以深远的历史笔触，客观和生动地描述了毛泽东

在早年至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一历史时期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决定和采取的坚

定、灵活的外交战略。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主题词］中美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解力夫 著 

  

 

［正题名］陈毅在盐城 

［第一责任人］计高成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尽可能地收集陈毅同志在盐城时期的所有文献、诗词和有关革命活动的图

片资料，以及部分在陈毅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力求真实反映陈毅同志在盐城

的革命活动。 

［知识责任］计高成 主编 

  

 

［正题名］中国·老 360 行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蓝翔，冯懿有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收藏一绝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根据画面所提供的行当，从其起源、发展、演变、传

说、祖师爷、趣闻轶事、民族风情等多方面来介绍旧中国以老上海为缩影的江南百年间各行

各业社会沿革特征。 

［主题词］职业/简介/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蓝翔 著 

［知识责任］冯懿有 著 

  

 

［正题名］中国·老 360 行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蓝翔，冯懿有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收藏一绝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根据画面所提供的行当，从其起源、发展、演变、传

说、祖师爷、趣闻轶事、民族风情等多方面来介绍旧中国以老上海为缩影的江南百年间各行

各业社会沿革特征。 

［主题词］职业/简介/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蓝翔 著 

［知识责任］冯懿有 著 

  

 

［正题名］四洲志 

［第一责任人］（清）林则徐著 

［译者］张曼评注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罗炳良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近代中国 早主张正确看待西方国家和学习西方国家的封建士大夫林则

徐主持编译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简要叙述了世界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

状况。 

［主题词］地理志/世界 

［知识责任］林则徐 著 

［次知识责任］张曼 评注 

  

 

［正题名］女界鐘 

［第一责任人］金天翮著 

［译者］陈雁编校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4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附注内容］本期专刊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中国女权运动进行研究，论述了 1903 年中国女权运动的源起，本年

度倡导女权的著名刊物《女界钟》的问世，并对此进行系统的介绍。 

［主题词］女权运动/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金天翮 著 

［次知识责任］陈雁 编校 

  

 

［正题名］中国传统民法理念与规范 

［第一责任人］梁凤荣著 

［出版者］郑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法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古代民法进行研究，针对中国古代存在的物权与债权关系、婚姻家

庭关系以及传统的民事诉讼观念，进行系统、全面地研究。 

［主题词］民法/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梁凤荣 著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珍藏版 

［书目卷册］壹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1998.2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料/世界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珍藏版 

［书目卷册］贰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1999.6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料/世界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珍藏版 

［书目卷册］叁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2003.10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料/世界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珍藏版 

［书目卷册］肆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料/世界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珍藏版 

［书目卷册］伍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料/世界 

  

 

［正题名］ 北上 

［副题名］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 

［第一责任人］刘统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35 年红军长征途中，在北大与南下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党中央

与张国焘展 的斗争，披露了长征途中这一段极其复杂而难忘的历史。 

［知识责任］刘统 著 

  

 

［正题名］生态民俗学 

［第一责任人］江帆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人参娃系列丛书 

［丛编题名］中国民俗学前沿理论丛书 

［主题词］生态学/民俗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帆 著 

  

 

［正题名］北里琐话 

［第一责任人］龚斌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中国古代风俗文化丛书 魏金伦，施宣圆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对古代娼妓制度进行研究，简略介绍中国近代之前娼妓的起源及演变，描

述娼家的习俗、再现古代的名妓，以及揭露妓院的骗人钱财的伎俩等。 

［主题词］娼妓/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龚斌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研究史 

［第一责任人］王文宝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人参娃系列丛书 

［丛编题名］中国人参娃系列丛书民俗研究前言论丛 

［丛编题名］中国民俗学前沿理论丛书 

［附注内容］有书目（第 509-517 页） 

［主题词］民俗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文宝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通史 

［副题名］插图本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上）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译者］焦白，吴汉全，廖胜华，李军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焦白 编著 

［次知识责任］吴汉全 编著 

［次知识责任］廖胜华 编著 

［次知识责任］李军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通史 

［副题名］插图本 

［书目卷册］第一卷（下 ）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译者］温乐群，刘先春，王海军，金全昕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温乐群 编著 

［次知识责任］刘先春 编著 



［次知识责任］王海军 编著 

［次知识责任］金全昕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通史 

［副题名］插图本 

［书目卷册］第二卷（上 ）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译者］田刚，沈传宝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田刚 编著 

［次知识责任］沈传宝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通史 

［副题名］插图本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下）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译者］郑谦，张化，孙大力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郑谦 编著 

［次知识责任］张化 编著 

［次知识责任］孙大力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通史 

［副题名］插图本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上）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译者］汤应武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汤应武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通史 

［副题名］插图本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下 ）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译者］刘华清，史义军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华清 编著 

［次知识责任］史义军 编著 

  

 

［正题名］方汉奇文集 

［并列题名］Selected Works of Fang Hanqi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著 

［出版者］汕头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 史论篇 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报刊新闻工作研究的文集，文章有：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中国

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七十年来的中国新闻教育等。 

［主题词］报刊/新闻工作/中国/文集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方汉奇 著 

  

 

［正题名］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第一责任人］顾卫民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罗马公教/基督教/历史/中国/635-1949 

［知识责任］顾卫民 著 

  

 

［正题名］丽人行 

［副题名］民国上海妇女之生活 

［第一责任人］卓影编著 

［出版者］古吴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妇女/生活/概况/上海市/民国 

［知识责任］卓影 编著 

  

 

［正题名］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 

［第一责任人］何卓恩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知识责任］何卓恩 著 



  

 

［正题名］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原著] 

［译者］唐浩明评点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在曾国藩千余封家书中选取三百多封加以评点，从曾氏的家世家学、人脉

关系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入手，阐发信里信外诸多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试图深入曾氏的心灵世

界。 

［知识责任］曾国藩 原著 

［次知识责任］唐浩明 评点 

  

 

［正题名］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原著] 

［译者］唐浩明评点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在曾国藩千余封家书中选取三百多封加以评点，从曾氏的家世家学、人脉

关系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入手，阐发信里信外诸多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试图深入曾氏的心灵世

界。 

［知识责任］曾国藩 原著 

［次知识责任］唐浩明 评点 

  

 

［正题名］百年沧桑 

［副题名］移民美国画史 

［第一责任人］（美）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编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华人/历史/美国/史料/近代 

  

 

［正题名］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 

［副题名］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俊亚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主题词］规模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华东地区/近代 

［主题词］民族工业/资本集中/研究/华东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马俊亚 著 

  

 

［正题名］中国封建经济论稿 

［第一责任人］方行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封建经济/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方行 著 

  

 

［正题名］震荡与冲突 

［副题名］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 

［第一责任人］周积明，郭莹…[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问题/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积明 著 

［知识责任］郭莹 著 

  

 

［正题名］孙中山在说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叶匡政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纸生态书系 独立史料典藏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次知识责任］叶匡政 编 

  

 

［正题名］中国民族学五十年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宋蜀华 主编 

［知识责任］满都尔图 主编 

  

 

［正题名］張舜徽集 

［书目卷册］第一輯[6] 



［丛书］清代文集别錄 

［丛书］Qing Dai Wen Ji Bie Lu 

［第一责任人］张舜徽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集录治文集笔记，包括“舜水文集”、“用六集”、“田间文集”、“亭林文集”

等。 

［主题词］图书目录/中国/清代 

［主题词］文学/作品/分类索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冲突与融合 

［副题名］图说世界格局中的晚清 

［并列题名］Bonflict & Mergence 

［副题名］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World jituation 

［第一责任人］华少庠，隋舟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进步与停滞、交流与碰撞、西风劲吹的年代、东方的不同道路等四章，

介绍了中国晚清时代的一些历史。 

［主题词］政治/中国/清后期/图集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清后期 

［知识责任］华少庠 编著 

［知识责任］隋舟 编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反贪史 

［副题名］其制度变迁与运行的衍异 

［第一责任人］邱涛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政权建设/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邱涛 著 

  

 

［正题名］国际汉学 

［书目卷册］第十辑 

［并列题名］International Sinology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张荫桓日记 

［第一责任人］任青，马忠文整理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近现代名人日记丛刊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三洲日记》是光绪十二年（1886 年）至关光绪十五年，著者担任驻美、

西、秘三国公使期间所写的；《甲午日记》记载了宫廷活动以及科举考试的各种制度、甲午

战争后期的议和活动；《戊戌日记》记述戊戌政变前后 213 天的行事和见闻。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任青 整理 

［知识责任］马忠文 整理 

  

 

［正题名］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 

［第一责任人］马菁林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从宏观的角度考证清朝后期川边藏区改土归流所包含的历史合理性，注重

将研究的问题集中于对这段历史的规律性的总结与提炼。 

［主题词］边疆地区/改土归流/研究/四川省/清后期 

［知识责任］马菁林 著 

  

 

［正题名］周恩来和邓颖超 

［第一责任人］刘春秀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展现出在 20 世纪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曾经有这样一对有着同样宽

广的胸襟、同样执著的追求、同样崇高的精神和人格的为谋求祖国的繁荣昌盛奋斗不止的优

秀中华儿女、革命伴侣－－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刘春秀 著 

  

 

［正题名］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 

［第一责任人］杨松华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经济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松华 著 

  

 



［正题名］清末四公子 

［第一责任人］高阳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高阳作品 玖 人物传记 

［主题词］传记小说 

［知识责任］高阳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齐清顺，田卫疆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新西域文库 新疆研究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主编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研究/新疆 

［知识责任］齐清顺 著 

［知识责任］田卫疆 著 

  

 

［正题名］中国兵工企业史 

［第一责任人］李滔，陆洪洲编 

［出版者］兵器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从秦统一中国到 2000 年共 2221 年中国兵工所走过的历程。内容分

为古代兵工、近代兵工企业以及现代兵工企业三篇内容。着重叙述了建国以来兵工企业建设、

成长、发展直到改革 放以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全过程。 

［主题词］武器工业/工业企业/经济史/中国/秦至晚清 

［主题词］武器工业/工业企业/经济史/中国/1841-1949 

［主题词］武器工业/工业企业/经济史/中国/1949-1960 

［知识责任］李滔 编 

［知识责任］陆洪洲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 

［第一责任人］阎崇年主编 

［译者］王超湘，徐丹俍，赵志强副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了 20 世纪 100 年世界满学研究成果，书中涵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

国、日本、美国等，收录满学著作提要 606 条，参考存目 252 条，共 858 条；采录满学著作

的时间断限为 1901 年 1 月至 2000 年 12 月。 

［主题词］满族/民族学/著作/内容提要/世界/20 世纪 

［主题词］内容提要/满族/民族学 y 世界/20 世纪 



［知识责任］阎崇年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超湘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丹俍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志强 副主编 

  

 

［正题名］广东民国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广东民国史研究会编 

［译者］丁身尊主编 

［译者］夏琢琼，张克谟，谭天河，沙东迅副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广东省/民国（1911-1949） 

［知识责任］丁身尊 主编 

［次知识责任］夏琢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克谟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谭天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沙东迅 副主编 

  

 

［正题名］广东民国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广东民国史研究会编 

［译者］丁身尊主编 

［译者］夏琢琼，张克谟，谭天河，沙东迅副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附注内容］书后附民国时期广东省历届行政长官任职表 

［主题词］地方史/广东省/民国（1911-1949） 

［知识责任］丁身尊 主编 

［次知识责任］夏琢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克谟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谭天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沙东迅 副主编 

  

 

［正题名］许德珩与九三学社 

［第一责任人］左用章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记丛书 姜平主编 



［知识责任］左用章 著 

  

 

［正题名］黄炎培与中国民主建国会 

［第一责任人］俞润生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记丛书 姜平主编 

［知识责任］俞润生 著 

  

 

［正题名］马叙伦与中国民主促进会 

［第一责任人］马烈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记丛书 姜平主编 

［知识责任］马烈 著 

  

 

［正题名］谢雪红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第一责任人］张传仁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记丛书 姜平主编 

［知识责任］张传仁 著 

  

 

［正题名］北京青年运动纪事 

［副题名］1919-2004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19 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为序幕、记述上迄五四运

动、下至 2004 年的北京青年运动发展演进的全过程。 

［主题词］青年运动/史料/北京市/1919-2004 

  

 

［正题名］宋子文与美援外交 

［副题名］1931-1945 

［第一责任人］陈永祥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国际问题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考察 1931 至 1945 年间宋子文从事争取抗日美援的主要外交活动，肯定其



有功于抗战的外交成就和思想，又客观揭示其维护蒋氏政权、牟取私利的个人局限性。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近代 

［知识责任］陈永祥 著 

  

 

［正题名］盛宣怀年谱长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夏东元编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专著系列 

［知识责任］夏东元 编著 

  

 

［正题名］盛宣怀年谱长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夏东元编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专著系列 

［知识责任］夏东元 编著 

  

 

［正题名］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一责任人］孔寒冰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研究丛书 梁守德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2 章，按历史发展的进程，剖析和阐述了 40 年来中苏关系建立、发

展、起伏、曲折演变的历史轨迹，总结了背后的各方面原因和经验教训。 

［主题词］中苏关系/研究 

［主题词］中苏关系/影响/社会发展/中国 

［知识责任］孔寒冰 著 

  

 

［正题名］黄埔军校大传 

［书目卷册］上 

［丛书］血花 

［第一责任人］罗国明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黄埔军自 1924 年 6 月 16 日诞生，至今已经 80 年。它经历了广州、南京、成

都以及台湾凤山军校几个发展阶段。本书所记录的，仅是自其筹备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为

止，即到其第五期学生毕业的这个段历史。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罗国明 著 

  

 

［正题名］黄埔军校大传 

［书目卷册］中 

［丛书］赤夜 

［第一责任人］罗国明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黄埔军自 1924 年 6 月 16 日诞生，至今已经 80 年。它经历了广州、南京、成

都以及台湾凤山军校几个发展阶段。本书所记录的，仅是自其筹备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为

止，即到其第五期学生毕业的这个段历史。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罗国明 著 

  

 

［正题名］黄埔军校大传 

［书目卷册］下 

［丛书］尸路 

［第一责任人］罗国明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黄埔军自 1924 年 6 月 16 日诞生，至今已经 80 年。它经历了广州、南京、成

都以及台湾凤山军校几个发展阶段。本书所记录的，仅是自其筹备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为

止，即到其第五期学生毕业的这个段历史。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罗国明 著 

  

 

［正题名］温故 

［书目卷册］之一 

［第一责任人］刘瑞琳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文章大多是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对

历史文化遗迹与遗留文本的重温。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瑞琳 主编 

  

 

［正题名］新文化的传统 



［副题名］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欧阳哲生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五四运动（1919）/人物研究/中国 

［主题词］五四运动（1919）/思想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著 

  

 

［正题名］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副题名］南 大学校长张伯苓 

［第一责任人］梁吉生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 沅，余子侠主编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展现了张伯苓的“大学校长”风貌，阐释了张伯苓的大学教育理念和治校

精神等内容。 

［主题词］高等教育/学校管理/中国 

［知识责任］梁吉生 著 

  

 

［正题名］李济深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姜建，王庆华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记丛书 姜平主编 

［知识责任］姜建 著 

［知识责任］王庆华 著 

  

 

［正题名］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 

［第一责任人］戚如高，潘涛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记丛书 姜平主编 

［主题词］中国民主同盟/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戚如高 著 

［知识责任］潘涛 著 

  

 

［正题名］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 

［第一责任人］姜平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记丛书 姜平主编 

［知识责任］姜平 著 

  

 

［正题名］陈其尤与中国致公党 

［第一责任人］王培智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记丛书 姜平主编 

［知识责任］王培智 著 

  

 

［正题名］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朱慧玲著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厦门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 之十 庄国土主

编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针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的日本华侨华人社会、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

日本华社的“外在”变化、当代中国留日热潮及其对日本华社的影响、以及日本老华社的“内

在”变化——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华人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华侨状况/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朱慧玲 著 

  

 

［正题名］清史译丛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译文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简史 

［第一责任人］席宣，金春明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7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席宣 著 

［知识责任］金春明 著 

  

 

［正题名］郭洪涛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郭洪涛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郭洪涛 著 

  

 

［正题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新进展概述、关于党史学理

论和方法、关于党的创立时期、关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关于土地革命时期、关于抗日战争

时期、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史、关于中共领袖

人物等。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 

［第一责任人］田克勤…[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它以 20 世纪中国社会整体变革这一独特

视角，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生活等多个层面，系统研究并生动勾画了中国共产

党的发展与百年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田克勤 著 

  

 

［正题名］东湖情深 

［副题名］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 

［第一责任人］章重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向读者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 

［知识责任］章重 著 

  

 

［正题名］邓小平与 1975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张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记述 1975 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的专著，学术性与可读

性兼得。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5 

［知识责任］张化 著 

  

 

［正题名］中国农民工考察 

［第一责任人］余红，丁骋骋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劳动力/城市/结构/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农民/劳动力流动/社会影响/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余红 著 

［知识责任］丁骋骋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副题名］1949-1956 

［书目卷册］Ⅰ 

［丛书］ 国创业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1949-1956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王海光 主编 

［知识责任］韩钢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副题名］1956-1966 

［书目卷册］Ⅱ 

［丛书］曲折探索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1956-1966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王海光 主编 

［知识责任］韩钢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副题名］1966-1976 

［书目卷册］Ⅲ 

［丛书］十年风雨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1966-1976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王海光 主编 

［知识责任］韩钢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副题名］1976-1990 

［书目卷册］Ⅳ 

［丛书］改革风云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1976-1990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王海光 主编 

［知识责任］韩钢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副题名］1990-2002 

［书目卷册］Ⅴ 

［丛书］世纪新篇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1990-2002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王海光 主编 

［知识责任］韩钢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 

［书目卷册］No.3（2002 年卷） 

［并列题名］The Advanced Repor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2) 

［第一责任人］李铁映主编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报告/中国/2002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报告/中国/2002 

［知识责任］李铁映 主编 



  

 

［正题名］中国收复关税自主权的历程 

［副题名］以 1927-1930 年中日关税交涉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单冠初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27 至 1930 年逾三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同日本关税谈判历程、具体交涉

问题、谈判分歧及解决或妥协等进行介绍。 

［主题词］关税史/中国/1927-1930 

［主题词］关税自主/研究/中国/1927-1930 

［知识责任］单冠初 著 

  

 

［正题名］恽毓鼎澄斋日记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清）恽毓鼎著 

［译者］史晓风整理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恽毓鼎 著 

［知识责任］史晓风 整理 

  

 

［正题名］恽毓鼎澄斋日记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清）恽毓鼎著 

［译者］史晓风整理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恽毓鼎 著 

［知识责任］史晓风 整理 

  

 

［正题名］民国军服图志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军服/图集/中国/民国 

  



 

［正题名］民国四女子 

［第一责任人］张红萍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站在女性的立场，分别介绍了

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以及蒋碧微四人在历史历程中所尽的微薄之力和客观贡献。 

［知识责任］张红萍 著 

  

 

［正题名］任弼时与湖南 

［第一责任人］夏远生，马娜，龙峰，石海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任弼时同志在 30 年革命生涯中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新中

国的诞生所做的重要贡献，尤其叙述了他发扬湖湘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党和人民留下的宝

贵精神财富。 

［知识责任］夏远生 著 

［知识责任］马娜 著 

［知识责任］龙峰 著 

［知识责任］石海 著 

  

 

［正题名］余英时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史学、史家与时代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沈志佳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的史学研究文集，收录文章有：《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

系》、《说鸿门宴的座次》、《史学、史家与时代》等。 

［主题词］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佳 编 

  

 

［正题名］余英时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沈志佳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佳 编 

  

 

［正题名］余英时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沈志佳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儒家/伦理学/影响/商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佳 编 

  

 

［正题名］余英时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沈志佳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佳 编 

  

 

［正题名］中國歷历代貨幣大系 

［第一责任人］馬飛海总主编 

［书目卷册］十 

［副题名］民國時期商業銀行紙幣 

［第一责任人］黄朝治，吴籌中，张继凤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纸币/货币史/中国/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马飞海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朝治 主编 

［知识责任］吴薵中 主编 

［知识责任］张继凤 主编 

  

 



［正题名］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副题名］1949-1972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主编 

［译者］牛军副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文件/1949-1972/汇编 

［知识责任］陶文钊 主编 

［次知识责任］牛军 副主编 

  

 

［正题名］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副题名］1949-1972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主编 

［译者］牛军副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文件/1949-1972/汇编 

［知识责任］陶文钊 主编 

［次知识责任］牛军 副主编 

  

 

［正题名］民国劲旅 滇军风云 

［并列题名］The First of Twentieth Century Yunnan Military History 

［第一责任人］谢本书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描绘了民国期间国之劲旅——滇军的精彩历史画卷：它高举护国大旗，为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立下赫赫战功；抗战时期，其素质为“全国之冠”，血战台儿庄，保卫

中条山，参与滇西抗战，在全国 先将日寇赶出国土。 

［主题词］国民党军/史料/云南省/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谢本书 著 

  

 

［正题名］ 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 

［第一责任人］许全兴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理论/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许全兴 著 



  

 

［正题名］张岱年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鄂培，衷尔钜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知识责任］刘鄂培 编 

［知识责任］衷尔钜 编 

  

 

［正题名］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书目卷册］上 

［并列题名］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第一责任人］（美）孔华润(沃伦·I.科恩)[Warren I.Cohen]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对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美国/1776-1913 

［知识责任］孔华润 主编 

［知识责任］科恩 主编 

［知识责任］Cohen 主编 

［知识责任］珀金斯 著 

［知识责任］Perkins 著 

［次知识责任］周桂银 译 

［次知识责任］杨光海 译 

［知识责任］拉夫伯 著 

［知识责任］LaFeber 著 

［次知识责任］石斌 译 

［次知识责任］刘飞涛 译 

  

 

［正题名］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书目卷册］下 

［并列题名］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第一责任人］（美）孔华润(沃伦·I.科恩)[Warren I.Cohen]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对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美国/1776-1913 

［知识责任］孔华润 主编 

［知识责任］科恩 主编 

［知识责任］Cohen 主编 

［知识责任］入江昭 著 

［次知识责任］张振江 译 

［次知识责任］施茵 译 

［知识责任］孔华润 著 



［次知识责任］王琛 译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王雷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 吕达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主题词］社会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雷 著 

  

 

［正题名］東京論史 

［副题名］学术文化交流纪实 

［书目卷册］之一 

［丛书］访日记事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著 

［出版者］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3.5 

［主题词］学术/文化交流/活动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吴雁南 著 

  

 

［正题名］追忆先父李燮和 

［第一责任人］李兴潇著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附注内容］本二册书由作者李兴潇先生赠送 

［知识责任］李兴潇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翁同龢研究 

［第一责任人］翁同龢纪念馆编 

［出版者］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于晚清重臣、著名政治家的研究文集，涉及对其对外交涉与民族反侵

略战争的关系、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关系，及其教育、人才观研究等。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梁家贵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

对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的特性以及三大政治势力对秘密社会的政策作了深层的分析。 

［主题词］帮会/研究/山东省/1937-1945 

［知识责任］梁家贵 著 

  

 

［正题名］沧海鳞爪 

［副题名］缅怀斯施云老师 

［第一责任人］王继勃主编 

［知识责任］王继勃 主编 

  

 

［正题名］战火青春 

［副题名］安吴堡青训班、延安泽东青干校学员的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纪希晨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纪希晨 主编 

  

 

［正题名］历史瞬间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孙明山主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公安机关所走过的光辉历程，记载了公安机关为维护社

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所作的历史贡献，表达了老公安战士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公安/工作/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孙明山 主编 

  

 

［正题名］珠海历史名人 

［书目卷册］二卷 

［并列题名］Celebrities in History of Zhuhan 

［第一责任人］张耀中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员会《珠海历史名人》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包括忠肝直节的民主革命义士、学贯中西的学界精英、无私奉献的

建国模范、情系中华的侨胞赤子、蜚声中外的一代大医等珠海籍人物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珠海市 



［知识责任］张耀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 

［书目卷册］第一辑 

［并列题名］Humanitas at Fada 

［书目卷册］Vo1.1(2004) 

［第一责任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人文科学/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正题名］中共統一戰綫剖析 

［副题名］組職·演變·論證 

［第一责任人］杨清海著 

［出版者］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九月[1991.9]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杨清海 著 

  

 

［正题名］光復後臺灣農業政策的演變 

［副题名］歷史與社會的分析 

［并列题名］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Post-War Taiwan 

［副题名］Historical ang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第一责任人］廖正宏，黃俊傑，蕭新煌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五年八月[1986.8]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十八號 

［附注内容］本書撰寫期間承蒙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支助研究經費 

［主题词］农业政策/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廖正宏 著 

［知识责任］黃俊杰 著 

［知识责任］萧新煌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制憲行憲史述 

［第一责任人］喬寶泰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六月[1998.6] 

［主题词］宪政运动/历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乔宝泰 著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主編 

［出版者］近代中國雜志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四月[1997.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雙月刊論文選輯 第一輯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正题名］戰時經歷之回億 

［第一责任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 

［出版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1995.12] 

［主题词］回忆录/抗日战争（1937-1945） 

  

 

［正题名］史事憶往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邵銘煌主編 

［译者］高纯淑編輯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15 

［主题词］民国史/口述历史学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邵铭煌 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纯淑 编辑 

  

 

［正题名］史事憶往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邵銘煌主編 

［译者］高纯淑編輯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六月[2002.6]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16 

［主题词］民国史/口述历史学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 

［知识责任］邵铭煌 主编 

［知识责任］高纯淑 编辑 

  



 

［正题名］羅家倫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劉維開編著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知识责任］刘维  编著 

  

 

［正题名］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七月[1994.7]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第二四七種 

［附注内容］本书系根椐台湾银行台湾历史文献丛刊重新勘印 

  

 

［正题名］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七月[1994.7]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书系根椐台湾银行台湾历史文献丛刊重新勘印 

  

 

［正题名］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七月[1994.7]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书系根椐台湾银行台湾历史文献丛刊重新勘印 

  

 

［正题名］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七月[1994.7]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书系根椐台湾银行台湾历史文献丛刊重新勘印 

  

 



［正题名］臺海思慟錄 

［第一责任人］思痛子著 

［译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十二月[1997.12]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书系根椐台湾银行台湾历史文献丛刊重新勘印 

［主题词］抗日斗争/台湾/1895/史料 

［知识责任］思痛子 著 

  

 

［正题名］中日戰輯選錄 

［第一责任人］王炳耀著 

［译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会 

［出版日期］民国五十八年三月[1969.3]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书系根椐台湾银行台湾历史文献丛刊重新勘印 

［主题词］抗日斗争/台湾/1895/史料 

［知识责任］王炳耀 著 

  

 

［正题名］臺海使槎錄 

［第一责任人］黃叔璥著 

［译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六月[1999.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主题词］抗日斗争/台湾/1895/史料 

［知识责任］黃叔璥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書籍論文資料舉要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胡平生编著 

［出版者］学生書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1999.8] 

［丛编题名］史學叢刊 40 

［主题词］现代史/专题目录/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现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胡平生 编著 

  

 

［正题名］俄蒙交涉始末之真相 



［第一责任人］林唯剛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九月[1988.9] 

［丛编题名］學海文史叢書 8 

［主题词］外蒙古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林唯刚 著 

  

 

［正题名］袁世凯传 

［第一责任人］侯宜杰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真实地记录了袁世凯的生平经历，透视出他的内心世界，并对其历史

作用和功罪给予客观公正、事实求是的评价。 

［知识责任］侯宜杰 著 

  

 

［正题名］袁世凯三步曲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逞威属邦 

［第一责任人］侯宜杰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侯宜杰 著 

  

 

［正题名］袁世凯三步曲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宦海沉浮 

［第一责任人］侯宜杰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侯宜杰 著 

  

 

［正题名］袁世凯三步曲 

［书目卷册］第三部 

［丛书］总统皇帝 

［第一责任人］侯宜杰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侯宜杰 著 

  

 

［正题名］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 

［副题名］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 

［并列题名］Chinese Rural Gouernance in The Past and Nowadays:Cases Studies of 

Dingxian,Zouping and Jiangning Countises 

［第一责任人］徐秀丽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中国民主治理案例研究丛书 俞可平主编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11653 之册书，系编者赠阅。 

［主题词］农村/群众自治/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农村/地方自治/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徐秀丽 主编 

  

 

［正题名］闻一多研究动态（合订本） 

［书目卷册］第 1-50 期 

［第一责任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4] 

 

［正题名］刘兆吉诗文选 

［第一责任人］[刘兆吉著] 

［译者］《刘兆吉文集》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刘兆吉先生文集 2 

［附注内容］本书系西南师大《刘兆吉文集》编委会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关于刘兆吉老先生的作品集，表现出刘老一生的奉献及创建美育心

理的发展道路。全书分为文、诗两大部分，收录了刘老的作品 100 余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刘兆吉 著 

  

 

［正题名］崇文区修志纪事 

［副题名］1992-2004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日期］[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3]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市/崇文区/1992-2004 

  

 

［正题名］北京市崇文区志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志记述了崇文区境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突出区情特色和时代特征。

记述上溯事物发端，下至 1993 年 12 月底。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市/崇文区 

  

 

［正题名］汪偽政府所屬各機關部隊學校團體重要人員名錄 

［第一责任人］佚名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九月[1998.9] 

［丛编题名］學海文史叢書 7 

［附注内容］本书系根据三十三年十二月（1944.12）材料编印 

［主题词］汪伪政府/名录/1940-1945 

［主题词］历史/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佚名 著 

  

 

［正题名］抗戰前十年閒的上海娛樂社會（1927-1937） 

［副题名］以影劇為中心的探索 

［第一责任人］胡平生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2.2[民国九十一年二月] 

［丛编题名］史海叢書 

［主题词］文化史/上海/1927-1937 

［主题词］电影/上海/1927-1937 

［主题词］戏剧/上海/1927-1937 

［知识责任］胡平生 著 

  

 

［正题名］我的創造·倡建與服務 

［第一责任人］陈立夫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六月[1989.6] 

［知识责任］陈立夫 著 

  

 

［正题名］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 

［副题名］去殖民化與臺灣主體性確立的新探索 



［第一责任人］江灿腾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臺灣宗教文化叢書 

［主题词］佛教/研究/台湾/近代 

［主题词］佛教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江灿腾 著 

  

 

［正题名］中華郵政史 

［第一责任人］張翊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一月[1996.1] 

［丛编题名］滄海叢刊 

［主题词］邮政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翊 著 

  

 

［正题名］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 

［第一责任人］侯廼慧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九月[1997.9] 

［丛编题名］滄海叢刊 

［主题词］公园/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侯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通俗戲劇 

［第一责任人］陳龍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二月[2002.2] 

［丛编题名］滄海叢刊 藝術類 

［主题词］戏剧史/通俗化/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龙 著 

  

 

［正题名］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 

［第一责任人］洪泉湖，謝政諭主編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二月[2002.2] 

［丛编题名］滄海叢刊 社會科學類 

［主题词］民族主义/研究/文集/大陆/台湾/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洪泉湖 编 



［知识责任］谢政谕 编 

  

 

［正题名］蔣中正先生研究資料目錄（1980-2000） 

［第一责任人］黄自進主編 

［出版者］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月[2001.10] 

［主题词］人物研究/资料/中国/1980-2000 

［知识责任］黄自进 主编 

  

 

［正题名］臺灣近代史 

［丛书］文化篇 

［第一责任人］連戰[等]…監修 

［译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主题词］近代史/台湾 

［主题词］文化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连战 监修 

  

 

［正题名］臺灣近代史 

［丛书］社會篇 

［第一责任人］連戰[等]…監修 

［译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六月[1995.6] 

［主题词］近代史/台湾 

［主题词］社会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连战 监修 

  

 

［正题名］臺灣近代史 

［丛书］政治篇 

［第一责任人］連戰[等]…監修 

［译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六月[1995.6] 

［主题词］近代史/台湾 

［主题词］政治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连战 监修 

  

 



［正题名］臺灣近代史 

［丛书］經濟篇 

［第一责任人］連戰[等]…監修 

［译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主题词］近代史/台湾 

［主题词］经济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连战 监修 

  

 

［正题名］近代日本的東北亞區域秩序構想 

［第一责任人］山室信一著 

［译者］張啓雄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一月[2001.11]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演講系列 4 

［主题词］外交政策/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山室信一 著 

［次知识责任］张启雄 主编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一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三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四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四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五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五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六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六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七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七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八 

［丛书］年表索引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月[1978.10]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书目卷册］卷九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總編繤 

［出版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2002.12] 



［知识责任］秦孝仪 总编纂 

  

 

［正题名］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主編 

［出版者］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三月[1990.3] 

［主题词］近代史/学术会议/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秦孝仪 主编 

  

 

［正题名］蔣中正先生留日學習實錄 

［第一责任人］黄自進主編 

［出版者］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知识责任］黄自进 主编 

  

 

［正题名］鄧家彦先生文集 

［第一责任人］[鄧家彦著]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六年六月[1987.6] 

［知识责任］邓家彦 著 

  

 

［正题名］傅啓學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中外學術論評（上） 

［第一责任人］陈鹏仁主编 

［译者］高纯淑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十二月[1997.12]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傅启学 著 

［次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纯淑 编辑 

  

 

［正题名］羅家倫先生文存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演講（上） 

［第一责任人］[羅家倫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十二月[1988.12]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羅家倫先生文存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演講（下） 

［第一责任人］[羅家倫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十二月[1988.12]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羅家倫先生文存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函札 

［第一责任人］[羅家倫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十二月[1988.12]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羅家倫先生文存 

［书目卷册］第八册 

［丛书］日記與回憶 藝文 

［第一责任人］[羅家倫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四月[1989.4]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羅家倫先生文存 

［书目卷册］第九册 

［丛书］詩歌 

［第一责任人］[羅家倫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五月[1989.5]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羅家倫先生文存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記傳 序拔 

［第一责任人］[羅家倫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六月[1989.6]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羅家倫先生文存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丛书］評論 

［第一责任人］[羅家倫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六月[1989.6]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羅家倫先生文存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丛书］遊記 雜著 英文著述 附錄 

［第一责任人］[羅家倫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八月[1990.8]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胡漢民先生文集 

［副题名］民國前著述 

［第一责任人］[胡漢民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一月[1978.12] 

［知识责任］胡汉民 著 



  

 

［正题名］胡漢民先生文集 

［副题名］民國后著述 

［第一责任人］[胡漢民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一月[1978.11] 

［知识责任］胡汉民 著 

  

 

［正题名］胡漢民先生文集 

［副题名］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一） 

［第一责任人］[胡漢民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一月[1978.11] 

［知识责任］胡汉民 著 

  

 

［正题名］胡漢民先生文集 

［副题名］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二） 

［第一责任人］[胡漢民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一月[1978.11] 

［知识责任］胡汉民 著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 

［副题名］從政黨員同志行政工作報告（一） 

［第一责任人］邵銘煌主編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叢編 第二十九集 

［知识责任］邵铭煌 主编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 

［副题名］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匯編（上） 

［第一责任人］喬寶泰主編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十二月[2000.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叢編 第二十七集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行政/工作/史料 

［知识责任］乔宝泰 主编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 

［副题名］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匯編（下） 

［第一责任人］邵銘煌主編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月[2001.10]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叢編 第二十八集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行政/工作/史料 

［知识责任］邵铭煌 主编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 

［副题名］海外黨務工作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主編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二月[1998.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叢編 第二十三集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行政/工作/史料 

［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 

［副题名］黨務工作報告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主編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十二月[1997.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叢編 第二十一集 

［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蔣經國先生照片目錄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主編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十二月[1997.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叢編 特刊 



［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 

［副题名］機關團體檔案相關文獻資料口（自）述資料補錄 

［第一责任人］魏永竹主編 

［译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二月[1992.2]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魏永竹 主编 

  

 

［正题名］番頭家 

［副题名］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 

［第一责任人］柯志明著 

［出版者］中央研院社会学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三月[2001.3]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社會學研究所專書 第三號 

［附注内容］书后附地图 

［主题词］社会史/台湾/1686-1895 

［主题词］民族/问题/研究/台湾/1686-1895 

［主题词］土地制度/研究/台湾/1686-1895 

［知识责任］柯志明 著 

  

 

［正题名］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柳立言，黃進興，劉錚雲编 

［出版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六月[1998.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文集 之五 

［主题词］家族/社会/学术会议/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柳立言 编 

［知识责任］黄进兴 编 

［知识责任］刘铮云 编 

  

 

［正题名］臺灣平劇發展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温秋菊著 

［出版者］学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六月[1994.8] 

［主题词］戏剧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温秋菊 著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官制類史料彙編 

［副题名］明治三十七年至明治四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徐國章编译 

［出版者］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五月[2001.5] 

［丛编题名］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 十三 官制系列 之三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904-1908 

［主题词］官制/台湾/史料/1904-1908 

［主题词］政治制度史/台湾/史料/1904-1908 

［知识责任］徐国章 编译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官制類史料彙編 

［副题名］明治二十八年至明治三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徐國章编译 

［出版者］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六月[1999.6] 

［丛编题名］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 三 官制系列 之一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895-1900 

［主题词］官制/台湾/史料/1895-1900 

［主题词］政治制度史/台湾/史料/1895-1900 

［知识责任］徐国章 编译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教育史料彙編與研究 

［副题名］明治二十九年七月至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林品桐譯著 

［出版者］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二月[2003.2] 

［丛编题名］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 八 教育系列 之一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896-1901 

［主题词］教育史/台湾/史料/1896-1901 

［主题词］教育史/台湾/研究/1896-1901 

［知识责任］林品桐 译著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教育史料彙編與研究 

［副题名］明治二十九年七月至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林品桐譯著 

［出版者］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二月[2003.2] 



［丛编题名］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 八 教育系列 之一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896-1901 

［主题词］教育史/台湾/史料/1896-1901 

［主题词］教育史/台湾/研究/1896-1901 

［知识责任］林品桐 译著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殖產史料彙編 

［副题名］明治二十八年至明治三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顔義芳編譯 

［出版者］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2002.12] 

［丛编题名］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 十五 殖產系列金融 之一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894-1902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台湾/1894-1902 

［知识责任］颜义芳 编译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郵政史料彙編 

［副题名］明治二十八年至明治三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黃得峰編譯 

［出版者］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2002.12] 

［丛编题名］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 十四 郵政系列 之二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894-1901 

［主题词］邮政史/台湾/史料/1894-1901 

［知识责任］黄得峰 编译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法規史料彙編年 

［副题名］明治二十八年至昭和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溫國良編譯 

［出版者］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 十二 宗教系列 之三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895-1945 

［主题词］宗教史/台湾/史料/1895-1945 

［知识责任］温国良 编译 

  

 

［正题名］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 

［出版者］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1965.11] 

 

［正题名］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 

［出版者］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1965.11] 

 

［正题名］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 

［出版者］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1965.11] 

 

［正题名］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 

［出版者］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1965.11] 

 

［正题名］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 

［出版者］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1965.11] 

 

［正题名］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國民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出版者］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三年六月[1984.6]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1912- 

［知识责任］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编辑 

  

 

［正题名］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政治外交史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出版者］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三年六月[1984.6] 

［主题词］政治史/研究/中国/文集/1912- 

［主题词］外交史/研究/中国/文集/1912- 



［知识责任］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编辑 

  

 

［正题名］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文化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出版者］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三年六月[1984.6]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文集/1912-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文集/1912- 

［知识责任］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编辑 

  

 

［正题名］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社会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出版者］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三年六月[1984.6]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文集/1912- 

［知识责任］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编辑 

  

 

［正题名］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书目卷册］第一冊 

［丛书］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 

［第一责任人］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出版者］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四年十二月[1985.11] 

 

［正题名］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书目卷册］第二冊 

［丛书］中華民國開國史 

［第一责任人］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出版者］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四年十二月[1985.11] 

［主题词］历史/研究/民国（1912）/文集 

  

 

［正题名］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书目卷册］第三冊 

［丛书］國民革命與對外關係史 

［第一责任人］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出版者］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四年十二月[1985.11] 

［主题词］外交史/研究/民国 

  

 

［正题名］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书目卷册］第四冊 

［丛书］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史 

［丛书］復錄 

［第一责任人］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出版者］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四年十二月[1985.11]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研究/文集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文集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顺治朝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史松，林铁钧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644-1689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史松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林铁钧 本卷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康熙朝（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林铁钧，史松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662-1688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铁钧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史松 本卷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康熙朝（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林铁钧，史松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690-1922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铁钧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史松 本卷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雍正朝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史松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923-1935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史松 本卷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乾隆朝（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郭成康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936-1765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成康 本卷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乾隆朝（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郭成康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766-1795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成康 本卷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嘉庆朝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林铁钧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796-1820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铁钧 本卷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道光朝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陈桦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全书以突出各朝具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为主，同时兼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

事件。全书以清朝年号纪元，按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清朝的民族关系、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清朝统治者之活动，对外关系等等事件。本书为第八卷道光朝。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821-1850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桦 本卷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咸丰朝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尹福庭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全书以突出各朝具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为主，同时兼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

事件。全书以清朝年号纪元，按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清朝的民族关系、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清朝统治者之活动，对外关系等等事件。本书为第九卷咸丰朝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851-1861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尹福庭 本卷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同治朝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杨东梁，谭绍兵，黎烈军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全书以突出各朝具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为主，同时兼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

事件。全书以清朝年号纪元，按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清朝的民族关系、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清朝统治者之活动，对外关系等等事件。本书为第十卷同治朝。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862-1874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杨东梁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谭绍兵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黎烈军 本卷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丛书］光绪朝（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潘向明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全书以突出各朝具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为主，同时兼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

事件。全书以清朝年号纪元，按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清朝的民族关系、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清朝统治者之活动，对外关系等等事件。本书为第十一卷光绪朝(1875-1895 年)。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875-1895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潘向明 本卷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丛书］光绪朝（下） 

［丛书］宣统朝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译者］迟云飞本卷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全书以突出各朝具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为主，同时兼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

事件。全书以清朝年号纪元，按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清朝的民族关系、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清朝统治者之活动，对外关系等等事件。本书为第十二卷光绪朝(1896-1908 年)宣统朝

(1909-1911 年)。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编年体/中国/1875-1895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迟云飞 本卷编写 

  

 

［正题名］中国近代海军职官表 

［第一责任人］刘传标编纂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录的海军职官上自清朝近代海军诞生，下至国民党统治集团从大陆溃

逃台湾之间 80 多年的海军机关、衙门及附属机关尉级军衔以上的军职、文职人员。 

［主题词］海军/职官表/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传标 编纂 

  

 

［正题名］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文鹏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清代疆域形成研究 成崇德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主题词］驿站/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疆域/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信息/传播媒介/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文鹏 著 

  

 

［正题名］中南解放战争纪实 

［第一责任人］金立昕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中南地区 

［知识责任］金立昕 著 

  

 

［正题名］北京旧闻 

［第一责任人］卢群点校评说 

［出版者］古吴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晚清社会新闻图录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汇集了有关晚清北京的社会新闻两百多则，略加点评和

诠释。反映了清后期北京社会的众生相，也透露出时代的精神和观念。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清后期 

［知识责任］卢群 点校评说 

  

 

［正题名］南京旧闻 

［第一责任人］薛冰点校评说 

［出版者］古吴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晚清社会新闻图录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两百多则旧闻，广涉社会各个阶层，折射出生活的诸多侧面，反映了

当时南京人的日常生活。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南京/清后期 

［知识责任］薛冰 点校评说 

  

 

［正题名］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 

［并列题名］Therise of Modern Hinese Novel 

［第一责任人］（美）韩南著 

［译者］徐侠译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小说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韩南 著 

［知识责任］Hanan 著 

［次知识责任］徐侠 译 

  

 

［正题名］苏州古城 

［副题名］平江历史街区 

［第一责任人］袁以新主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文化史/苏州 

［主题词］地方史/苏州 

［知识责任］袁以新 主编 

  

 

［正题名］风雨前行 

［副题名］雷震的一生 

［第一责任人］范泓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以第一手资料，透过雷震的风雨一生，叙述了一代知识分子与民主政治的

互动关系，并以其个人政治生命的沉浮及历史背景为考量，表述了这位“骨鲠之士”从坚守

信念到付诸实践的精神风貌。 

［知识责任］范泓 著 

  

 

［正题名］梁启超传 

［第一责任人］吴其昌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h 第二辑 忞〓 

［附注内容］〓=上部是“折”，下部是“心”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近代 

［知识责任］吴其昌 著 

  

 

［正题名］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 

［第一责任人］许顺富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绅士/研究/湖南/清后期 

［知识责任］许顺富 著 

  



 

［正题名］日中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竹内实著 

［译者］程麻译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竹内实文集 第五卷 

［附注内容］竹内实本书所收文章回顾和总结中日两国历代交往中正反两方面的教益，提醒

人们更应该重视对彼此实际国情的相互理解，以及日中两国的关系应该着眼于文化上的互相

沟通。 

［主题词］日中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竹内实 著 

［次知识责任］程麻 译 

  

 

［正题名］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 

［第一责任人］甘险峰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评述了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历史，时间跨度达 100 余年，涉及报刊、通讯

社、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多种传播媒体。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传播/新闻事业史/中国/19 世纪末～ 

［知识责任］甘险峰 著 

  

 

［正题名］中国出版编年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瑞良编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上、下两卷。书中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

金元、明至清前期、晚清、民国，计八卷。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先秦至宋辽夏金元 

［知识责任］李瑞良 编著 

  

 

［正题名］中国出版编年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瑞良编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上、下两卷。书中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

金元、明至清前期、晚清、民国，计八卷。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明至民国 



［知识责任］李瑞良 编著 

  

 

［正题名］农业化合作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罗平汉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农村变迁丛书 

［主题词］农业生产合作社/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罗平汉 著 

  

 

［正题名］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志英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综合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有关理论及研究方法，对近代上海市证券市

场及其管理体制，以及演变进行研究。 

［主题词］证券交易/资本市场/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志英 著 

  

 

［正题名］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唐力行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研究院规划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录的一百余篇学术论文，涉及社会史理论研究，对人口、家庭和宗族

等亲属制度及区域社会等进行了研讨。 

［主题词］政权/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唐力行 主编 

  

 

［正题名］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第一责任人］智效民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该书涉及到的人物，主要有文史学家陈衡哲、社会学家陶孟和、政治学家张慰

慈和张奚若等人。书中共收入文章 40 余篇。 

［主题词］文化/名人/人物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智效民 著 

  

 



［正题名］马礼逊回忆录 

［并列题名］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一责任人］（英）马礼逊夫人编 

［译者］顾长声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 丛书主编周振鹤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传主生平及他作为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传教士为 拓基督教在

华事业的贡献，并透视了 18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情况。 

［知识责任］马礼逊夫人 编 

［次知识责任］顾长声 译 

  

 

［正题名］卫三畏生平及书信 

［副题名］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 

［并列题名］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illiams 

［第一责任人］（美）卫斐列著 

［译者］顾钧，江莉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 丛书主编周振鹤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记述这位 1833 年抵达广州 始其长达四十年工作生涯中从事报业、

任职美国驻华使团至回国后的执教经历，并结合其书信，透视了 19 世纪美国与中国之间的

种种联系。 

［知识责任］卫斐列 著 

［次知识责任］顾钧 译 

［次知识责任］江莉 译 

  

 

［正题名］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8（1956）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 1954 年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大、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政

协及所属部门制定、发布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部门有关北京工作的指示，中共

中央、北京市部分负责同志的讲话和文章等文献共 128 篇。 

［主题词］人民政府/文件/北京市/1956/汇编 

  

 

［正题名］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9（1957）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 1954 年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大、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政

协及所属部门制定、发布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部门有关北京工作的指示，中共

中央、北京市部分负责同志的讲话和文章等文献共 120 篇。 

［主题词］人民政府/文件/北京市/1957/汇编 

  

 

［正题名］1897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美）约翰·斯塔德著 

［译者］李涛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1897 

［知识责任］斯塔德 著 

［次知识责任］李涛 译 

  

 

［正题名］近现代中国审判检察制度的演变 

［第一责任人］张培田，张华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三章，内容包括：清末诉讼审判机制转折、人民审判制度的形成、审

判制度的通变、检察制度在中国的起源、检察机制的完善与改革等。 

［主题词］审判机关/司法制度/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检察机关/司法制度/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张培田 著 

［知识责任］张华 著 

  

 

［正题名］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责任人］王光远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知识责任］王光远 著 

  

 

［正题名］郭沫若的晚年岁月 

［第一责任人］冯锡刚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知识责任］冯锡刚 著 

  

 

［正题名］致胡风书信全编 



［第一责任人］路翎著 

［译者］徐绍羽整理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书简文丛 李辉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路翎从 1939 年到 1953 年间写给胡风先生的 346 封信，这些信基本反

映了路翎文学思想与创作史的全貌，也可以看到被评为中国 40 年代的代表性作家路翎之所

以为路翎的历史实况。 

［主题词］书信集 

［知识责任］路翎 著 

［次知识责任］徐绍羽 整理 

  

 

［正题名］建筑师林徽因 

［第一责任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是这位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女性、著名建筑学家、文学家的纪念文集，收

录了其亲友、同事、学生的回忆文章，其重要设计作品及手稿等。 

  

 

［正题名］博习天赐庄 

［副题名］东吴大学 

［第一责任人］王国平编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教会大学在中国 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东吴大学的筹备与建立、东吴大学的早期发展、时局转变与东吴大

学的继续发展、抗日战争后复校、在新中国、大事年表等内容。 

［主题词］历史/教会学校/中国 

［知识责任］王国平 编著 

  

 

［正题名］会友贝勒府 

［副题名］辅仁大学 

［第一责任人］孙邦华编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教会大学在中国 章 沅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缘起与奠基、初步发展、抗日时期的兴旺与发展、辅仁大学后期、

辅仁大学在台湾、学术与校园文化、爱国民主运动在辅仁、附属学校、情系辅仁、大事年表

等篇章。 

［主题词］历史/教会学校/中国 

［知识责任］孙邦华 编著 



  

 

［正题名］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三卷 

［并列题名］Studies in Sinology 

［书目卷册］Volume ⅩⅢ 

［第一责任人］袁行霈主编 

［译者］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 

［第一责任人］雷雨田主编 

［译者］张琳副主编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历史文化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 16 位来粤著名传教士的生平与活动进行了详细评介，又收集了百余位

其他传教士的小传和散记，提供了来粤传教士的总体概貌。 

［主题词］传教士/人物研究/广东/近代 

［知识责任］雷雨田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琳 副主编 

  

 

［正题名］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副题名］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 

［第一责任人］黄书光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 沅，余子侠主编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卷前收有大量珍贵照片，全书编为：国难中的求学与教士生涯、人生转折：

从宗教追求到政治参与、艰难跋涉：教育救国与政治信念、近代大学精神的不懈追求等篇章。

附录：马相伯生平大事年表。 

［主题词］高等学校/学校管理/中国 

［知识责任］黄书光 著 

  

 

［正题名］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 

［副题名］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 

［第一责任人］程斯辉，孙海英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 沅，余子侠主编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卷前收有大量珍贵照片，全书编为：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培养人格、

造福社会的办学宗旨，协调关系与社会活动，专业设置与教学管理，学校组织与教师管理等

九章。附录：吴贻芳学术活动纪要。 

［主题词］高等学校/学校管理/中国 

［知识责任］程斯辉 著 

［知识责任］孙海英 著 

  

 

［正题名］身等国宝 志存辅仁 

［副题名］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第一责任人］孙邦华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 沅，余子侠主编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卷前收有大量珍贵照片，全书编为五章：从教 70 年的教育家、办学实践、

人格魅力、高等教育思想、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附录：陈垣生平大事年表。 

［主题词］高等学校/学校管理/中国 

［知识责任］孙邦华 著 

  

 

［正题名］晚清湖南史 

［第一责任人］王继平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在系统地阐述晚清湖南地方 130 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

展与重大事件，考察其社会变迁与学术的发展。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湖南省/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继平 著 

  

 

［正题名］津海关史要览 

［第一责任人］赵桂芬主编 

［译者］天津海关译编委员会编译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天津海关历史演变和天津市历史发展的有关内容。书中分为 4 部分，

第一部分是津海关 1892～1931 年间的 4 期《十年报告》；第二部分是津海关附录 1～12；第

三部分是津海关监督附录 13～14；第四部分是津海关常关附录 15～21。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史料/天津市/近代 

［知识责任］赵桂芬 主编 

  



 

［正题名］铁与犁 

［副题名］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第一责任人］余杰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家对现代中日国际关系史进行研究的文集，从日本近年来对“护国神

社”的参拜着手，解析其“大东亚之梦”，并记述抗战中的中国爱国者事迹等。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余杰 著 

  

 

［正题名］花甲忆记 

［副题名］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 

［并列题名］A Cycle of Cathay 

［第一责任人］（美）丁韪良（W.A.P.Martin）著 

［译者］沈弘…[等]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 周振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自传的形式记述其在华期间头四十七年中的生活，叙述其作为传教士、

清政府的雇员所见证的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其对大清王朝的腐朽和中国社会落后状

况的认识。 

［主题词］基督教/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丁韪良 著 

［知识责任］Matin 著 

［次知识责任］沈弘 译 

［次知识责任］恽文捷 译 

［次知识责任］郝田虎 译 

  

 

［正题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编委会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三联书店在合并前后的四个历史时期的文献和史料，全书收录文献

和史料 216 篇，分十大类 25 小类排列。 

［主题词］三联书店/史料/中国/1948- 

  

 

［正题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编委会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三联书店在合并前后的四个历史时期的文献和史料，全书收录文献

和史料 216 篇，分十大类 25 小类排列。 

［主题词］三联书店/史料/中国/1948- 

  

 

［正题名］詹姆逊文集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新马克思主义 

［第一责任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 

［译者］王逢振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新马克思主义/文集 

［知识责任］詹姆逊 著 

［次知识责任］王逢振 主编 

  

 

［正题名］桐城派三祖年谱 

［第一责任人］孟醒仁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谱采取时代背景、谱主生平以及谱主关系密切或有重要影响者，熔于一炉，

合为一编。全书收录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三位作家、学者的年谱。 

［知识责任］孟醒仁 著 

  

 

［正题名］中国秘书史 

［第一责任人］杨树森，张树文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的秘书机构和秘书人员、中国古代

的文书档案工作、中华民国的秘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秘书工作等六章内容。 

［主题词］秘书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树森 著 

［知识责任］张树文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认识史 

［第一责任人］郭圣福…[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



社会主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观、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主题词］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郭圣福 著 

［知识责任］蔡丽 著 

［知识责任］李敬煊 著 

［知识责任］王智 著 

［知识责任］张英 著 

  

 

［正题名］马思聪年谱 

［副题名］1912-1987 

［第一责任人］张静蔚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中国音乐学院建院 40 周年丛书 

［附注内容］该书记述了马思聪的生平、思想、作品等。书后附有马思聪音乐创作编号作品

目录和马思聪音乐创作未编号作品目录两部分内容。 

［知识责任］张静蔚 编著 

  

 

［正题名］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启成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法史论丛 1 

［附注内容］该书再现了晚清各级审判厅－－同时又是中国 早的地方法院－－成立和运作

的全过程，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突破，分析了各

级审判厅在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等内容。 

［主题词］审判机关/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启成 著 

  

 

［正题名］岁月与性情 

［副题名］我的心灵自传 

［第一责任人］周国平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分四部，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写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学时期、毕业后在农

村锻炼和工作的时期、回到北京读研究生和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时期。 

［主题词］社会科学/学者/传记 

［知识责任］周国平 著 

  

 



［正题名］中国司法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张晋藩主编 

［出版者］人民法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从夏朝起，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包括完善的

制度构建、较为理性的证据规则以及独特的文化特质等。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夏商周至今 

［知识责任］张晋藩 主编 

  

 

［正题名］袁世凯评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刘忆江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全书共上、下两册。书中展示了晚清民初政治风云的波诡云谲，再现了袁世凯

的人生轨迹；追溯了当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曲折。 

［知识责任］刘忆江 著 

  

 

［正题名］袁世凯评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刘忆江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全书共上、下两册。书中展示了晚清民初政治风云的波诡云谲，再现了袁世凯

的人生轨迹；追溯了当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曲折。 

［知识责任］刘忆江 著 

  

 

［正题名］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第一责任人］张秋实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将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放在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这个大的

历史框架中进行探讨和论述，提出了一些新的有益的见解，某些方面的研究是 拓性的。 

［知识责任］张秋实 著 

  

 

［正题名］蔡元培自述 

［第一责任人］蔡元培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学人自述文丛 



［附注内容］作者按“故乡与家世”、“十年私塾教育”、“科举之路”、“委身教育时代”、“沪

上革命”等顺序，叙述了自己传奇的一生经历。书后附有蔡元培年谱。 

［知识责任］蔡元培 著 

  

 

［正题名］梁启超自述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学人自述文丛 

［附注内容］作者按“故乡与家世”、“少年时代”、“在维新变法的日子里”、“海外流亡岁月”、

“政海浮沉”、“护国战争”、“巴黎和会前后”以及“在 后的九年里”等顺序，叙述了自己

的一生。书后附有梁启超年谱。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近代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第一责任人］王屏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日本留学博士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将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分为作为“思想、行为、外交战

略”的亚细亚主义三个层面分析、重新界定，并将其作为亚洲区域主义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批

判前提下剖析其理论结构。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王屏 著 

  

 

［正题名］中国考试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田建荣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考试制度/思想史/中国/先秦至今 

［知识责任］田建荣 著 

  

 

［正题名］晚清华洋录 

［副题名］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 

［并列题名］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The Mandarins,And The Opium War 

［第一责任人］（美）多米尼克·士风·李（Dominic Shi Fong Lee）著 

［译者］李士风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用晚清官员的目光，以记事的形式，真实地道出了 1838 年到 1842 年间中

英两国围绕鸦片贸易所发生的公 和秘密的故事。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 著 

［知识责任］Lee 著 

［次知识责任］李士风 译 

  

 

［正题名］章太炎传 

［第一责任人］许寿裳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是章太炎弟子、鲁迅挚友关于先生的传记作品，记述了作为革命元勋的章

先生与共和党的关系，及作为国学大师的先生的学术贡献，及晚年状况与抗日思想等。 

［知识责任］许寿裳 著 

  

 

［正题名］梁启超传 

［第一责任人］吴其昌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是梁启超的清华弟子创作的传记作品，记述了从传主诞生到康梁会合、着

手维新的过程，并分析维新的失败及失败后梁氏避难东瀛、亡命日本的 终结局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近代 

［知识责任］吴其昌 著 

  

 

［正题名］兵学泰斗 

［副题名］蒋方震传 

［第一责任人］张学继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 

［附注内容］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蒋方震毕生以中国的国防为课题，探求中国抵御列强侵略的途径和方法。他创

立的国防经济学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上的重要篇章；他的《国防论》是中国近代国防理论

的奠基之作。 

［知识责任］张学继 著 

  

 

［正题名］走出象牙塔 

［副题名］蒋梦麟传 

［第一责任人］孙善根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 

［附注内容］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

提出了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 

［知识责任］孙善根 著 

  

 

［正题名］广博之师 

［副题名］陆志韦传 

［第一责任人］项文惠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 

［知识责任］项文惠 著 

  

 

［正题名］黄兴传 

［第一责任人］石彦陶，石胜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分天生“此英豪”；“朝读书，暮读书”；“一去渡沧海”；“投笔方为大丈夫”；

“结义凭杯酒”等二十九章，叙述了革命领袖黄兴的传奇一生。 

［知识责任］石彦陶 著 

［知识责任］石胜文 著 

  

 

［正题名］内闱 

［副题名］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 

［第一责任人］（美）伊沛霞（Patricia Ebrey）著 

［并列题名］The Inner Quarters 

［副题名］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译者］胡志宏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女性系列 

［附注内容］该书展示了一幅内容异常丰富的画卷，宋代女性的生活呈现出来：内外之别，

祭祀庆典，安排婚嫁，侍奉公婆，养育后代等，显示了妇女史。 

［主题词］婚姻/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主题词］妇女/社会生活/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 

［知识责任］伊沛霞 著 



［次知识责任］胡志宏 译 

  

 

［正题名］中印关系研究 

［副题名］1947～2003 

［并列题名］Sino-India Relations 

［副题名］1947-2003 

［第一责任人］张敏秋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丛编题名］国际问题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细述了五十多年来中印关系从友好到交恶再到正常化的全过程，还特别就

中印关系中 重大的边界争议和西藏纠葛分别进行了论述。 

［主题词］中印关系/国际关系史/1947～2003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张敏秋 主编 

  

 

［正题名］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熊秉真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23 篇，内容涉及经济变迁、区域互动、商业网络、绅商阶层、

文化生产、情欲与性别、消费与文化等方面。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江南（历史地名）/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研究/江南（历史地名）/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熊月之 主编 

［知识责任］熊秉真 主编 

  

 

［正题名］裕仁天皇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程永明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日本天皇裕仁是历史上在位 久的君主之一。本书重点描写了在其 63 年的统

治期间,特别是侵华战争、偷袭珍珠港等事件中所负有的责任,再现了他的本来面目。 

［知识责任］程永明 著 

  

 

［正题名］裕仁天皇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程永明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日本天皇裕仁是历史上在位 久的君主之一。本书重点描写了在其 63 年的统

治期间,特别是侵华战争、偷袭珍珠港等事件中所负有的责任,再现了他的本来面目。 

［知识责任］程永明 著 

  

 

［正题名］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 

［书目卷册］第四集 

［第一责任人］秦月编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老照片》专辑 

［主题词］史料/摄影集/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秦月 编著 

  

 

［正题名］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 

［副题名］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 

［第一责任人］陈梅龙，景消波译编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史料/浙江/近代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浙江/近代 

［知识责任］陈梅龙 译编 

［知识责任］景消波 译编 

  

 

［正题名］伟人与历史的交响 

［副题名］毛泽东的 110 年 

［第一责任人］夏远生，马娜，龙峰，石海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夏远生 著 

［知识责任］马娜 著 

［知识责任］龙峰 著 

［知识责任］石海 著 

  

 

［正题名］老上海百業指南 

［副题名］道路機構廠商住宅分布圖 

［第一责任人］承載，張劍明策劃 

［译者］承載，吴健熙選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05 



［主题词］城市图/上海/近代/地图集 

［知识责任］承载 策划 

［知识责任］张剑明 策划 

［次知识责任］承载 选编 

［次知识责任］吴健熙 选编 

  

 

［正题名］老上海百業指南 

［副题名］道路機構廠商住宅分布圖 

［第一责任人］承載，張劍明策劃 

［译者］承載，吴健熙選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05 

［主题词］城市图/上海/近代/地图集 

［知识责任］承载 策划 

［知识责任］张剑明 策划 

［次知识责任］承载 选编 

［次知识责任］吴健熙 选编 

  

 

［正题名］老上海百業指南 

［副题名］道路機構廠商住宅分布圖 

［第一责任人］承載，張劍明策劃 

［译者］承載，吴健熙選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05 

［主题词］城市图/上海/近代/地图集 

［知识责任］承载 策划 

［知识责任］张剑明 策划 

［次知识责任］承载 选编 

［次知识责任］吴健熙 选编 

  

 

［正题名］老上海百業指南 

［副题名］道路機構廠商住宅分布圖 

［第一责任人］承載，張劍明策劃 

［译者］承載，吴健熙選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05 

［主题词］城市图/上海/近代/地图集 

［知识责任］承载 策划 

［知识责任］张剑明 策划 

［次知识责任］承载 选编 

［次知识责任］吴健熙 选编 



  

 

［正题名］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 

［书目卷册］第一集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专业

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论现代化视角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双重影响、“旅俄华工联合会”

——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创建的桥梁、论越飞关于孙中山吴佩孚联合统一中国的政策等几十篇

论文，根据俄罗斯 新解秘档案等资料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的关系。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 

［知识责任］黄修荣 主编 

  

 

［正题名］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第一责任人］商衍鎏著 

［译者］商志〓校注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以论述清制为主，对其沿袭、变革者做了阐述；介绍了其源流、文体、文

题及其选本，对考试的其他项目，如试帖诗、经义等皆有举例释义并加以分析；还介绍了科

场案件与轶闻等内容。 

［主题词］科举考试/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商衍鎏 著 

［次知识责任］商志〓 校注 

  

 

［正题名］自我认同感与战争 

［副题名］关于战争期间中国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山田正行著 

［译者］刘燕子，胡慧敏译 

［译者］吴广义监译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战争记忆与历史反思 

［附注内容］本书以实地考察和口述实录的方式，记述发生在滇西的日军暴行和当地中国军

民抗日状况，运用心理历史研究的原理，力求再现日本侵战争的现实 

［主题词］侵华/战争罪行/心理学/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山田正行 著 

［次知识责任］胡慧敏 译 

［次知识责任］吴广义 监译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评论 

［书目卷册］第 2 卷 

［并列题名］Chinese Social Sciences Review 

［第一责任人］张曙光，邓正来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曙光 主编 

［知识责任］邓正来 主编 

  

 

［正题名］晚清工业产权制度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汪戎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研究晚清的军事工业企业、官办和官督商办民用工业企业、民有商办

工业企业，及铁道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过程。 

［主题词］工业产权/经济制度/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汪戎 著 

  

 

［正题名］1900-2000 中国经济学史纲 

［第一责任人］陈东琪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1900-2000/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陈东琪 主编 

  

 

［正题名］回忆邓小平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 

  

 

［正题名］回忆邓小平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 



  

 

［正题名］回忆邓小平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 

  

 

［正题名］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 

［副题名］张謇与涩泽荣一 

［第一责任人］周见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以张謇与涩泽荣一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两者人生经历、实业理想、企

业活动的目的、方式以及内容的系统考察和比较，分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条件、历史

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中日两国近代企业家命运产生的影响内容。 

［主题词］企业家/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知识责任］周见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49 年 10 月-1956 年 12 月 

［第一责任人］宋恩繁，黎家松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附注内容］本大事记是一部供广大读者，特别是外事工作者，了解新中国外交工作情况，

研究新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史的工具书。本卷为第一卷，记事起迄年月为 1949 年 10 月至

1956 年 12 月。 

［主题词］外交史/大事记/中国/1949～1956 

［知识责任］宋恩繁 主编 

［知识责任］黎家松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军事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邓小平同志 1931 年 4 月至 1944 年 12 月之间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

报告、谈话、电报、命令、指示、信函、题词等文稿 47 篇。 

  



 

［正题名］邓小平军事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邓小平同志 1945 年至 1974 年间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报告、谈话、

电报、命令、指示、信函、题词等文稿。 

  

 

［正题名］邓小平军事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邓小平同志 1975 年至 1990 年间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报告、谈话、

电报、命令、指示、信函、题词等文稿。 

  

 

［正题名］人口原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英）马尔萨斯（Malthus,Thomas Robert）著 

［译者］子箕，南宇，惟贤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1.3 

［附注内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从出版直到现在二百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争议 多

的一部著作，它是为攻击当时风行一时的社会改革论和空想社会主义而写作的。 

［主题词］人口学/理论 

［主题词］理论人口学 

［主题词］马尔萨斯主义 

［知识责任］马尔萨斯 著 

［知识责任］Malthus 著 

［次知识责任］子箕 译 

［次知识责任］南宇 译 

［次知识责任］惟贤 译 

  

 

［正题名］人口原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英）马尔萨斯（Malthus,Thomas Robert）著 

［译者］子箕，南宇，惟贤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1.3 

［附注内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从出版直到现在二百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争议 多



的一部著作，它是为攻击当时风行一时的社会改革论和空想社会主义而写作的。 

［主题词］人口学/理论 

［主题词］理论人口学 

［主题词］马尔萨斯主义 

［知识责任］马尔萨斯 著 

［知识责任］Malthus 著 

［次知识责任］子箕 译 

［次知识责任］南宇 译 

［次知识责任］惟贤 译 

  

 

［正题名］人口原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英）马尔萨斯（Malthus,Thomas Robert）著 

［译者］子箕，南宇，惟贤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1.3 

［附注内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从出版直到现在二百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争议 多

的一部著作，它是为攻击当时风行一时的社会改革论和空想社会主义而写作的。 

［主题词］人口学/理论 

［主题词］理论人口学 

［主题词］马尔萨斯主义 

［知识责任］马尔萨斯 著 

［知识责任］Malthus 著 

［次知识责任］子箕 译 

［次知识责任］南宇 译 

［次知识责任］惟贤 译 

  

 

［正题名］新视野书系 

［副题名］魏源研究成果集成（1852-2003） 

［第一责任人］熊焰编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熊焰 编著 

  

 

［正题名］白云论坛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张本义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本义 主编 

  

 

［正题名］白云论坛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张本义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本义 主编 

  

 

［正题名］晚明史论 

［副题名］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第一责任人］刘志琴著 

［出版者］江西高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1436-1644 

［知识责任］刘志琴 著 

  

 

［正题名］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并列题名］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кита

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第一责任人］栾景河主编 

［译者］陈 科…[等]副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中俄关系/研究/中国/俄国/文集 

［知识责任］栾景河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 科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伟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关贵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随安 副主编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总第六十八辑 

［书目卷册］2004 年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裘锡圭主编 

［译者］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裘锡圭 主编 

  

 

［正题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 

［第一责任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4 级[编] 

［出版者］[无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抗日战争/回忆录 

  

 

［正题名］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赵靖主编 

［译者］石世奇副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的研究内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研究范围从

夏、商、（西）周至清中叶鸦片战争以前。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通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夏、商至西汉中叶 

［知识责任］赵靖 主编 

［次知识责任］石世奇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赵靖主编 

［译者］石世奇副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的研究内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研究范围从

夏、商、（西）周至清中叶鸦片战争以前。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通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战国时期至唐中叶 

［知识责任］赵靖 主编 

［次知识责任］石世奇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赵靖主编 

［译者］石世奇副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的研究内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研究范围从

夏、商、（西）周至清中叶鸦片战争以前。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通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中唐至元代 

［知识责任］赵靖 主编 

［次知识责任］石世奇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赵靖主编 

［译者］石世奇副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的研究内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研究范围从

夏、商、（西）周至清中叶鸦片战争以前。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通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赵靖 主编 

［次知识责任］石世奇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思想史论集 

［书目卷册］续篇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正题名］末代状元张謇 

［第一责任人］王维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维 著 

  

 

［正题名］我亲历的文坛往事 

［副题名］忆大事 

［第一责任人］《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新文学史料》100 期精粹 追述篇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正题名］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 

［第一责任人］唐致卿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全书共分八章，分别研究了山东农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山东的传统经济形态、

近代山东农村的土地制度、山东农业生产力与农业经营、山东农村赋役制度的演变、山东的

租佃制度、近代山东农村雇佣制度和山东乡村息借制度。 

［主题词］农村经济/研究/山东省/近代 

［主题词］经济发展/研究/山东省/近代 

［知识责任］唐致卿 著 

  

 

［正题名］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 

［第一责任人］程中原，夏杏珍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 15 篇文章，包括《邓小平与 1975 年整顿论略》、《邓小平主持 1975

年整顿的历史机缘》、《邓小平的钢铁整顿》、《1975 年文艺调整述论》等。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1975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5 

［知识责任］程中原 著 

［知识责任］夏杏珍 著 

  

 

［正题名］清宫档案揭秘 

［第一责任人］李国荣主编 

［译者］王光越，唐益年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宫廷/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国荣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光越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唐益年 副主编 

  

 

［正题名］著名学者回首百年邓小平 

［第一责任人］郑必坚等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郑必坚 著 

  

 

［正题名］邓小平之路 

［第一责任人］易文军，李树全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邓小平书系 

［主题词］本书试图从一个侧面，全面反映邓小平在其伟大的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风格，

展现他在处理重大事件时独具特色的个人魅力。 

［知识责任］刘建军 主编 

［知识责任］马凤珍 主编 

  

 

［正题名］1911-1937 年冀鲁豫农民离村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印涣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农村/人口流动/研究/中国/1911-1937 

［知识责任］王印涣 著 

  

 

［正题名］先贤的民主 

［副题名］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 

［并列题名］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第一责任人］（美）郝大维（David Hall），安乐哲（ Ames）著 

［译者］何刚强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郝大维 著 

［知识责任］David 著 

［知识责任］安乐哲 著 

［知识责任］Ames 著 

［次知识责任］何刚强 译 

  

 

［正题名］上海妓女 

［副题名］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 

［并列题名］Prostitution and Sexuality in Shanghai 

［第一责任人］（法）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著 



［译者］袁燮铭，夏俊霞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上海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规划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

学科项目 

［主题词］娼妓/社会问题/史料/上海/19-20 世纪 

［主题词］卖淫问题/史料/上海/19-20 世纪 

［知识责任］安克强 著 

［知识责任］Henriot 著 

  

 

［正题名］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 

［并列题名］China's Modernity and Urban Intellectuals 

［第一责任人］高瑞泉，（日）山口久和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该书收入了八篇论文，即《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近代中国城市

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等。书中讨论了 19 世纪中叶以后即中国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近

现代”的问题等。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高瑞泉 主编 

［知识责任］山口久和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第一责任人］何忠礼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浙江大学侨副福建设基金资

助出版 

［主题词］古代史/史料学/中国 

［知识责任］何忠礼 著 

  

 

［正题名］老电影 

［副题名］1930-1949 

［第一责任人］袁啸波，张磊编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除了收集一些经常被介绍的影片外，还收录了不少当年较有影响的影片以



及与电影相关的资料。内容包括耀眼的明星、旧片回眸、风靡都会的电影插曲、影星与广告、

影刊一瞥等。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1930-1949/画册 

［知识责任］袁啸波 编撰 

［知识责任］张磊 编撰 

  

 

［正题名］歷史文獻 

［书目卷册］第七輯 

［第一责任人］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历史/文献/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籍/研究/中国 

  

 

［正题名］资料索引 

［第一责任人］孙郁，黄乔生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回望周作人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近年来周作人研究的概貌、现状、成果及趋向，并附有周作人生平简

表、著译系年及研究篇目索引。 

［知识责任］孙郁 主编 

［知识责任］黄乔生 主编 

  

 

［正题名］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副题名］1960-1966 

［第一责任人］鲍耀明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周作人在 1960-1966 年间同香港友人鲍耀明的往来书信 745 封，同时

收录周作人晚年日记 837 则，是研究周作人晚年生活状况、创作译事进程、处境心态及社会

交往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知识责任］鲍耀明 编 

  

 

［正题名］研究述评 

［第一责任人］孙郁，黄乔生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回望周作人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关于周作人的评论、研究文章。 



［知识责任］孙郁 主编 

［知识责任］黄乔生 主编 

  

 

［正题名］中国书院史 

［第一责任人］邓洪波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以书院发展历程为主线，阐述书院起于唐，兴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

于明清时期的书院发展概况，强调文化性、阶段性的书院特点，并进行各个时期书院的典型

介绍，反映了书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系以及书院在近代西学加盟后的变革。 

［主题词］书院/教育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邓洪波 著 

  

 

［正题名］19 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 

［第一责任人］曹天生主编 

［译者］张琨，何英玉，王滢波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世界汉学论丛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译文 

［知识责任］曹天生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琨 译 

［次知识责任］何英玉 译 

［次知识责任］王滢波 译 

  

 

［正题名］大学精神档案 

［丛书］近代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何光沪，任不寐，秦晖，袁伟时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 16 至 18 世纪发端于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现代的早期”精神文化，

阐述人类科学技术、政治及经济领域的飞速发展。 

［主题词］著作/简介/世界/近代/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何光沪 主编 

［知识责任］任不寐 主编 

［知识责任］秦晖 主编 

［知识责任］袁伟时 主编 

  

 

［正题名］大学精神档案 



［丛书］近代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何光沪，任不寐，秦晖，袁伟时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对思想多元化、种种思想风潮风起云涌的 19 世纪精神文化进行介绍，探

讨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人的发展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等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推动。 

［主题词］著作/简介/世界/近代/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何光沪 主编 

［知识责任］任不寐 主编 

［知识责任］秦晖 主编 

［知识责任］袁伟时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并列题名］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Arts 

［第一责任人］潘耀昌著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美术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美术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潘耀昌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史述论 

［第一责任人］关长龙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社科博士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资

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9 章，对中国学术史进行了研究。内容包括：先秦儒学、两汉经学、

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近代西学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关长龙 著 

  

 

［正题名］沈醉回忆作品全集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沈醉著] 

［译者］沈美娟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知识责任］沈醉 著 



［次知识责任］沈美娟 主编 

  

 

［正题名］沈醉回忆作品全集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沈醉著] 

［译者］沈美娟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知识责任］沈醉 著 

［次知识责任］沈美娟 主编 

  

 

［正题名］沈醉回忆作品全集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沈醉著] 

［译者］沈美娟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知识责任］沈醉 著 

［次知识责任］沈美娟 主编 

  

 

［正题名］沈醉回忆作品全集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沈醉著] 

［译者］沈美娟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知识责任］沈醉 著 

［次知识责任］沈美娟 主编 

  

 

［正题名］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 

［副题名］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罪证调查 

［第一责任人］杨玉林，辛培林，刁乃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相关档案资料及实地调查，揭示二战中日军在中

国东北实施细菌战、进行人体实验的罪恶与暴行。 

［主题词］侵华暴行/生物战/日本/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杨玉林 著 

［知识责任］辛培林 著 



［知识责任］刁乃莉 著 

  

 

［正题名］清代八股文 

［第一责任人］邓云乡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邓云乡集 

［附注内容］本书以清代八股文为研究对象，从其源流、特点、历史负作用等方面，对这种

文章“不能随意发挥”的繁难文体进行剖析。 

［主题词］八股文/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邓云乡 著 

  

 

［正题名］谭嗣同与维新派师友 

［第一责任人］丁平一著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岳麓书院学术文库 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朱汉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这位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学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在与其

维新派师友的关系中进行考察、探讨这些交往的文化背景，分析其特点、影响与结果，展现

了晚清维新变法的历史。 

［主题词］百日维新/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丁平一 著 

［次知识责任］朱汉民 主编 

  

 

［正题名］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 

［副题名］杜威在华讲演集 

［第一责任人］[杜威著] 

［译者］袁刚，孙家翔，任丙强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全面梳理和编校，将散落在当时的包括和书籍上的

杜威讲演一并收入，同时附有杜威夫人的部分讲演和“杜威在华活动年表”、“杜威在华讲演

目录”以及一些名人的有关评论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美国 

［知识责任］杜威 著 

［次知识责任］袁刚 编 

［次知识责任］孙家翔 编 

［次知识责任］任丙强 编 

  

 



［正题名］李鸿章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撰 

［译者］何卓恩评注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知识责任］梁启超 撰 

［次知识责任］何卓恩 评注 

  

 

［正题名］星光魅影 

［副题名］上世纪前半叶电影明星自述 

［第一责任人］《星光魅影》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中国电影百年半叶回眸 

［附注内容］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上世纪前半叶电影明星的访谈、自述、影评及部分简传，以原生态

形式记录了他们的生活。 

［主题词］电影演员/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正题名］清园近作集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王元化 著 

  

 

［正题名］张作霖传 

［第一责任人］徐彻，徐悦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张作霖时逢甲午之战后混乱的东北局势拉帮而起、到直奉之战成为中

国 大军 ，及一度成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并 终亡命于日本人之手的历程。 

［主题词］军 /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彻 著 

［知识责任］徐悦 著 

  

 

［正题名］为什么去中国 

［副题名］1923-1950 年在中国的回忆 

［并列题名］Why China? 

［第一责任人］（澳）C·P·菲茨杰拉尔德（Cp FitzGerald）著 



［译者］郇忠，李尧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用文字、照片记录了许多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背景。内容包括为

什么我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02－1923 年）、六十年前的中国、战争中的军 们等十四

章。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23-1950 

［知识责任］菲茨杰拉尔德 著 

［知识责任］FitzGerald 著 

［次知识责任］郇忠 译 

［次知识责任］李尧 译 

  

 

［正题名］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集 

［第一责任人］孙琬钟，刘瑞川主编 

［出版者］人民法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文集，收入文章有：略论董必武法制

思想的系统性，论董必武依法执政的法律思想，论董必武法治法制思想与程序正义等 43 篇。 

［知识责任］孙琬钟 主编 

［知识责任］刘瑞川 主编 

  

 

［正题名］东西方科学文化之桥 

［副题名］李约瑟研究 

［书目卷册］（2003 年号） 

［第一责任人］王钱国忠主编 

［译者］李约瑟文献中心，沪杏科技图书馆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王钱国忠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海洋要事 

［副题名］1901-2000 

［第一责任人］杨文鹤，陈伯镛，王辉编著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1901-2000 

［主题词］海洋/大事记/中国/1901-2000 

［知识责任］杨文鹤 编著 

［知识责任］陈伯镛 编著 

［知识责任］王辉 编著 



  

 

［正题名］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郝建生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西安事变（1936）/史料 

［知识责任］郝建生 编著 

  

 

［正题名］邓小平·1928 

［第一责任人］谷白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电影文学剧本/中国 

［知识责任］谷白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4.2 

［并列题名］Beijing Archives Series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厘金制度研究 

［并列题名］The Research of Lijin 

［第一责任人］郑备军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厘金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郑备军 著 

  

 

［正题名］沈兼士學術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沈兼士著 

［译者］葛信益，啓功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汉语/语言学/文集 



［知识责任］沈兼士 著 

［次知识责任］葛信益 整理 

［次知识责任］啓功 整理 

  

 

［正题名］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卓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日本家族制度及其在近代化作用与影响下状态的考察以及对中国家族

制度的研究，分析其历史、制度、伦理特点，凸显了同为东方国家两国历史进程的差异及中

国近代衰落的原因等。 

［主题词］家族/制度/对比研究/中国/日本/古代至现代 

［知识责任］李卓 著 

  

 

［正题名］另类才女苏雪林 

［第一责任人］石楠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东方名流丛书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石楠 著 

  

 

［正题名］周而复往事回首录 

［书目卷册］之一 

［丛书］空余旧迹郁苍苍 

［第一责任人］周而复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周而复 著 

  

 

［正题名］周而复往事回首录 

［书目卷册］之二 

［丛书］雄鸡一声天下白 

［第一责任人］周而复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周而复 著 

  



 

［正题名］周而复往事回首录 

［书目卷册］之三 

［丛书］朝真暮伪何人辩 

［第一责任人］周而复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周而复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人物注释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正题名］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书目卷册］上卷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理与物 

［第一责任人］汪晖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以“时势”、“理势”等儒学概念为切入点，

解释儒学世界观的形成与演变，以及作为现代科学方法的先导晚清考证学等。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汪晖 著 

  

 

［正题名］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书目卷册］上卷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帝国与国家 

［第一责任人］汪晖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从中国的礼仪与皇权制度、中国的对外关系，及儒学形态的变化及其与历

史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阐释中国清代变法维新前的思想史。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汪晖 著 

  

 

［正题名］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书目卷册］下卷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公理与反公理 

［第一责任人］汪晖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从甲午战争后以进化论为背景在欧洲自由主义思想支持下建立的新宇宙观

为起点，探讨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建立，以及对于个体概念与宗教、道德关系的探讨等问题。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汪晖 著 

  

 

［正题名］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书目卷册］下卷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科学话语共同体 

［第一责任人］汪晖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切入，从中西文化的论战，知识的分化与教育的

改制等方面，探讨科学世界观本身的蜕变过程即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过程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汪晖 著 

  

 

［正题名］末代皇帝立嗣纪实 

［第一责任人］爱新觉罗·毓喦述 

［译者］贾英华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末代皇帝系列 之四 

［附注内容］本书从“新京”、“溥仪的畸形家庭”、“伪宫内苑”、“伪满垮台前后”、“归国”、

“战犯管理所的生活”等十六个部分，叙述了末代皇帝的一生。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爱新觉罗·毓喦 述 

［次知识责任］贾英华 著 

  

 

［正题名］末代太监孙耀庭传 

［第一责任人］贾英华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末代皇帝系列 之三 

［附注内容］本书分“净身”、“涛贝勒府”、“皇宫内苑”、“大红墙内”、“日暮皇城”、“黎民

太监”、“伪满洲国”等十五个部分，描述了末代太监孙耀庭的一生。 



［主题词］太监/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贾英华 著 

  

 

［正题名］时空穿行 

［副题名］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 

［并列题名］Travels in Space and Time 

［副题名］Looking Back at Century of Chinese Rural Anthropology 

［第一责任人］庄孔韶等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云南大理西镇、广东潮州凤凰村、华南茶山等

八个代表性乡村田野进行调查，探讨了中国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宗族制度、农民社会等课题。 

［主题词］农村/社会人类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庄孔韶 著 

  

 

［正题名］中国到自由之路 

［副题名］罗素在华讲演集 

［第一责任人］[罗素著] 

［译者］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全面梳理和编校，将散落在当时的报刊和书籍上的

罗素讲演一并收入，同时附有勃拉克女士的部分讲演和“罗素来华行程及将讲演总表”以及

一些名人的有关评论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英国 

［知识责任］罗素 著 

［次知识责任］袁刚 编 

［次知识责任］孙家祥 编 

［次知识责任］任丙强 编 

  

 

［正题名］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 

［第一责任人］李华川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教育部 211 学术科研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对有关陈季同的中文和法文文献做了深入发掘，重点研究了陈季同的

文化经历，描述了他如何在欧洲将一个理想化的“文化中国”形象传播给西方公众，并分析

其回国后文化姿态发生变化的原因。 

［主题词］东西文化/文化交流/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季同 著 

  

 

［正题名］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夏晓虹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学术史丛书 陈平元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女性社会”、“女性典范”以及“女性之死”三篇，映显了晚清女性

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展现了先进女性有别于传统的精神世界，讲述了三位死于上

个世纪初的女性的故事。 

［主题词］女性/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夏晓虹 著 

  

 

［正题名］孙中山政治心理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蓓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对孙中山先生有关新型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构建思路，中国国民人格优

劣因素与民族、政治发展的相关性思考进行了研究，阐发了先生的政治心理思想。 

［知识责任］王蓓 著 

  

 

［正题名］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 

［第一责任人］宋莉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宋莉华 著 

  

 

［正题名］日本的兴亡 

［书目卷册］之二 

［丛书］肆虐的太阳旗 

［第一责任人］（美）亚瑟·查齐，时代生活丛书编辑著 

［译者］胡修雷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美国时代生活版]·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系列 

［附注内容］美国时代生活公司授权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的形式叙述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始末，以及侵略亚洲国家的罪



行，同时表现了同盟国反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史实。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图集 

［主题词］太平洋战争（1941-1945）/史料/日本/图集 

［知识责任］查齐 著 

［次知识责任］胡修雷 译 

  

 

［正题名］日本的兴亡 

［书目卷册］之三 

［丛书］日本的崩溃 

［第一责任人］（美）基斯·惠勒，时代生活丛书编辑著 

［译者］李海钢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美国时代生活版]·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美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对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进程的促进、再现美国对

拒绝停战 后通牒的日本投放原子弹使其两座城市沦为废墟的史实。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图集 

［主题词］太平洋战争（1941-1945）/史料/日本/图集 

［知识责任］惠勒 著 

［次知识责任］李海钢 译 

  

 

［正题名］重商帝国 

［副题名］1689-1783 年的英帝国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亚东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提出了该时期英帝国的特点是重商主义，并从重商帝国的思想基础、重商

帝国的领土扩张、重商帝国的政治实践、重商帝国的经济纽带和重商帝国的解体等五个方面

进行了全面阐释。 

［主题词］近代史/英国/1689-1783 

［主题词］重商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张亚东 著 

  

 

［正题名］口述历史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王俊义，丁东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逝者留声、名流青史、长卷先睹、百姓沧桑、多维视角、评议与思考

等栏目，共收有十几篇文章，如《黄克诚印象》、《西渡天山挽危局——漫忆张治中》、《我所



经历的中国乒乓外交》、《再谈老舍之死》等。 

［主题词］口述历史学/丛刊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王俊义 主编 

［知识责任］丁东 主编 

  

 

［正题名］想象女性 

［副题名］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 

［ 并 列 题 名 ］ Imagining Women:The Narration in the novels of theShanghai-Based 

novelistst[1892-1949] 

［第一责任人］姚玳玫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小说/女性/人物形象/文学研究/中国/1892-1949 

［知识责任］姚玳玫 著 

  

 

［正题名］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 

［并列题名］Pro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 A Study of Their 

Programs Pperations and Trends 

［第一责任人］（美）何凯立著 

［译者］陈建明，王再兴译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 

［主题词］基督教（新教）/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何凯立 著 

［次知识责任］陈建明 译 

［次知识责任］王再兴 译 

  

 

［正题名］梅兰芳画传 

［第一责任人］王慧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的形式记述了一代京剧大师的一生和舞台生涯，记载了梅派艺术对

京剧艺术的巨大贡献，介绍了其自 1894 至 1961 年去世的人生历程。 

［知识责任］王慧 著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珍藏版 

［书目卷册］柒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2004.6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料/世界 

  

 

［正题名］内藤湖南研究 

［第一责任人］钱婉约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 20 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教育部北京大学 985 学术规划项目 

［知识责任］钱婉约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史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34 章，对从 1919 年至 1949 年为止的中国历史做了全面、科学、客

观的论述，探讨了民主革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互动作用

等。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正题名］施琅与台湾 

［第一责任人］施伟青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台湾统一/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施伟青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史论 

［第一责任人］王华倬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体育课程历史研究的专著，共分 7 章。主要内容为中国

近现代体育课程研究的价值和研究设计，课程与体育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和课程史研究的问

题，中国体育课程百年发展演变的过程论述和分析，百年历史经验的概括和研究结果及中国



特色体育课程展望。 

［主题词］体育课/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体育课/教育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华倬 著 

  

 

［正题名］中亚通史 

［丛书］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丁笃本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亚的影响、1917 年俄国革命时期的中亚、中

亚的内战、中亚的经济社会改造和民族国家的组建、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前期的中亚

等 10 章。 

［主题词］通史/中亚 

［主题词］通史/中亚/现代史 

［知识责任］丁笃本 著 

  

 

［正题名］中亚通史 

［丛书］近代卷 

［第一责任人］王治来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叙述 16 世纪以后至 1914 年约 400 年间中亚的历史，内容包括：16

世纪中亚汗国的形成、中亚诸汗国的对外关系、中亚汗国的鼎盛时期、18 世纪前半期中亚

的内外处境、中亚的相对和平安定时期等十章。 

［主题词］通史/中亚 

［主题词］通史/中亚/近代史 

［知识责任］王治来 著 

  

 

［正题名］朝贡制度史论 

［副题名］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云泉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外交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云泉 著 

  

 

［正题名］张学良探微 

［副题名］晚年记事 

［第一责任人］张之宇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知识责任］张之宇 著 

  

 

［正题名］清代诸子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仲华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以明清之际先秦诸子学的复兴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论述明清交替、清代

中叶以及晚清时期诸子学产生、发展、变化的状况，揭示其在各个阶段的成就与特色。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仲华 著 

  

 

［正题名］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研究 

［副题名］1644-1911 

［书目卷册］（续） 

［第一责任人］石方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十章，内容包括北方民族的神偶世界、历史的文明与社会的进步、特

殊语言与社会生活、人口迁移与城镇的形成、妇女精神生活的极端典型、黑龙江区域文化层

分期、家庭传承与世家大族的衰败等。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黑龙江/1644～1911 

［知识责任］石方 著 

  

 

［正题名］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 

［第一责任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分“峥嵘岁月”、“精神家园”、“情系敌地”、“传承精神”以及“今日井冈”

五个部分阐述了井冈山精神这一带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

们党发展壮大和成就伟业的精神动力。 

［主题词］井冈山根据地/中国/革命传统教育读物 

  

 

［正题名］美国中国学史研究 

［副题名］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朱政惠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汉学/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朱政惠 著 

  

 

［正题名］海外上海学 

［并列题名］Shanghai Studies in the World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周五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上海市研究译丛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

点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研究上海市地方历史的著作，书共分三部分：上编“现状和趋势”、

中编“名著解读”、 下编“名家剪影”。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上海 

［知识责任］熊月之 主编 

［知识责任］周五 主编 

  

 

［正题名］1927-1937 年的上海 

［副题名］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 

［并列题名］Shanghai,1927-1937: Municipal Power,Locality,and Modernization 

［第一责任人］（法）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著 

［译者］张培德，辛文锋，肖庆璋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上海市研究译丛 The Series Translating Shanghai Histoy eng 

［附注内容］本书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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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5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6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7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8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9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0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1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2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3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4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5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6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7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8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9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0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1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2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3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4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5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6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7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8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9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0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1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2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3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4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5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6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7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8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9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0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1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2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3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4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5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6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7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8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9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0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1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2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滋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3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4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5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6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7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8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9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0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1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2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3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4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5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6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7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8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9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90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91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92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93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94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東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95 

［第一责任人］凤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李曙新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 

［知识责任］李曙新 著 

  

 

［正题名］紫禁城的黄昏 

［副题名］德龄公主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德龄公主著 

［译者］秦传安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一名前清女官的视角，记录了作者随侍慈禧期间的亲身见闻，描写

了慈禧太后的饮食起居、服饰装扮、言行举止和习性品格等。 

［知识责任］德龄 著 

［次知识责任］秦传安 译 

  

 

［正题名］清代后妃 

［第一责任人］王艳春、李贤淑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后妃/列传/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艳春 著 

［知识责任］李贤淑 著 

  

 

［正题名］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 

［第一责任人］那思陆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法史论丛 3 

［附注内容］本书共七章。内容包括清入关前司法审判制度；清代中央司法审判机关；清代

中央司法审判程序之一－－各省案件复核程序；清代中央司法审判程序之二－－京师案件现

审程序；清代中央司法审判程序之三－－特别案件审理程序等。 

［主题词］审判/司法制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那思陆 著 

  

 

［正题名］毛泽东 

［副题名］革命者与建设者 

［第一责任人］（日）近藤邦康著 



［译者］宋志勇…[等]译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将毛泽东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复杂背景下，通过不同时期的特点和相互

关系来研究作为革命者和建设者的毛泽东。 

［知识责任］近藤邦康 著 

［次知识责任］宋志勇 译 

  

 

［正题名］东北土匪 

［第一责任人］曹保明著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华奇俗文库 

［主题词］土匪/史料/东北地区/现代 

［知识责任］曹保明 著 

  

 

［正题名］1954 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法 

［第一责任人］韩大元编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近代中国的宪政思想与宪政理论，主要来自下放。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西方

宪政文化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家中的衍生。本书论述研究从清末戊戌变法即

中国立宪运动始，至 1954 年新中国宪法产生止。 

［主题词］宪法/研究/中国/1954- 

［知识责任］韩大元 编著 

  

 

［正题名］解放日记 

［副题名］1949 年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陈虎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以长篇电视系列片《解放日记——1949 年的故事》文字台本为基础写成，

记录了中国 1949 年的历史，记述了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国盛典等决定中

国命运的不平常年份的 365 个日夜。 

［主题词］电视系列片/解说词/中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9 

［知识责任］陈虎 著 

  

 

［正题名］国民党训政体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兆刚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分析了训政体制建立的理论基础、政治构架、实际运行和发展趋势，

并以地方自治为个案深入探讨了训政体制与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 

［知识责任］王兆刚 著 

  

 

［正题名］国际汉学集刊 

［书目卷册］1 

［并列题名］Chinese Studies in Global View 

［第一责任人］陈学超主编 

［译者］王晓凌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国内外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的等一切涉

及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论文 30 余篇。另外还探讨了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技巧等。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世界/丛刊/2004 

［知识责任］陈学超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晓凌 副主编 

  

 

［正题名］正说清朝十二帝 

［副题名］图文本 

［第一责任人］阎崇年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皇帝/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阎崇年 著 

  

 

［正题名］慈禧与光绪 

［副题名］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 

［第一责任人］（美）何德兰著 

［译者］晏方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共二十二章。包括慈禧太后的早年生活、慈禧太后历练的年代、光绪的自

我发展、宫廷所在的紫禁城、汉族贵妇人等章节。 

［知识责任］何德兰 著 

［知识责任］黑德兰 著 

［知识责任］Headland 著 

［次知识责任］晏方 译 

  

 



［正题名］E. A. 罗斯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 in E. A. Ross' s Eyes 

［第一责任人］（美）罗斯著 

［译者］晓凯译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大约在 1910 年，美国社会学家 E. A. 罗斯来到中国，从华南地区到华北地区

再到西南地区，用了六个月时间，一路行来一路问，以便感受一边思考，写下了他对中国和

中国人的直观感受和理性思考。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罗斯 著 

［次知识责任］晓凯 译 

  

 

［正题名］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 

［副题名］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为视角 

［第一责任人］尤志安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诉讼法学文库 ⅩⅩⅤ 樊崇义总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主题词］刑事诉讼/司法制度/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尤志安 著 

  

 

［正题名］苏北人在上海 

［副题名］1850-1980 

［并列题名］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第一责任人］（美）韩起澜（Emili Honig）著 

［译者］卢明华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上海史研究译丛 The Seri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eng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

点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据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译出 

［主题词］上海市/历史/研究/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上海市/1850-1980 

［知识责任］韩起澜 著 

［知识责任］Honig 著 

  

 

［正题名］上海警察 



［副题名］1927-1937 

［并列题名］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第一责任人］（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著 

［译者］章红…[等]译 

［译者］周育民校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上海史研究译丛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eng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

点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译出 

［主题词］上海市/历史/研究/近代 

［主题词］警察/历史/上海市/1927-1937 

［知识责任］魏斐德 著 

［知识责任］Frederic Wakeman 著 

［次知识责任］章红 译 

［次知识责任］陈雁 译 

［次知识责任］金燕 译 

［次知识责任］张晓阳 译 

［次知识责任］周育民 校 

  

 

［正题名］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石毕凡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公法研究 谢晖，陈金钊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合法性危机与立宪运动的发轫；训政与党治时期宪政运动的曲折发

展；自由主义宪政的理论内涵等内容。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石毕凡 著 

  

 

［正题名］龙骨 

［副题名］一个外国人眼中的“老成都” 

［并列题名］The Draggng Backbong: Portraits of Chengdu People in the 1920's 

［第一责任人］（英）徐维理（William G. Sewell）著 

［译者］俞子丹绘 

［译者］萧冰译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挑水夫、街头木偶戏、看洋画等场景展现了成都民国初期的人文风俗

及社会风貌。书中配有 90 幅水墨画。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成都市/民国 



［知识责任］徐维理 著 

［知识责任］Sewell 著 

［次知识责任］俞子丹 绘 

［次知识责任］萧冰 译 

  

 

［正题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周红宇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学位/教育史/研究/世界 

［主题词］研究生教育/教育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周红宇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事探索 

［第一责任人］郭汉民著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郭汉民 著 

  

 

［正题名］钱大昕的史学思想 

［第一责任人］王记录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知识责任］王记录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4.3 

［并列题名］Beijing Archives Series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重寻胡适历程 

［副题名］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第一责任人］（美）余英时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中国典籍史 

［第一责任人］李致忠，周少川，张木早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主题词］古籍/图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致忠 著 

［知识责任］周少川 著 

［知识责任］张木早 著 

  

 

［正题名］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 

［第一责任人］程中原执笔 

［译者］《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知识责任］程中原 执笔 

  

 

［正题名］时代履痕 

［副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散文选 

［书目卷册］上 

［并列题名］The Travel Trail of the Age: Anthology of the Scholars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第一责任人］单天伦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散文选编委会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秋韵丛书 Qiuyun Series eng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单天伦 主编 

  

 

［正题名］时代履痕 

［副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散文选 

［书目卷册］下 

［并列题名］The Travel Trail of the Age: Anthology of the Scholars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第一责任人］单天伦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散文选编委会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秋韵丛书 Qiuyun Series eng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单天伦 主编 

  

 

［正题名］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副题名］傅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傅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化学家/纪念文集/中国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 

［第一责任人］胡为雄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的基础上，以时间为序，介绍了毛泽东

思想在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及 60 年代前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时期各时期的宣传

和研究。 

［知识责任］胡为雄 著 

  

 

［正题名］起步到发展 

［副题名］李鹏核电日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鹏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核电站/原子能工业/能源经济/概况/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鹏 著 

  

 

［正题名］起步到发展 

［副题名］李鹏核电日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鹏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核电站/原子能工业/能源经济/概况/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鹏 著 

  

 

［正题名］晚清江湖百业 

［副题名］营业写真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稼句编纂，点校 

［出版者］西泠印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贸易史/图集/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风俗习惯/图集/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稼句 编纂 

  

 

［正题名］晚清江湖百业 

［副题名］营业写真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稼句编纂，点校 

［出版者］西泠印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贸易史/图集/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风俗习惯/图集/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稼句 编纂，点校 

  

 

［正题名］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 

［第一责任人］康有为著 

［译者］程道德点校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次知识责任］程道德 点校 

  

 

［正题名］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释文 

［第一责任人］程道德整理点校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知识责任］程道德 整理点校 

  

 

［正题名］清儒得失论 

［副题名］刘师培论学杂稿 



［第一责任人］刘师培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朗朗书房 国学基础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辑有作者所作《清儒得失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字义起于字音说》、

《群经大义相通论》等评论古今学术思想和“小学”、经学、校释群书等方面的著述，从多

个方面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和成就。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评论/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刘师培 著 

  

 

［正题名］中国元帅将军授衔全记录 

［副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5-1964 年元帅将军授衔纪事 

［第一责任人］宋国涛编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知识责任］宋国涛 编著 

  

 

［正题名］回到天安门 

［副题名］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俄）С·Л·齐赫文斯基著 

［译者］马贵凡，刘存宽，陈春华译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知识责任］齐赫文斯基 著 

［次知识责任］马贵凡 译 

［次知识责任］刘存宽 译 

［次知识责任］陈春华 译 

  

 

［正题名］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第一责任人］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龚育之 著 

［知识责任］逄先知 著 

［知识责任］石仲泉 著 

  

 

［正题名］我的回忆 

［副题名］黄汲清回忆录摘编 

［第一责任人］[黄汲清著] 

［译者］[黄渝生整理] 



［出版者］地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地质学 

［知识责任］黄汲清 著 

［次知识责任］黄渝生 整理 

  

 

［正题名］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 

［第一责任人］徐秀丽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乡村/地方自治法/法规/汇编/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徐秀丽 编 

  

 

［正题名］烈士与纪念馆研究 

［书目卷册］第八辑 

［第一责任人］龙华烈士纪念馆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的文集，介绍了园馆建设、工作、文物集藏、

陈列展览、接待讲解等情况，以及纪念馆的纪念文化、教育情况等。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文集 

  

 

［正题名］舊作輯存 

［第一责任人］张力著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太平天国/研究/文集 

［主题词］义和团/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张力 著 

  

 

［正题名］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 

［副题名］1796——1911 

［第一责任人］章伯鋒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65.4 

［主题词］职官表/中国/1796-1911 

［知识责任］章伯锋 编 

  

 

［正题名］铁骨冰心傲岁华 



［副题名］常任侠百年诞辰纪念集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出版时间不详] 

 

［正题名］國史擬傳 

［书目卷册］第八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三月[2000.3]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正题名］吳景濂與民初國會 

［第一责任人］管美容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六月[1995.6] 

［丛编题名］民國人物傳記叢書 2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议会/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管美容 著 

  

 

［正题名］臺灣土地資料彙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丛书］光復初期土地接收與處理 

［书目卷册］㈠ 

［第一责任人］何鳯嬌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一月[1993.11] 

［主题词］土地问题/史料/台湾/1946 

［知识责任］何凤娇 编 

  

 

［正题名］臺灣土地資料彙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丛书］光復初期土地接收與處理 

［书目卷册］㈡ 

［第一责任人］何鳯嬌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一月[1994.1] 

［主题词］土地问题/史料/台湾/1945 

［知识责任］何凤娇 编 

  

 



［正题名］張學良與日本 

［第一责任人］臼井勝美著 

［译者］陳鵬仁译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八月[1994.8]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日本 NHK 公司一九九○年在台北访问张学良的记录写成。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臼井勝美 著 

［次知识责任］陈鹏仁 译 

  

 

［正题名］台灣不可欺記 

［第一责任人］伊藤金次郎著 

［译者］（财）日本文教基金会编译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珍本台灣史料 1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944-1946 

［知识责任］伊藤金次郎 著 

  

 

［正题名］宋代驛站制度 

［第一责任人］趙效宣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九月[1983.9] 

［主题词］政治制度/中国/1911 年以前 

［主题词］驿站/制度/研究/中国/宋代 

［知识责任］赵效宣 著 

  

 

［正题名］蘇浙旅港同鄉會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孔東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月[1994.10] 

［主题词］同乡会/研究/中国/香港 

［知识责任］孔东 著 

  

 

［正题名］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 

［副题名］從九一八到七七 

［第一责任人］劉維開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六月[1995.6] 

［丛编题名］民國史學叢書 1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1931～1937 

［主题词］九·一八事变(1931) 

［主题词］七·七事变(1937) 

［知识责任］刘维  著 

  

 

［正题名］浙江省土地問題與二五減租 

［副题名］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第一责任人］陳淑銖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三月[1996.3] 

［丛编题名］民國史學叢書 2 

［主题词］土地改革/中国/浙江/民国 

［知识责任］陈淑铢 著 

  

 

［正题名］唐继尭与西南政局 

［第一责任人］楊維眞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一月[1994.1] 

［主题词］军事家/中国/民国 

［主题词］政治/概况/中国/西南地区/民国 

［知识责任］杨维真 著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書評選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译者］遲景德主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六月[1999.6] 

［主题词］现代史/史评/中国/1919-1949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文集 

［次知识责任］遲景德 主编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書評選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译者］遲景德主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二月[1999.12] 

［主题词］现代史/史评/中国/1919-1949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文集 



［次知识责任］遲景德 主编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書評選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四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译者］遲景德主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十二月[2000.12] 

［主题词］现代史/史评/中国/1919-1949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文集 

［次知识责任］遲景德 主编 

  

 

［正题名］中國近百餘年大事述評 

［副题名］中國近代現代史論文集 

［书目卷册］一册 

［第一责任人］李守孔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七月[1996.7]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论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李守孔 著 

  

 

［正题名］中國近百餘年大事述評 

［副题名］中國近代現代史論文集 

［书目卷册］二册 

［第一责任人］李守孔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七月[1996.7]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论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李守孔 著 

  

 

［正题名］中國近百餘年大事述評 

［副题名］中國近代現代史論文集 

［书目卷册］三册 

［第一责任人］李守孔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七月[1996.7]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论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李守孔 著 

  

 

［正题名］中國近百餘年大事述評 

［副题名］中國近代現代史論文集 

［书目卷册］四册 

［第一责任人］李守孔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七月[1996.7]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论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李守孔 著 

  

 

［正题名］中國近百餘年大事述評 

［副题名］中國近代現代史論文集 

［书目卷册］五册 

［第一责任人］李守孔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七月[1996.7]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论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李守孔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届討論會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印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二月[1998.12] 

［主题词］通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届討論會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印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二月[1998.12]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 



［副题名］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 

［第一责任人］黃季陸撰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六月[1978.6]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1924 

［知识责任］黄季陆 撰 

  

 

［正题名］台灣鐵道傳奇 

［第一责任人］洪致文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生活台灣 5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台湾/图集 

［知识责任］洪致文 著 

  

 

［正题名］香港明信片精選 

［副题名］1940's-1970's 

［第一责任人］鄭寶鴻著 

［译者］張順光，佟寶銘，陳立明合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圖說香港系列 

［主题词］明信片/图集/中国/香港/1940-1970 

［知识责任］郑宝鸿 著 

［次知识责任］张順光 合编 

［次知识责任］佟宝铭 合编 

［次知识责任］陈立明 合编 

  

 

［正题名］日本人與香港 

［副题名］十九世紀見聞錄 

［第一责任人］陳湛頤著 

［出版者］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95 

［丛编题名］亞洲學術文庫 

［主题词］游记/日本人/研究/香港/十九世纪 

［主题词］地方史/对外关系/香港/十九世纪/史料 

［知识责任］陈湛颐 著 

  

 

［正题名］太平天國始末記 

［第一责任人］毛應章编撰 



［出版者］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新人人文庫 

［主题词］太平天国/研究 

［知识责任］毛应章 编撰 

  

 

［正题名］時代的投影 

［副题名］近代人物品評 

［第一责任人］林博文著 

［出版者］元尊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風格館.風格人文 楊淑慧主编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世界/近代 

［知识责任］林博文 著 

［次知识责任］杨淑慧 主编 

  

 

［正题名］上海舊夢 

［第一责任人］树棻 

［出版者］天地图书馆 

［出版日期］2002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树棻 著 

  

 

［正题名］1600-1930 台灣史 

［副题名］研究台灣歷史珍貴資料 

［第一责任人］山崎繁树, 野上矯介 

［出版者］武陵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山崎繁树 著 

［知识责任］野上矫介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 

［第一责任人］薛化元编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二月[2002.2] 

［丛编题名］大專用書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1840-1949/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薛化元 编著 

  



 

［正题名］近代史 

［第一责任人］段昌國著 

［出版者］衆文圖書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九月[1996.9] 

［丛编题名］中國通史 傅樂成主编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1840-1911 

［知识责任］段昌国 著 

［次知识责任］傅乐成 主编 

  

 

［正题名］香港浸會大學校史 

［第一责任人］黄嫣梨编著 

［出版者］香港浸会大学 

［出版日期］1996.1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香港/1945-1990 

［知识责任］黄嫣梨 编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 

［书目卷册］上 

［丛书］1600-1923 年 

［第一责任人］徐中約著 

［译者］計秋楓，朱慶葆译；茅家琦，錢乘旦校 

［出版者］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1600-1923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徐中约 著 

［次知识责任］计秋枫 译 

［次知识责任］朱庆葆 译 

［次知识责任］茅家琦 校 

［次知识责任］钱乘旦 校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 

［书目卷册］下 

［丛书］1911-1998 年 

［第一责任人］徐中約著 

［译者］計秋楓，朱慶葆译；茅家琦，錢乘旦校 

［出版者］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1911-1998 

［知识责任］徐中约 著 



［次知识责任］计秋枫 译 

［次知识责任］朱庆葆 译 

［次知识责任］茅家琦 校 

［次知识责任］钱乘旦 校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 

［第一责任人］查時傑著 

［出版者］大中国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二月[2003.2]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1644-1987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查时杰 著 

  

 

［正题名］清末議訂中外商約交涉 

［副题名］盛宣懷往來函電稿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爾敏，陳善偉编 

［出版者］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 

［丛编题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史料叢刊 5 

［主题词］对外贸易/商务条约/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王尔敏 编 

［知识责任］陈善伟 编 

  

 

［正题名］清末議訂中外商約交涉 

［副题名］盛宣懷往來函電稿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爾敏，陳善偉编 

［出版者］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 

［丛编题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史料叢刊 5 

［主题词］对外贸易/商务条约/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王尔敏 编 

［知识责任］陈善伟 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海防 

［副题名］軍事與經濟 

［第一责任人］李金強，劉義章，麥勁生合编 

［出版者］香港近代中国史学会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军事史/文集 

［主题词］海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经济/关系/军事 

［知识责任］李金强 编 

［知识责任］刘义章 编 

［知识责任］麦劲生 编 

  

 

［正题名］臺灣歷史故事 

［书目卷册］5 

［丛书］日本统治的时代 

［丛书］1895-1945 

［第一责任人］周姚苹撰写 

［译者］曹永和顾问；台北市國小社會科輔导團审定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6.6 

［主题词］历史故事/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周姚苹 撰写 

［次知识责任］曹永和 顾问 

  

 

［正题名］菏據時代台灣史 

［第一责任人］楊彦杰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臺灣研究叢刊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624-1662 

［知识责任］杨彦杰 著 

  

 

［正题名］中國工業化通論（原名舊文明與新工業） 

［第一责任人］谷春帆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工业化/概论/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谷春帆 著 

  

 

［正题名］中國親屬法溯源 

［第一责任人］徐朝陽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學小叢書 



［主题词］婚姻法/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徐朝阳 著 

  

 

［正题名］中國教育問題之討論 

［第一责任人］天行，張光濤，莊澤宣著 

［译者］王雲五，李聖五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東方文庫 續編 

［附注内容］东方杂志社三十周年纪念刊 

［主题词］教育工作/中国/民国/文集 

［知识责任］天行 著 

［知识责任］张光涛 著 

［知识责任］庄泽宣 著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圣五 主编 

  

 

［正题名］東方民族解放戰争的新形勢 

［第一责任人］孟宪章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人民百科小册 

［主题词］民族解放运动/东南亚 

［知识责任］孟宪章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高勞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東方文庫 第一種 

［附注内容］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刊物 

［主题词］辛亥革命/近代史 

［知识责任］高劳 编 

  

 

［正题名］中國財政問題 

［第一责任人］[諸青來，岩雙]著 

［译者］王雲五，李聖五编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财政/研究/中国/民国/文集 



［知识责任］诸青来 著 

［知识责任］岩双 著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著著 

［次知识责任］李圣五 著著 

  

 

［正题名］中國鎢礦論 

［第一责任人］李伯賢编述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百科小叢書 王雲五主编 

［主题词］稀有金属矿床/钨/中国 

［知识责任］李伯贤 著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丛书主编 

  

 

［正题名］絲業與棉業 

［第一责任人］[吳兆名，黎名郇]著 

［译者］王雲五，李聖五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東方文庫 续编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蚕业/中国/民国 

［主题词］棉花/种植业/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吴兆名 著 

［知识责任］黎名郇 著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圣五 主编 

  

 

［正题名］蠶絲業汎論 

［第一责任人］戴禮澄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職業學校教科書 

［主题词］蚕业/经济史/世界/史料 

［知识责任］戴礼澄 著 

  

 

［正题名］移民問題 

［第一责任人］[張樑任，王世杰]著 

［译者］王雲五，李聖五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東方文庫 续编 

［附注内容］东方杂志社三十周年纪念刊； 附参考书目 

［主题词］移民问题/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张梁任 著 

［知识责任］王世杰 著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编 

［次知识责任］李圣五 编 

  

 

［正题名］國民工役 

［第一责任人］梁楨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工役制/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梁桢 著 

  

 

［正题名］中國刑法溯源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徐朝陽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學小叢書 

［主题词］刑法/法制史/中国 

［知识责任］徐朝阳 著 

  

 

［正题名］中國刑法溯源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徐朝陽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學小叢書 

［主题词］刑法/法制史/中国 

［知识责任］徐朝阳 著 

  

 

［正题名］現代合作運動 

［第一责任人］王雲五，李聖五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合作经济/经济史/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王云五 编 



［知识责任］李圣五 编 

［次知识责任］Dannerjea 著 

［次知识责任］Griffiths 著 

［次知识责任］龙大均 著 

［次知识责任］雷宾南 著 

［次知识责任］程君青 译 

［次知识责任］程〓廉 译 

  

 

［正题名］ 近中國教育行政四講 

［第一责任人］馬宗榮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马宗荣 著 

  

 

［正题名］婦女參政運動 

［第一责任人］森口繁治著 

［译者］劉絜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新時代史地叢書 王雲五，蔡元培，吳敬恆主编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世界 

［主题词］女权运动/历史/世界 

［知识责任］森口繁治 著 

［次知识责任］刘絜敖 译 

［次知识责任］蔡元培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敬恒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主编 

  

 

［正题名］工業化與中國礦業建設 

［第一责任人］曹立瀛著 

［译者］國民經濟研究所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民經濟研究所丙種叢書 第三編 

［主题词］矿业经济/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曹立瀛 著 

［次知识责任］国民经济研究所 编 

  

 

［正题名］中外漁業概觀 



［第一责任人］費鸿年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百科小叢書 王云五主编 

［主题词］渔业经济/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渔业/概况/世界/史料 

［知识责任］费鸿年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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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届討論會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印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二月[1993.12]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届討論會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印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二月[1993.12]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近、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變遷 

［第一责任人］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编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正题名］梁啟超研究叢稿 

［第一责任人］吳銘能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文獻學叢刊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近代 

［知识责任］吴铭能 著 

  

 

［正题名］中國近現代思想觀念史論 

［第一责任人］林安梧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九月[1995.9]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安梧 著 

  

 

［正题名］抗戰以前之中日關係 

［第一责任人］周開慶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四年十月[1985.10]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周 庆 著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书目卷册］第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六年十二月[1987.12]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研究/文集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與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十二月[1989.12] 

 

［正题名］排華史料彙編 

［副题名］墨西哥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何鳳嬌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六月[1991.6] 

［丛编题名］民國政府外交史料 

［主题词］华侨/历史/墨西哥/史料 

［主题词］华人/历史/墨西哥/史料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墨西哥/史料 

［知识责任］何凤娇 编 

  

 

［正题名］排華史料彙編 

［副题名］墨西哥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何鳳嬌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六月[1991.6] 

［丛编题名］民國政府外交史料 

［主题词］华侨/历史/墨西哥/史料 

［主题词］华人/历史/墨西哥/史料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墨西哥/史料 

［知识责任］何凤娇 编 

  

 

［正题名］中共黨史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上海、瑞金時期 

［第一责任人］蔡國裕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四月[1988.4] 

［知识责任］蔡国裕 著 

  

 

［正题名］中共黨史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延安時期 

［第一责任人］蔡國裕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六月[1990.6] 

［知识责任］蔡国裕 著 

  

 

［正题名］中共黨史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第一责任人］蔡國裕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一月[1994.11] 

［知识责任］蔡国裕 著 

  

 

［正题名］電信史料 

［第一责任人］葉健青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六月[1980.6]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交通史料 朱匯森主编 二 

［主题词］电信/经济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叶健青 编 

［次知识责任］朱汇森 主编 

  

 

［正题名］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 

［书目卷册］初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組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八年十月[1979.10] 

［主题词］战役/军事史/金门/史料/1949 

［主题词］战役/军事史/舟山/史料/1949 

  

 



［正题名］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 

［书目卷册］续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組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五月[1982.5] 

［主题词］战役/军事史/金门/史料/1949 

［主题词］战役/军事史/舟山/史料/1949 

  

 

［正题名］航政史料 

［第一责任人］葉健青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六月[2989.6]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交通史料 朱匯森主编 一 

［主题词］水路运输政策/交通运输史/中国 

［知识责任］叶健青 编 

［次知识责任］朱汇森 主编 

  

 

［正题名］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軍事委員會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周美華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一月[1996.1] 

［主题词］军事行政/军事组织机构/中国/史料/民国 

［主题词］政府机构/国民政府/史料 

［知识责任］周美华 编 

  

 

［正题名］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軍事委員會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周美華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主题词］军事行政/军事组织机构/中国/史料/民国 

［主题词］政府机构/国民政府/史料 

［知识责任］周美华 编 

  

 

［正题名］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軍政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周美华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三月[1998.3] 

［主题词］军事行政/军事组织机构/中国/史料/民国 

［主题词］政府机构/国民政府/史料 

［知识责任］周美华 编 

  

 

［正题名］李烈鈞評傳 

［第一责任人］洪喜美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六月[1994.6] 

［主题词］李烈钧/传记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洪喜美 著 

  

 

［正题名］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 

［副题名］以鄭、林两家為中心 

［第一责任人］黃朝進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六月[1999.6] 

［主题词］家族/历史/台湾/竹堑地区/清代 

［知识责任］黄朝进 著 

  

 

［正题名］糧政史料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農政機構與組織 

［第一责任人］侯坤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六月[1988.6]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農業史料 朱匯森主编 二 

［主题词］粮食/农业政策/中国/民国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侯坤宏 编 

［次知识责任］朱汇森 主编 

  

 

［正题名］糧政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糧食生產 

［第一责任人］侯坤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六月[1988.6]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農業史料 朱匯森主编 二 

［主题词］粮食/农业政策/中国/民国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侯坤宏 编 

［次知识责任］朱汇森 主编 

  

 

［正题名］糧政史料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糧食貿易，撙節糧食消費 

［第一责任人］侯坤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六月[1988.6]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農業史料 朱匯森主编 二 

［主题词］粮食/农业政策/中国/民国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侯坤宏 编 

［次知识责任］朱汇森 主编 

  

 

［正题名］糧政史料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糧食管理、物價與糧價 

［第一责任人］侯坤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六月[1988.6]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農業史料 朱匯森主编 二 

［主题词］粮食/农业政策/中国/民国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侯坤宏 编 

［次知识责任］朱汇森 主编 

  

 

［正题名］糧政史料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田賦徵實 

［第一责任人］侯坤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六月[1988.6]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農業史料 朱匯森主编 二 



［主题词］粮食/农业政策/中国/民国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侯坤宏 编 

［次知识责任］朱汇森 主编 

  

 

［正题名］糧政史料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軍糧、戰後糧政、統計資料 

［第一责任人］侯坤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六月[1988.6]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農業史料 朱匯森主编 二 

［主题词］粮食/农业政策/中国/民国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侯坤宏 编 

［次知识责任］朱汇森 主编 

  

 

［正题名］日本在華暴行錄 

［副题名］民國十七年至三十四年 1928-1946 

［第一责任人］洪桂己撰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四年十月[1985.10] 

［主题词］日本/侵华事件/史料 

［知识责任］洪桂己 撰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六年六月[1987.6]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六年六月[1987.6]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六年六月[1987.6]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六年六月[1987.6]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三月[1990.3]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二月[1988.2]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五月[1988.5]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六月[1988.6]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十一月[1988.11]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六月[1989.6]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六月[1990.6]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六月[1990.6]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中孚 编 

［知识责任］张存武 编 

［知识责任］胡春惠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民國紀元前十年（1902）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民國紀元前九年（1903）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民國紀元前八年（1904）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民國紀元前七年（1905）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民國紀元前四年（1908）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民國紀元前三年（1908）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民國紀元前二年（1910）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民國紀元前一年（1911）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民國元年（1912）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年（1913）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1916）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年（1913）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1914）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1914）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1914）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年（1913）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1915）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1915）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1915）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1916）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1916）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1917）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1917）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1917）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1918）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1918）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1918）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1919）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1919）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1919）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1920）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1920）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1920）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1921）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1921）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1921）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1922）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1922）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1922）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1923）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1923）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1923）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1924）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1924）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1924）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 ）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 ）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 ）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 ）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 ）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 ）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 ）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 ）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 ）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 ）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 ）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 ）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 ）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 ）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 ）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 ）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八年（1929 ）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八年（1929 ）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八年（1929 ）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八年（1929 ）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 ）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 ）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 ）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 ）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 ）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 ）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 ）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 ）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一年（1932 ）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二年（1933 ） 

［丛书］年刊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二年（1933 ） 

［丛书］年刊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二年（1933 ） 

［丛书］月報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二年（1933 ） 

［丛书］月報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 ） 

［丛书］年刊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 ） 

［丛书］年刊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 ） 

［丛书］月報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 ） 

［丛书］月報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 ） 

［丛书］月報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册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 ） 

［丛书］月報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1922)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六月[1983.6]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七至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六月[1983.6]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十一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六月[1983.6]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七年(1938)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月[1993.10]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六月[1992.6]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九年(1940)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月[1993.10]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年(1941)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十月[1990.10]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年(1941)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十一月[1992.11]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一年(1942)一至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九月[1993.9]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一年(1942)七至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六月[1993.6]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一年(1942)四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十二月[1993.12]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一年(1942)十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六月[1993.6]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二年（1943）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五月[1995.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三年（1944）一至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二月[1993.2]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三年（1944）四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三月[1993.3]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五年（1946）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五月[1990.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至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六月[1996.6]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六年(1947)四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六月[1996.6]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六年(1947)七至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一月[1996.11]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六年(1947)十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一月[1996.11]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七年(1948)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一月[1993.11]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七年(1948)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十月[1995.10]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八年(1949)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二月[1996.2]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八年(1949)七至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十月[1997.10]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八年(1949)十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十月[1997.10]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副题名］綱文備覽 

［书目卷册］第三冊 

［书目卷册］上 

［丛书］民國十一年至民國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組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三月[1993.3] 

［主题词］历史/中国/1911-1921/大事记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副题名］綱文備覽 

［书目卷册］第三冊 

［书目卷册］下 

［丛书］民國十六年至民國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組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三月[1993.3] 

［主题词］历史/中国/1911-1921/大事记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副题名］綱文備覽 

［书目卷册］第四冊 

［书目卷册］上 

［丛书］民國二十一年至民國二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組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九月[1993.9] 

［主题词］历史/中国/1911-1921/大事记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副题名］綱文備覽 

［书目卷册］第四冊 

［书目卷册］下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至民國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組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五月[1995.5] 

［主题词］历史/中国/1911-1921/大事记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副题名］綱文備覽 

［书目卷册］第五冊 

［书目卷册］上 

［丛书］民國三十一年至民國三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組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五月[1996.5] 

［主题词］历史/中国/1911-1921/大事记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副题名］綱文備覽 

［书目卷册］第五冊 

［书目卷册］下 

［丛书］民國三十六年至民國四十年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組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六月[1998.6] 

［主题词］历史/中国/1911-1921/大事记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副题名］綱文備覽 

［书目卷册］第六冊 

［书目卷册］上 

［丛书］民國四十一年至民國四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簡笙簧主编 

［译者］李淑儀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五月[1996.5] 

［主题词］历史/中国/1911-1921/大事记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淑仪 编辑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副题名］綱文備覽 

［书目卷册］第六冊 

［书目卷册］下 

［丛书］民國四十六年至民國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簡笙簧主编 

［译者］高明芳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五月[1996.5] 

［主题词］历史/中国/1911-1921/大事记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明芳 编辑 

  

 

［正题名］臺灣社會生活文書專輯 

［第一责任人］洪麗完编著 

［出版者］中研院台湾史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2002.12]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刊 5 

［附注内容］中研院台湾史所筹备处赠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台湾/近代 

［主题词］社会调查/中国/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洪丽完 编著 

  

 

［正题名］海外華族研究論集 

［并列题名］Essays on Ethnic Chinese Abroad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移民、華商與貿易 

［第一责任人］張存武，湯熙勇主编 



［出版者］华侨协会总会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五月[2002.5] 

［主题词］华人/概况/研究/文集 

［主题词］华侨/概况/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张存武 主编 

［知识责任］汤熙勇 主编 

  

 

［正题名］海外華族研究論集 

［并列题名］Essays on Ethnic Chinese Abroad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婦女、參政與地區研究 

［第一责任人］張存武，湯熙勇主编 

［出版者］华侨协会总会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五月[2002.5] 

［主题词］华人/概况/研究/文集 

［主题词］华侨/概况/研究/文集 

［主题词］妇女/生活方式 

［知识责任］张存武 主编 

［知识责任］汤熙勇 主编 

  

 

［正题名］海外華族研究論集 

［并列题名］Essays on Ethnic Chinese Abroad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文化、教育與認同 

［第一责任人］張存武，湯熙勇主编 

［出版者］华侨协会总会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五月[2002.5] 

［主题词］华人/概况/研究/文集 

［主题词］华侨/概况/研究/文集 

［主题词］文化事业 

［知识责任］张存武 主编 

［知识责任］汤熙勇 主编 

  

 

［正题名］臺灣歷史人物小傳 

［丛书］日據時期 

［第一责任人］張子文，郭啟傳撰文 

［译者］国家图书馆特藏组编辑 

［出版者］国家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2002.12] 

［主题词］人物/传记/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张子文 撰文 



［知识责任］郭启传 撰文 

  

 

［正题名］王韜與近代世界 

［第一责任人］林啟彥，黃文江主编 

［出版者］教育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亞洲學術文庫 14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论文二十三篇，反映今年王韬研究的新成果，以全面的角度检讨王韬

思想与事业的近代性，为王韬的历史定位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述，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

一些崭新的观点。 

［主题词］思想家/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林启彥 主编 

［知识责任］黄文江 主编 

  

 

［正题名］新民與復興 

［副题名］近代中國思想論 

［第一责任人］周佳榮著 

［出版者］教育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99 

［丛编题名］亞洲學術文庫 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作者十五篇论文，集中论述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物

的思想，尤其是报刊言论对维新和革命的影响，从而探讨国家民族与文化学术的更新创造。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佳荣 著 

  

 

［正题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臺灣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林慶彰，陳仕華主编 

［出版者］万卷楼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十月[2002.10] 

［知识责任］林庆彰 主编 

［知识责任］陈仕华 主编 

  

 

［正题名］國史浮海開新錄 

［副题名］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周质平，Willard J. Peterson 编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周质平 编 



［知识责任］Peterson 编 

  

 

［正题名］上海百年風華 

［第一责任人］葉文心，羅蘇文，徐鼎新，熊月之，鄭祖安，魏斐德，張濟順著 

［出版者］跃升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六月[2001.6] 

［丛编题名］耀昇叢書 00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叶文心著《时钟与院落：上海中国银行的威权结构分析》、罗苏文

著《都市文化的商业化与女性社会形象》、徐鼎新著《国货广告与消费文化》、熊月之著《

埠初期的西学传播》、郑祖安著《近代城市变迁中的中西面貌》、魏斐德著《给娱乐发执照：

中国国民党对上海的管制》、张济顺著《上海里弄：论街道基层的生态演变》几篇文章。 

［主题词］城市史/地方史/研究/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叶文心 著 

［知识责任］罗苏文 著 

［知识责任］徐鼎新 著 

［知识责任］熊月之 著 

［知识责任］郑祖安 著 

［知识责任］魏斐德 著 

［知识责任］Wakeman 著 

［知识责任］张济顺 著 

  

 

［正题名］外蒙古問題 

［第一责任人］劉學銚著 

［出版者］南天书局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蒙古/近代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 

［主题词］外蒙古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刘学铫 著 

  

 

［正题名］荷蘭時代台灣史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中村孝志，永積洋子著 

［译者］許賢瑶译 

［出版者］佛光人文社会学院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604-1662 

［知识责任］村上直次郎 著 

［知识责任］岩生成一 著 

［知识责任］中村孝志 著 

［知识责任］永积洋子 著 

［次知识责任］许贤瑶 译 



  

 

［正题名］風中的哭泣 

［副题名］五○年代新竹政治案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許明薰，楊雅慧，陳鳳華作 

［出版者］新竹市府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月[2002.10] 

［丛编题名］竹墊文化資產叢書 

［主题词］政治事件/政治史/台湾/新竹市/1950 

［知识责任］张炎宪 作 

［知识责任］许明薰 作 

［知识责任］杨雅慧 作 

［知识责任］陈凤华 作 

  

 

［正题名］風中的哭泣 

［副题名］五○年代新竹政治案件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許明薰，楊雅慧，陳鳳華作 

［出版者］新竹市府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月[2002.10] 

［丛编题名］竹墊文化資產叢書 

［主题词］政治事件/政治史/台湾/新竹市/1950 

［知识责任］张炎宪 作 

［知识责任］许明薰 作 

［知识责任］杨雅慧 作 

［知识责任］陈凤华 作 

  

 

［正题名］秋實滿園 

［副题名］梁實秋 

［第一责任人］江湧，卞永清著 

［译者］張信元，張堂錡策划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月[2002.10] 

［丛编题名］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 

［主题词］文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江涌 著 

［知识责任］卞永清 著 

［次知识责任］张信元 策划 

［次知识责任］张堂錡 策划 

  

 



［正题名］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 

［副题名］960-1850 

［第一责任人］李伯重，周生春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丛书 

［附注内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东南区域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选编，共 9 篇论文。

内容以江南为中心，论述了宋元明清城市工业的发展、地方文化的演进。 

［主题词］城市工业/工业史/华东地区/960-1850 

［主题词］文化史/华东地区/960-1850 

［知识责任］李伯重 主编 

［知识责任］周生春 主编 

  

 

［正题名］京劇二百年歴史 

［第一责任人］波多野乾一原著 

［译者］鹿原學人編譯 

［译者］洪珍白校對 

［出版者］大報館 (發行) 

［出版者］順天時報館 (發行) 

［出版者］東方時報館 (發行) 

［出版日期］1926.9 

［丛编题名］平剧史料丛刊 刘绍唐、沈苇窗主编 

［附注内容］附録: 京班規則, 後臺術語註解 

［主题词］京剧艺术/历史/近代 

［主题词］京剧流派/人物/史料 

［知识责任］波多野乾一 原著 

［次知识责任］鹿原学人 编译 

［次知识责任］洪珍白 校对 

［次知识责任］三江村人 

［次知识责任］东邻 

［次知识责任］傅惜华 

  

 

［正题名］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书目卷册］续编 

［书目卷册］六 

［丛书］中華民國八十四年至八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2000] 

［主题词］人物/传记/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胡健国 主编 



  

 

［正题名］中國畫史研究論集 

［第一责任人］李霖燦著 

［出版者］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民国 59 年[1970]10 月 

［丛编题名］国立故宮博物院自著叢刊 

［主题词］绘画/历史/研究 

［主题词］绘画/技法/研究 

［知识责任］李霖灿 著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七十年大事年表 

［第一责任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 53 年 

［主题词］国民党/大事记/中国 

  

 

［正题名］CIA 在台活動秘辛 

［副题名］西方公司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翁台生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國 80 年[1991] 

［主题词］军事-情报工作 

［知识责任］翁台生 著 

  

 

［正题名］譚鑫培全集 

 

［正题名］四郎探母全集 

［第一责任人］劉菊禅編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 

［丛编题名］平劇史料叢刊 劉紹唐, 沈葦窗主編 第 10, 11 種 

［附注内容］遡及 

［附注内容］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上海戯報社出版 

［主题词］京剧/剧本 

［主题词］京剧/演员/传记 

［知识责任］刘菊禅 编 

  

 

［正题名］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之法律與歷史探討 

［副题名］1949-1987 



［第一责任人］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出版者］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出版日期］民國 89 年[2000] 

［丛编题名］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研究丛书 1 

［主题词］政治案件/审判/台湾/现代 

［主题词］法律/研讨/台湾/现代/会议录 

  

 

［正题名］921 震災捐款監督報告書 

［第一责任人］謝國興、馮燕主編 

［出版者］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 

［出版日期］民國 89 年[2000] 

［主题词］地震/重建/台湾/1999 

［主题词］捐款/监督/台湾/1999 

［知识责任］谢国兴 主编 

［知识责任］冯燕 主编 

  

 

［正题名］空軍抗日戰史 

［书目卷册］第 9 冊 

［第一责任人］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 

［出版者］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 

［出版日期］不详 

［主题词］国民党/军队/历史/抗战时期 

［主题词］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正题名］國父年譜 

［书目卷册］上冊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出版 

［出版日期］民国 54 年[1965] 

 

［正题名］國父年譜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出版 

［出版日期］民国 54 年[1965] 

 

［正题名］國父墨蹟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出版 

［出版日期］民国 54 年[1965] 

 

［正题名］中華民國五十年台灣省農業普查總報告 

［并列题名］General report on the 1961 census of agriculture Taiwan,Republic of China 

［副题名］全面普查一般農戶 

［第一责任人］台灣省政府農業普查委員會編 

［出版者］台灣省政府農業普查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國 52 年[1963] 

［主题词］农业/统计资料/台湾/1960 

  

 

［正题名］國民革命建軍史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 

［第一责任人］《國民革命建軍史》編纂委員會撰述 

［译者］朱瑞月編輯 

［出版者］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出版日期］民國 81 年[1992]2 月 

［主题词］建军史/中国/民国时期/史料 

［次知识责任］朱瑞月 编辑 

  

 

［正题名］國民革命建軍史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安内與攘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民革命建軍史》編纂委員會撰述 

［译者］朱瑞月編輯 

［出版者］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出版日期］民國 82 年[1993]1 月 

［主题词］建军史/中国/民国时期/史料 

［次知识责任］朱瑞月 编辑 

  

 

［正题名］國民革命建軍史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安内與攘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民革命建軍史》編纂委員會撰述 

［译者］朱瑞月編輯 

［出版者］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出版日期］民國 82 年[1993]1 月 

［主题词］建军史/中国/民国时期/史料 



［次知识责任］朱瑞月 编辑 

  

 

［正题名］國民革命建軍史 

［书目卷册］第三部 

［丛书］八年抗戰與戡亂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民革命建軍史》編纂委員會撰述 

［译者］朱瑞月編輯 

［出版者］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出版日期］民國 82 年[1993]1 月 

［主题词］建军史/中国/民国时期/史料 

［次知识责任］朱瑞月 编辑 

  

 

［正题名］國民革命建軍史 

［书目卷册］第三部 

［丛书］八年抗戰與戡亂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國民革命建軍史》編纂委員會撰述 

［译者］朱瑞月編輯 

［出版者］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出版日期］民國 82 年[1993]1 月 

［主题词］建军史/中国/民国时期/史料 

［次知识责任］朱瑞月 编辑 

  

 

［正题名］羣己關係與倫理建設 

［书目卷册］第一輯 

［第一责任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推行委員會主編 

［出版者］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推行委員會主編 

［出版日期］民國 74 年[1985] 

［主题词］道德/社会/关系/台湾/现代 

  

 

［正题名］羣己關係與倫理建設 

［书目卷册］第二輯 

［第一责任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推行委員會主編 

［出版者］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推行委員會主編 

［出版日期］民國 73 年[1984] 

［主题词］道德/社会/关系/台湾/现代 

  

 

［正题名］蔣氏慈孝錄 



［副题名］蔣母王太夫人百歲誕辰紀念 

［第一责任人］[中央日報]恭印 

［出版者］中央日報 

［出版日期］[不詳] 

 

［正题名］歷史的教訓 

［副题名］「美亞報告」評論專輯 

［第一责任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 

［出版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1970] 

［主题词］国际关系/评论/美国、台湾/现代/史料 

  

 

［正题名］東南亞在美國對中共策略中的角色 

［并列题名］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Strategy Toward China 

［第一责任人］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译者］高一中翻譯 

［出版者］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军官团教育参考丛书 466 

［主题词］国际政治/评论/台湾/现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研究/美国、东南亚、中国 

［次知识责任］高一中 翻译 

  

 

［正题名］田野工作實務手冊 

［第一责任人］劉還月著 

［丛编题名］常民文化工具書 1 

［出版者］常民文化事業古墳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7 

［主题词］民俗学/研究方法/台湾 

［主题词］平埔族/社会生活 

［知识责任］刘还月 著 

  

 

［正题名］西藏抗暴運動的認識與展望 

［副题名］認識敵人專題研究報告 

［第一责任人］朱寶錚編 

［出版者］中國國民黨台灣區郵電黨部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國 48 年[1959] 

［主题词］民族问题/报告/西藏/1959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 

［知识责任］朱宝铮 著 

  



 

［正题名］台灣命運機密檔案 

［第一责任人］海峽評論雜志社編輯部編印 

［出版者］海峽評論雜志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台湾问题/评论/台湾/现代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 

  

 

［正题名］20 世纪台灣佛教的轉型與發展 

［第一责任人］江燦勝著 

［出版者］淨心文教基金會 

［出版日期］[不詳] 

［主题词］佛教/研究/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江灿胜 著 

  

 

［正题名］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 

［并列题名］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Taiwan 

［副题名］經驗研究篇 

［第一责任人］徐正光、林美容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國 88 年[1999]12 月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论文/台湾/现代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徐正光 主编 

［知识责任］林美容 主编 

  

 

［正题名］北望文選 

［副题名］微言大義、邦國之謀 

［第一责任人］張式綸著 

［出版者］中華戰史研究協會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1987] 

［丛编题名］中華戰史研究協會叢書之十五 

［主题词］台灣問題/台灣/現代 

［知识责任］张式纶 著 

  

 

［正题名］中美空軍混合團英勇戰鬭紀實 

［第一责任人］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 

［出版者］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出版日期］民國 72 年[1983] 

［丛编题名］军事译著选辑 8 



［主题词］空軍/戰史/美國、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 

  

 

［正题名］從歷史與國際法看釣魚臺主權歸屬 

［第一责任人］郑海鳞著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主题词］领土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郑海鳞 著 

  

 

［正题名］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 

［副题名］1935 年魅力台灣 SHOW 

［第一责任人］程佳惠，吳梅瑛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文化史/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程佳惠 著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史料指引 

［第一责任人］张玉法编著 

［出版者］新文丰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國 89 年[2000]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书目 

［知识责任］张玉法 编著 

  

 

［正题名］日本如何締造中華民國 

［第一责任人］黄文雄著 

［译者］萧志强译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2 年[2003] 

［主题词］历史/中国/晚清[1840-1911] 

［主题词］历史/中华民国/1912-1949 

［知识责任］黄文雄 著 

［次知识责任］萧志强 译 

  

 

［正题名］翁方綱年譜 

［第一责任人］沈津著 

［译者］繆敦閔, 廖秋滿校對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8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專刊 24 

［附注内容］「清乾嘉學派經學研究計畫」研究成果 

［主题词］语言学家/年谱 

［知识责任］沈津 著 

［次知识责任］缪敦闵 校对 

［次知识责任］廖秋滿 校对 

  

 

［正题名］大航海時代的台灣 

［第一责任人］湯錦台著 

［出版者］貓頭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發現台灣系列 圖文巻 4 

［附注内容］奥付の主編: 王思迅 

［附注内容］题名不是取自题名页 

［知识责任］汤锦台 著 

［知识责任］王思迅 总编 

  

 

［正题名］袁氏當國 

［第一责任人］唐德剛著 

［出版者］遠流 

［出版日期］2002[民国 91 年] 

［丛编题名］唐德刚作品集 民国通史北京政府篇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唐德刚 著 

  

 

［正题名］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 

［副题名］劉知幾與章學誠 

［第一责任人］林時民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2[民國 91 年] 

［知识责任］林时民 著 

  

 

［正题名］未能如煙而去的往事 

［第一责任人］周良沛 

［出版者］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3 

［主题词］名人/往事/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周良沛 著 

  

 



［正题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日本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林慶彰主編 

［译者］王清信, 葉純芳編輯 

［出版者］萬卷樓 

［出版日期］民国 92 年[2003]7 月 

［主题词］知识分子/传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庆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清信 编 

［次知识责任］叶纯芳 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日本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林慶彰主編 

［译者］王清信, 葉純芳編輯 

［出版者］萬卷樓 

［出版日期］民国 92 年[2003]7 月 

［主题词］知识分子/传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庆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清信 编 

［次知识责任］叶纯芳 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日本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林慶彰主編 

［译者］王清信, 葉純芳編輯 

［出版者］萬卷樓 

［出版日期］民国 92 年[2003]7 月 

［主题词］知识分子/传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庆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清信 编 

［次知识责任］叶纯芳 编 

  

 

［正题名］蘇聯外交史 

［第一责任人］明骥编 

［出版者］黎明文化 

［出版日期］民國 92 年[2003] 

［主题词］外交史/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明骥 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政治體制論集 

［第一责任人］賀凌虚著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政治制度/变革/近代 

［主题词］政治/中国/民国时代 

［知识责任］贺凌虚 著 

  

 

［正题名］東南亞華人史 

［第一责任人］李恩涵著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华侨/历史/东南亚 

［知识责任］李恩涵 著 

  

 

［正题名］敦煌學百年史述要 

［第一责任人］高國藩著 

［出版者］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敦煌学/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高国藩 著 

  

 

［正题名］抗日烽火中的台灣義勇隊 

［第一责任人］楼子芳著 

［出版者］世界综合 

［出版日期］2003 

［主题词］历史/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楼子芳 著 

  

 

［正题名］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 

［副题名］1860-1895 

［第一责任人］林滿紅著 

［出版者］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1997.4 

［丛编题名］臺灣研究叢刊 

［主题词］经济史/台湾 

［主题词］社会史/台湾 

［知识责任］林滿紅 著 

  

 



［正题名］深入陌生地 

［副题名］外国旅行者所见的台湾 

［第一责任人］刘克襄著 

［出版者］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 

［出版日期］1993 

［丛编题名］台湾历史大系 

［主题词］游记/台湾 

［主题词］历史/台湾 

［知识责任］刘克襄 著 

  

 

［正题名］台灣踏查日記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日)伊能嘉矩著 

［译者］杨南郡译注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6 

［丛编题名］台湾调查时代 3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主题词］风俗习惯/游记/台湾 

［知识责任］伊能嘉矩 著 

［次知识责任］杨南郡 译注 

  

 

［正题名］台灣踏查日記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日)伊能嘉矩著 

［译者］杨南郡译注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6 

［丛编题名］台湾调查时代 3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主题词］风俗习惯/游记/台湾 

［知识责任］伊能嘉矩 著 

［次知识责任］杨南郡 译注 

  

 

［正题名］官逼民反 

［副题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 

［第一责任人］謝國興著 

［出版者］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 

［出版日期］1993 

［丛编题名］台湾历史大系 

［主题词］地方史/大事记/台湾/清代 



［知识责任］谢国兴 著 

  

 

［正题名］孫中山先生思想初探 

［第一责任人］陈鹏仁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2000] 

［主题词］思想史/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陈鹏仁 著 

  

 

［正题名］台灣共和國 

［副题名］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 胡慧玲, 曽秋美採訪記録 

［出版者］呉三連合台灣史料基金會 

［出版日期］2000.2 

［丛编题名］口述歴史系列 C01 

［附注内容］總編輯: 張炎憲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张炎宪 采访记录 

［知识责任］胡慧玲 采访记录 

［知识责任］曾秋美 采访记录 

  

 

［正题名］台灣共和國 

［副题名］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 胡慧玲, 曽秋美採訪記録 

［出版者］呉三連合台灣史料基金會 

［出版日期］2000.2 

［丛编题名］口述歴史系列 C01 

［附注内容］總編輯: 張炎憲 

［主题词］台湾问题/政治运动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张炎宪 采访记录 

［知识责任］胡慧玲 采访记录 

［知识责任］曾秋美 采访记录 

  

 

［正题名］近代中國企業管理思想與制度的演變 

［副题名］1860-1949 

［并列题名］Th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Management i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劉文賓著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民國史學叢書 15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文宾 著 

  

 

［正题名］清代台灣的商戰集團 

［第一责任人］卓克華著 

［出版者］臺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丛编题名］協和台灣叢刊 13 

［知识责任］卓克华 著 

  

 

［正题名］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 

［第一责任人］阿威赫拔哈口述 

［译者］许介鳞编著，林道生翻譯 

［出版者］臺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臺原文化叢刊 

［主题词］高山族/抗日斗争/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阿威赫拔哈 口述 

［次知识责任］许介鳞 编著 

［次知识责任］林道生 翻译 

  

 

［正题名］牽動中國命運之人 

［副题名］毛澤東晚年之謎 

［第一责任人］劉建祥著 

［出版者］漢湘文化 

［出版日期］2003 

［丛编题名］人生兵法 14 

［知识责任］刘建祥 著 

  

 

［正题名］毛澤東執政春秋 

［第一责任人］單少傑著 

［出版者］聯經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文化叢刊 

［知识责任］单少杰 著 

  

 



［正题名］埋冤 1947 埋冤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乔著 

［出版者］海洋台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二二八起义/台湾/小说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947 

［知识责任］李乔 著 

  

 

［正题名］埋冤 1947 埋冤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乔著 

［出版者］海洋台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二二八起义/台湾/小说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947 

［知识责任］李乔 著 

  

 

［正题名］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 

［第一责任人］鮑家麟著 

［译者］張玉法總校訂 

［译者］陳三井主編 

［出版者］近代中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妇女运动/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鲍家麟 著 

［知识责任］吕芳 著 

［知识责任］梁惠锦 著 

［知识责任］游鉴明 著 

［知识责任］李继锋 著 

［知识责任］陈三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总校订 

  

 

［正题名］清廷臺灣棄留之議 

［副题名］臺灣史輪 

［第一责任人］王詩琅著 

［译者］張良澤編 

［出版者］海峡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新刊 王詩琅選集 2 

［知识责任］王诗琅 著 



［次知识责任］张良泽 编 

  

 

［正题名］余清芳事件全貌 

［副题名］台灣抗日事蹟 

［第一责任人］王詩琅著 

［译者］張良澤編 

［出版者］海峡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新刊 王詩琅選集 3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王诗琅 著 

［次知识责任］张良泽 编 

  

 

［正题名］辜顯榮傳奇 

［副题名］萬歲家族·爭議人物 

［第一责任人］靜思著 

［出版者］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丛编题名］台灣文史叢書 80 

［主题词］人物/傳記/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静思 著 

  

 

［正题名］王昇與國民黨 

［副题名］反革命運動在中國 

［第一责任人］Thomas A. Marks 著 

［译者］張聯祺、李厚壯譯 

［出版者］時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国民党/历史/台湾 

［知识责任］Marks 

  

 

［正题名］殖民地下的「銀幕」 

［副题名］台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 年) 

［第一责任人］三澤真美惠著 

［出版者］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台湾文史叢書 116 

［主题词］电影/发展/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三泽真美惠 著 

  



 

［正题名］蔣渭川和他的時代 

［第一责任人］陈芳明著 

［出版者］南天书局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台湾文史丛书 42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陈芳明 著 

  

 

［正题名］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附冊 

［第一责任人］蒋梨雲、蒋節雲、蔣松平編 

［出版者］南天书局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台湾文史丛书 42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蒋梨云 编 

［知识责任］蒋节云 编 

［知识责任］蒋松平 编 

  

 

［正题名］我的抗日天命 

［第一责任人］林岁德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丛编题名］台湾文史丛书 43 

［主题词］华侨/抗日活动/台湾 

［知识责任］林岁德 著 

  

 

［正题名］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 

［第一责任人］王建生, 陳婉眞, 陳湧泉合著 

［出版者］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2 

［丛编题名］台湾文史叢書 1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王建生 著 

［知识责任］陈婉真 著 

［知识责任］陈湧泉 著 

  

 

［正题名］台灣二月革命 



［第一责任人］林木顺著 

［出版者］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2 

［丛编题名］台灣文史叢書 2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林木顺 著 

  

 

［正题名］蔣渭水傳 

［副题名］台灣的先知先覺 

［第一责任人］黄煌雄著 

［出版者］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台湾文史叢書 83 

［附注内容］参考書目: p.229-233 

［主题词］社会活动家/生平事迹/台湾 

［知识责任］黄煌雄 著 

  

 

［正题名］台灣老兵三國誌 

［第一责任人］洪明燦，趙世男著 

［出版者］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台灣文史叢書 97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台湾/现代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洪明灿 著 

［知识责任］赵世男 著 

  

 

［正题名］台灣歷史年表 

［副题名］終戰篇 

［书目卷册］Ⅰ(1945～1965) 

［第一责任人］李永熾监修 

［译者］薛化元主编 

［出版者］業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丛编题名］智库丛书 17 

［主题词］历史年表/台湾/1945～1965 

［知识责任］李永炽 监修 

［次知识责任］薛化元 主编 

  

 

［正题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施正鋒編 

［出版者］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丛编题名］台灣文史叢書 86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政治运动/台湾/1945- 

［知识责任］施正锋 编 

  

 

［正题名］躍登百老匯 

［副题名］黎锦揚自傳 

［第一责任人］黎锦揚原著 

［译者］穆曉澄譯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92 年[2003] 

［丛编题名］传记文学 

［主题词］戏剧家/传记 

［知识责任］黎锦扬 著 

［次知识责任］穆晓澄 译 

  

 

［正题名］台灣近代詩人在福建 

［第一责任人］江毅夫著 

［出版者］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出版日期］1998.4 

［丛编题名］番薯藤文化丛书 5 

［主题词］台湾文学/历史 

［主题词］文学家/生平事迹/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江毅夫 著 

  

 

［正题名］台湾族群研究目录 

［副题名］1945-1999 

［第一责任人］黄士旂编 

［出版者］捷幼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台湾/目录 

［知识责任］黄士旗 编 

  

 

［正题名］中共风雨八十年 

［第一责任人］凌峰著 

［出版者］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政治/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凌峰 著 

  

 

［正题名］家族與社會 

［副题名］台灣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 

［第一责任人］陳其南著 

［出版者］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家族/社会/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陈其南 著 

  

 

［正题名］陳省身文選 

［第一责任人］陳省身著 

［出版者］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3.2 

［丛编题名］大学数学丛书 

［主题词］数学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陈省身 

  

 

［正题名］二十世紀之蒙藏問題 

［第一责任人］文化大學蒙藏學術研究中心主編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蒙古族/研究/论文 

［主题词］藏族/研究/论文 

［主题词］少数民族/研究 

  

 

［正题名］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諍辯與發展 

［第一责任人］江燦騰著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佛教/分析/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江灿胜 著 

  

 

［正题名］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 

［第一责任人］徐亞湘著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南天臺灣研究叢書 12 



［附注内容］附録 : (一)日治時期來台演出之中國戲班大事記、(二)日治時期來台演出之

中國戲班可考演員名録、(三)日治時期台灣發行之中國戲曲音樂唱片目録、(四)日治時期來

台演出之中國戲班大事記 

［附注内容］参考書目: p289-301 

［主题词］戏剧/历史/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徐亚湘 著 

  

 

［正题名］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 

［副题名］「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著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南天臺灣研叢書 10 戴國煇談台灣歴史與現實 2 

［附注内容］索引: p317-333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戴国辉 著 

  

 

［正题名］禮密臣細説台灣民主國 

［并列题名］A western reporter's witness to the 1895 Formosan Republic 

［第一责任人］陳俊宏編著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南天臺灣研究叢書 16 

［附注内容］书后附人名、名词索引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陈俊宏 编著 

  

 

［正题名］烈日灼身 

［副题名］1895 年的台灣 

［副题名］明治時代日人手繪征台畫集 

［第一责任人］徐宗懋編撰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南天影像典藏 

［附注内容］2000 年台灣光復節紀念専刊 

［主题词］抗日斗争/台湾/1895 

［知识责任］徐宗懋 编撰 

  

 

［正题名］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 

［第一责任人］江燦騰著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佛教/发展/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江灿胜 著 

  

 

［正题名］民國趣典 

［副题名］100 大人物的另類檔案 

［第一责任人］蘇文编著 

［出版者］實學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歷史新天地 24 

［附注内容］附人名索引 

［主题词］名人/轶事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苏文 编著 

  

 

［正题名］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 

［书目卷册］十一 

［第一责任人］鄭樑生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文史哲學集成 449 

［主题词］外交关系/历史/研究/中国、日本/论文集 

［知识责任］郑樑生 著 

  

 

［正题名］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 

［书目卷册］十二 

［第一责任人］鄭樑生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文史哲學集成 449 

［主题词］外交关系/历史/研究/中国、日本/论文集 

［主题词］儒家/日本/论文 

［知识责任］郑樑生 著 

  

 

［正题名］日落臺北城 

［副题名］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 

［第一责任人］葉肅科著 

［出版者］自立晩報社文化出版部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臺灣本土系列 2(46) 

［主题词］社会史/台湾/1895-1945/史料 

［知识责任］叶肃科 著 

  

 

［正题名］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葉榮鐘著 

［出版者］晨星出版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台灣歴史館 15 葉榮鐘全集 葉芸芸, 藍博洲主編 1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叶荣钟 著 

［次知识责任］叶芸芸 策划 

［次知识责任］藍博洲 主编 

  

 

［正题名］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葉榮鐘著 

［出版者］晨星出版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台灣歴史館 15 葉榮鐘全集 葉芸芸, 藍博洲主編 1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叶荣钟 著 

［次知识责任］叶芸芸 策划 

［次知识责任］藍博洲 主编 

  

 

［正题名］一陣風雷驚世界 

［副题名］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第一责任人］韋政通著 

［出版者］立緒文化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 

［丛编题名］新世纪丛书 94 

［附注内容］附錄:韦政通教授著作年表 

［知识责任］韦政通 著 

  

 

［正题名］海行兮的年代 

［副题名］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 

［第一责任人］周婉窈著 

［出版者］允晨文化實業 

［出版日期］2003.2 



［丛编题名］允晨叢刊 93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895-1945/论文集 

［知识责任］周婉窈 著 

  

 

［正题名］台湾民众党 

［第一责任人］简炯仁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 

［主题词］政治运动/台湾/殖民地时期[1895-1945] 

［知识责任］简炯仁 著 

  

 

［正题名］台灣文化協會滄桑 

［第一责任人］林伯維著 

［出版者］臺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丛编题名］協和台灣叢書 36 

［主题词］文化事业/历史/台湾/1895-1945/史料 

［知识责任］林伯維 著 

  

 

［正题名］臺灣開發史 

［副题名］含二二八事件 

［第一责任人］林再復著 

［出版者］三民書局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林再复 著 

  

 

［正题名］米糖相剋 

［副题名］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 

［第一责任人］柯志明著 

［出版者］群學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臺灣社會學叢書 1 

［附注内容］參考書目: p245-271 

［知识责任］柯志明 著 

  

 

［正题名］戰後台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 

［副题名］1946-1951 

［第一责任人］郑梓著 



［出版者］华世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2 年[1993] 

［主题词］政治运动/议会/台湾/1946-1951 

［知识责任］郑梓 著 

  

 

［正题名］日本過臺灣 

［副题名］日人主宰臺灣實錄 

［第一责任人］廖庆洲著 

［出版者］上硯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2 年[1993] 

［丛编题名］上硯人文寶典 1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895-1945 

［主题词］历史/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廖庆洲 著 

  

 

［正题名］台灣特高警察物語 

［第一责任人］（日）寺奥德三郎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珍本台灣史料 2 

［知识责任］寺奥德三郎 

  

 

［正题名］上海的豪門舊夢 

［第一责任人］宋路霞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文化叢刊 

［主题词］名人/傳記/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宋路霞 著 

  

 

［正题名］中日外交的人與事 

［副题名］黄天才東京採訪實録 

［第一责任人］黄天才著 

［出版者］聯経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日期］1995.8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日本/史料/ 

［主题词］外交届/人物/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黄天才 著 

  

 



［正题名］孔子與論語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7.11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國民黨核心組織眞相 

［副题名］力行社、復興社, 曁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 

［第一责任人］鄧元忠著 

［出版者］聯経出版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国民党/组织/研究/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邓元忠 著 

  

 

［正题名］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 

［第一责任人］李孝定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汉字/字源/研究 

［主题词］汉语/文字/研究 

［知识责任］李孝定 著 

  

 

［正题名］汪精衛降日秘檔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譯著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日期］1999.6 

［知识责任］陈鹏仁 著 

  

 

［正题名］第六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國學文獻館編 

［出版者］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國 82 年[1993] 

［主题词］汉学/世界/论文集 

［知识责任］陈捷先 主编 

  

 

［正题名］第七、八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合刊 

［第一责任人］國學文獻館編 

［出版者］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國 84 年[1995] 



［主题词］汉学/世界/论文集 

［知识责任］陈捷先 主编 

  

 

［正题名］第十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捷先主編 

［出版者］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出版日期］民國 88 年[1999] 

［主题词］汉学/世界/论文集 

［知识责任］陈捷先 主编 

  

 

［正题名］鑲白旗滿洲公牘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原档 9 册，由曾任镶白旗满洲督统的费莫瑞丰辑。内容为民国四年（1915

年）至民国九年（1920 年）的满洲旗务史料汇编。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民国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1915-1920 

  

 

［正题名］清内閣政務處奏稿滙訂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原档 6 册，由晚清光绪皇帝为改革变法而设立的政务处编。内容为光绪二

十七年（1901 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的史料汇编。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慶固奏稿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原档 5 册。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在新疆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本

书由咸丰朝叶尔羌参赞大臣庆固撰。内容为咸丰七年（1857 年）至咸丰八年（1858 年）向

中央呈交的奏折汇编。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奏议/汇编/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慶固奏稿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原档 5 册。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在新疆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本

书由咸丰朝叶尔羌参赞大臣庆固撰。内容为咸丰七年（1857 年）至咸丰八年（1858 年）向

中央呈交的奏折汇编。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奏议/汇编/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庫倫奏議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原档 5 册，是关于清末外蒙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前后，清廷在库伦地区实际

统治的详细档案。由清库伦办事大臣三绷撰。内容为宣统二年（1910 年）至三年（1911 年）

的政务奏折汇编。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奏议/汇编/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庫倫奏議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原档 5 册，是关于清末外蒙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前后，清廷在库伦地区实际

统治的详细档案。由清库伦办事大臣三绷撰。内容为宣统二年（1910 年）至三年（1911 年）

的政务奏折汇编。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奏议/汇编/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籌備第一次國會報告書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国会政治是民初国人将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用于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实践。本书

为筹备国会事务局编。详尽记载了民国二年（1913 年）筹备第一次国会的经过。包括题词、

记事、命令、法规、文电、布告、表册等内容。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民国 

［主题词］议会/政治/汇编/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籌備第一次國會報告書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国会政治是民初国人将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用于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实践。本书

为筹备国会事务局编。详尽记载了民国二年（1913 年）筹备第一次国会的经过。包括题词、

记事、命令、法规、文电、布告、表册等内容。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民国 

［主题词］议会/政治/汇编/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清恭王府摺檔匯編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清恭王府是清末洋务派首领、清道光帝第六子奕訢之府第。奕訢 1851 年被封

为恭亲王，1860 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任全权大臣，1861 年受命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本书记录了清光绪二十四年至清宣统三年恭王府的经济状况。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贵族/经济/财务/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清恭王府摺檔匯編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清恭王府是清末洋务派首领、清道光帝第六子奕訢之府第。奕訢 1851 年被封

为恭亲王，1860 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任全权大臣，1861 年受命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本书记录了清光绪二十四年至清宣统三年恭王府的经济状况。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贵族/经济/财务/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清恭王府摺檔匯編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清恭王府是清末洋务派首领、清道光帝第六子奕訢之府第。奕訢 1851 年被封

为恭亲王，1860 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任全权大臣，1861 年受命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本书记录了清光绪二十四年至清宣统三年恭王府的经济状况。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贵族/经济/财务/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曹（鴻勛）中丞撫黔奏電稿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原档《曹中丞抚黔奏稿》1-3、《曹中丞抚黔电稿》1-2，记录了光绪二十

九年（1903 年）曹鸿勋抵任贵州巡抚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离任期间访民苦、查灾情、

清巨案、剿游匪等活动的奏折，以及与广西、云南、四川等地都抚、藩台往来的电文。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治理/史料/贵州/清后期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曹（鴻勛）中丞撫黔奏電稿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原档《曹中丞抚黔奏稿》1-3、《曹中丞抚黔电稿》1-2，记录了光绪二十

九年（1903 年）曹鸿勋抵任贵州巡抚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离任期间访民苦、查灾情、

清巨案、剿游匪等活动的奏折，以及与广西、云南、四川等地都抚、藩台往来的电文。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治理/史料/贵州/清后期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曹（鴻勛）中丞撫黔奏電稿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原档《曹中丞抚黔奏稿》1-3、《曹中丞抚黔电稿》1-2，记录了光绪二十

九年（1903 年）曹鸿勋抵任贵州巡抚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离任期间访民苦、查灾情、

清巨案、剿游匪等活动的奏折，以及与广西、云南、四川等地都抚、藩台往来的电文。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治理/史料/贵州/清后期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曹（鴻勛）中丞撫黔奏電稿 

［书目卷册］第 4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原档《曹中丞抚黔奏稿》1-3、《曹中丞抚黔电稿》1-2，记录了光绪二十

九年（1903 年）曹鸿勋抵任贵州巡抚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离任期间访民苦、查灾情、

清巨案、剿游匪等活动的奏折，以及与广西、云南、四川等地都抚、藩台往来的电文。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治理/史料/贵州/清后期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民國）教育部文牘政令匯編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为民国初年教育部档案资料集，由《教育部文牍汇编》、《教育部令汇编》

两部分组成。全面收录民国元年（1912 年）五月八日至民国三年（1914 年）五月二十二日

期间官方教育函电、公文。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民国 

［主题词］教育/改革/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民國）教育部文牘政令匯編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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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组成。全面收录民国元年（1912 年）五月八日至民国三年（1914 年）五月二十二日

期间官方教育函电、公文。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民国 

［主题词］教育/改革/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民國）教育部文牘政令匯編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为民国初年教育部档案资料集，由《教育部文牍汇编》、《教育部令汇编》

两部分组成。全面收录民国元年（1912 年）五月八日至民国三年（1914 年）五月二十二日

期间官方教育函电、公文。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民国 

［主题词］教育/改革/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民國）教育部文牘政令匯編 

［书目卷册］第 4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为民国初年教育部档案资料集，由《教育部文牍汇编》、《教育部令汇编》

两部分组成。全面收录民国元年（1912 年）五月八日至民国三年（1914 年）五月二十二日

期间官方教育函电、公文。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民国 



［主题词］教育/改革/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民國）教育部文牘政令匯編 

［书目卷册］第 5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为民国初年教育部档案资料集，由《教育部文牍汇编》、《教育部令汇编》

两部分组成。全面收录民国元年（1912 年）五月八日至民国三年（1914 年）五月二十二日

期间官方教育函电、公文。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民国 

［主题词］教育/改革/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民國）教育部文牘政令匯編 

［书目卷册］第 6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为民国初年教育部档案资料集，由《教育部文牍汇编》、《教育部令汇编》

两部分组成。全面收录民国元年（1912 年）五月八日至民国三年（1914 年）五月二十二日

期间官方教育函电、公文。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民国 

［主题词］教育/改革/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民國）南北議和會議卷宗集成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中华民国是中国从古代形态发展为近代形态的转变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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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689-1902/汇编 

［主题词］外交/协定/中国/1689-1902/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689-1902/汇编 

  

 

［正题名］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861-1910 年 

［第一责任人］海关总署《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编译委员会[编译]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海关总署档案馆馆藏英文历史档案的首册汉译出版物。选译了 1861 至

1942 年先后 82 年中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总税务司通令 757 件，是对旧中国海关洋人税务司

制度从初创至鼎盛时期进行真实记录。本册收录范围为 1861-1910 年。 

［主题词］海关/史料/中国/1861-1910/汇编 

  

 

［正题名］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1911-1930 年 

［第一责任人］海关总署《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编译委员会[编译]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海关总署档案馆馆藏英文历史档案的首册汉译出版物。选译了 1861 至

1942 年先后 82 年中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总税务司通令 757 件，是对旧中国海关洋人税务司

制度从初创至鼎盛时期进行真实记录。本册收录范围为 1861-1910 年。 

［主题词］海关/史料/中国/1911-1930/汇编 

  

 

［正题名］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副题名］1931-1942 年 

［第一责任人］海关总署《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编译委员会[编译]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海关总署档案馆馆藏英文历史档案的首册汉译出版物。选译了 1861 至

1942 年先后 82 年中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总税务司通令 757 件，是对旧中国海关洋人税务司

制度从初创至鼎盛时期进行真实记录。本册收录范围为 1931-1942 年。 

［主题词］海关/史料/中国/1931-1942/汇编 

  

 

［正题名］清代内府刻書圖錄 

［第一责任人］翁連溪編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清刻本/图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翁连溪 编著 

  

 

［正题名］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時鑒，龔纓晏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利玛窦在汉文世界地图的绘制、刊刻、摹绘、流传和收藏的研究，

对从 20 世纪初 始的国内外利玛窦东西方文化交流所作贡献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上编和

中编是前人成果的综合与作者的研究心得；下编是基本的文献整理。 

［主题词］世界地图/研究/中世纪 

［知识责任］黄时鉴 著 

［知识责任］龚缨晏 著 

  

 

［正题名］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 

［副题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工业研究 

［第一责任人］赵兴胜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文史哲博士文丛 

［附注内容］2002 年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山东大学韩连琪学术基金

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以思想观念的起源、演进及其相关因素为切入点，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各

时期的关键人物思想、政策形成、政治体制的构建与企业的经营实践等问题。 

［主题词］国营工业/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赵兴胜 著 

  

 

［正题名］人文大家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梅辰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对人文学界李泽厚、于光远、滕大春、费孝通、任继愈、张岱年、

季羡林、李学勤、何兹全、侯仁之、欧阳中石、江平等 12 位权威学者的访谈记录。 

［主题词］人文科学/名人/访问记/中国 

［知识责任］梅辰 著 

  

 

［正题名］传统的张力 

［副题名］儒学思想与近代文化变革 

［第一责任人］张昭军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儒学思想价值系统近代转化的主题，力求以“传统的张力”为扭结，

诠释儒学思想与现代性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主题词］近代哲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儒家/影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昭军 著 

  

 

［正题名］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 

［副题名］1921-1949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王健英 著 

  

 

［正题名］五十年变迁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是讨论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五十年间历史的文集，文章有《中国

近代的革命和改革》、《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 初传播》等。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研究/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金冲及 著 

  

 

［正题名］志在富民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译者］刘豪兴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1981-2003 年间考察全国各地农村的文章 44 篇。 

［主题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调查报告/中国/1981-2003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次知识责任］刘豪兴 编 

  

 

［正题名］史家·史籍·史学 

［第一责任人］仓修良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的《试论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

《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等多篇研究历史学家(或方志学家)、史学著作和史学发展的

文章。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文集 

［主题词］方志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仓修良 著 

  

 

［正题名］中国出版史料 

［第一责任人］宋原放主编 

［丛书］近代部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汪家熔辑注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收录 1815 年至“五四”运动前这段时期内，与出版工作有关的，以

及与图书、期刊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科研等有直接关联的史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史料/中国/1815-1919 



［知识责任］宋原放 主编 

［知识责任］汪家熔 辑注 

  

 

［正题名］中国出版史料 

［第一责任人］宋原放主编 

［丛书］近代部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汪家熔辑注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收录 1815 年至“五四”运动前这段时期内，与出版工作有关的，以

及与图书、期刊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科研等有直接关联的史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史料/中国/1815-1919 

［知识责任］宋原放 主编 

［知识责任］汪家熔 辑注 

  

 

［正题名］中国出版史料 

［第一责任人］宋原放主编 

［丛书］近代部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汪家熔辑注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收录 1815 年至“五四”运动前这段时期内，与出版工作有关的，以

及与图书、期刊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科研等有直接关联的史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史料/中国/1815-1919 

［知识责任］宋原放 主编 

［知识责任］汪家熔 辑注 

  

 

［正题名］王锺翰清史论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王锺翰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锺翰 著 

  

 

［正题名］王锺翰清史论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王锺翰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锺翰 著 

  

 

［正题名］王锺翰清史论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王锺翰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锺翰 著 

  

 

［正题名］王锺翰清史论集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王锺翰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锺翰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论文集 

［副题名］1964-2004 

［书目卷册］1 

［丛书］史学理论卷 

［第一责任人］于沛，周荣耀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主题词］史学理论/世界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知识责任］于沛 主编 

［知识责任］周荣耀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论文集 

［副题名］1964-2004 

［书目卷册］2 

［丛书］古代 中世纪卷 

［第一责任人］于沛，周荣耀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主题词］古代史/世界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主题词］中世纪史/世界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知识责任］于沛 主编 

［知识责任］周荣耀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论文集 

［副题名］1964-2004 

［书目卷册］3 

［丛书］欧洲 北美卷 

［第一责任人］于沛，周荣耀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主题词］欧洲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主题词］北美洲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知识责任］于沛 主编 

［知识责任］周荣耀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论文集 

［副题名］1964-2004 

［书目卷册］4 

［丛书］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卷 

［第一责任人］于沛，周荣耀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主题词］亚洲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主题词］非洲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主题词］拉丁美洲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知识责任］于沛 主编 

［知识责任］周荣耀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论文集 

［副题名］1964-2004 

［书目卷册］5 

［丛书］俄罗斯 东欧 中亚卷 

［第一责任人］于沛，周荣耀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主题词］俄罗斯/历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主题词］东欧/历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主题词］中亚/历史/研究/中国/1964-2004/文集 

［知识责任］于沛 主编 

［知识责任］周荣耀 主编 

  

 

［正题名］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大泽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建立、发展、演变过程，展示美国从创建

中国学到重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 

［主题词］汉学/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胡大泽 编著 

  

 

［正题名］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余英时作品系列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唤醒中国 

［并列题名］Awakening China 

［副题名］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第一责任人］（美）费约翰著 

［译者］李恭忠…[等]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20世纪前25年间—即从晚清到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及革命、

国家、政党、社会、阶级等问题。 

［主题词］政治/概况/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费约翰 著 

［知识责任］Jobn 著 

［次知识责任］李恭忠 译 

［次知识责任］李里峰 译 



［次知识责任］李霞 译 

［次知识责任］徐蕾 译 

  

 

［正题名］中国海关史话 

［第一责任人］姚梅琳编著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主题词］海关/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姚梅琳 编著 

  

 

［正题名］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副题名］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 

［第一责任人］左玉河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2 

［附注内容］本书对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中，中国学术经历了巨大“形态”上

变革的学术转型问题进行研究。梳理出晚清中国学术从古代不甚严密、不甚合理的四部分类，

到吸收西方学术的分科方法而演变成七科的分类，从而初步建立较为近代的学术体系的过

程。 

［主题词］学术思想/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体系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左玉河 著 

  

 

［正题名］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徐艺圃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入“第二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论文 104 篇，

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明清档案工作、明清档案、明清历史、明清档案学，以及有关机构、

典章制度、人物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主题词］档案工作/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档案资料/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徐艺圃 主编 

  

 

［正题名］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徐艺圃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入“第二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论文 104 篇，

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明清档案工作、明清档案、明清历史、明清档案学，以及有关机构、

典章制度、人物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主题词］档案工作/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档案资料/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徐艺圃 主编 

  

 

［正题名］中心与边缘 

［副题名］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 

［第一责任人］刘进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主题词］政治/研究/西北地区/民国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西北地区/民国 

［知识责任］刘进 著 

  

 

［正题名］政治·教育·社会 

［副题名］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林家有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从政治、教育、社会三个方面论证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对孙中山建

国的方略、理念进行考察，论述近代中国政治对教育的影响，并以广东为中心进行了考察。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家有 著 

  

 

［正题名］残阳夕照 

［副题名］清代历史掠影 

［第一责任人］徐洪兴著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千秋兴亡 葛剑雄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曾于 2000 年面世，现经修订再版。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徐洪兴 著 

  

 

［正题名］万民所依 

［副题名］建筑与意象 

［第一责任人］张晓虹编著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制度文明与中国社会 葛剑雄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文化特征以及传统建筑中的象征主义。包括：天

地观念与都城建筑；庄严富丽的皇家建筑；多姿多彩的宗教建筑；人文主义与园林建筑；风

水与传统民居建筑 5 个部分。 

［主题词］建筑/文化/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晓虹 编著 

  

 

［正题名］民之通货 

［副题名］历代货币流变 

［第一责任人］吴树国著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制度文明与中国社会 葛剑雄总主编 

［主题词］货币/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代货币/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树国 著 

  

 

［正题名］中国新方志 5000 种书目提要（上海通志馆藏） 

［第一责任人］朱敏彦主编 

［译者］上海通志馆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上海通志馆 2004 年 6 月前收藏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国新修省（自

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区）三级共 5059 册方志的内容提要。 

［主题词］地方志/题录/简介/中国/1980- 

［主题词］内容提要/地方志/中国/1980- 

［知识责任］朱敏彦 主编 

  

 

［正题名］晚清东游日记汇编 

［书目卷册］2 

［丛书］日本军事考察记 



［第一责任人］ 王宝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主题词］军事/考察/记录/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王宝平 主编 

  

 

［正题名］康百万庄园 

［第一责任人］赵海星主编 

［译者］（比利时）克里斯多弗·戴斯克维摄影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康百万庄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是 17、18 世纪华北黄土高原封建堡垒式建筑

的代表，也是中原地区民居的典型代表。 

［主题词］民居/摄影集/中国/河南省 

［知识责任］赵海星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戴斯克维 摄影 

［次知识责任］Deschryve 摄影 

  

 

［正题名］北京历史舆图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历史舆图集》编委会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并列题名］Collection of Beijing Historical Maps(1) 

［第一责任人］李诚主编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首都图书馆藏地图 750 幅，上自宋代，下迄民国。每种地图均著有说

明，图名附有英文。第一卷为区域总图、北京城图及城内分区图。第二卷为北京郊区、郊县

地图。第三卷为外文图及风景名胜地图。第四卷为专题地图。 

［主题词］历史地图/图集/北京 

［知识责任］李诚 主编 

  

 

［正题名］北京历史舆图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历史舆图集》编委会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并列题名］Collection of Beijing Historical Maps(2) 

［第一责任人］王炜主编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首都图书馆藏地图 750 幅，上自宋代，下迄民国。每种地图均著有说



明，图名附有英文。第一卷为区域总图、北京城图及城内分区图。第二卷为北京郊区、郊县

地图。第三卷为外文图及风景名胜地图。第四卷为专题地图。 

［主题词］历史地图/图集/北京 

［知识责任］王炜 主编 

  

 

［正题名］北京历史舆图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历史舆图集》编委会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并列题名］Collection of Beijing Historical Maps(3) 

［第一责任人］王自强主编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首都图书馆藏地图 750 幅，上自宋代，下迄民国。每种地图均著有说

明，图名附有英文。第一卷为区域总图、北京城图及城内分区图。第二卷为北京郊区、郊县

地图。第三卷为外文图及风景名胜地图。第四卷为专题地图。 

［主题词］历史地图/图集/北京 

［知识责任］王自强 主编 

  

 

［正题名］北京历史舆图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历史舆图集》编委会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并列题名］Collection of Beijing Historical Maps(4) 

［第一责任人］王自强主编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首都图书馆藏地图 750 幅，上自宋代，下迄民国。每种地图均著有说

明，图名附有英文。第一卷为区域总图、北京城图及城内分区图。第二卷为北京郊区、郊县

地图。第三卷为外文图及风景名胜地图。第四卷为专题地图。 

［主题词］历史地图/图集/北京 

［知识责任］王自强 主编 

  

 

［正题名］张国淦文集续编 

［丛书］经学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国淦著] 

［译者］杜春和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书是这位中国近代政治家与考据学家的经学文集，文章内容主要集中于对中

国儒学大师孔子著作真伪的考证、孔子论学思想的研究等。 

［主题词］经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国淦 著 

［次知识责任］杜春和 编 

  

 

［正题名］张国淦文集续编 

［丛书］经学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国淦著] 

［译者］杜春和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书是这位中国近代政治家与考据学家的经学文集，文章内容主要集中于对中

国儒学大师孔子著作真伪的考证、孔子论学思想的研究等。 

［主题词］经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国淦 著 

［次知识责任］杜春和 编 

  

 

［正题名］望山书屋诗词 

［第一责任人］刘存宽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蓝土地文库] [邱国鹰，陈源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著者刘存宽赠阅 

［主题词］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刘存宽 著 

  

 

［正题名］国耻鉴 

［副题名］一八七一年以来的中国与日本 

［第一责任人］郭志平编著 

［出版者］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 

［主题词］侵华/历史/研究/日本/1871- 

［知识责任］郭志平 编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 

［书目卷册］第三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民革中央宣传部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自 1982 年 3 月至 2003 年 12 月间民革重要文件 

［主题词］文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汇编/1982-2003 



［副本数］1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 

［书目卷册］第三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民革中央宣传部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自 1982 年 3 月至 2003 年 12 月间民革重要文件 

［主题词］文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汇编/1982-2003 

［副本数］1 

 

 

［正题名］基督教思想评论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许志伟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缉分专题为：基督教哲学的精神特质；论文；评论和书评四部分。 

［主题词］基督教/思想评论/丛刊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许志伟 主编 

  

 

［正题名］宪政救国之梦 

［副题名］张耀曾先生文存 

［第一责任人］张耀曾著 

［译者］杨琥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近代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张耀曾先生自 1906-1938 年的文章、著作、

书信、读书札记及日记。内容有对重大事件的议论，作者的日常工作、读书、生活、社会交

游及所思所想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1906-1938/文集 

［主题词］法学/研究/文集/1906-1938 

［主题词］政治/研究/文集/1906-1938 

［知识责任］张耀曾 著 

［次知识责任］杨琥 编 

  

 

［正题名］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窦坤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窦坤 著 

  

 

［正题名］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第一责任人］（英）斯当东著 

［译者］叶笃义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 1792-1794 年（乾隆五十七至五十九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百余人

使团访华的见闻录，初版为 1797 年。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清代 

［主题词］访华/见闻/史料/英国/清代 

［知识责任］斯当东 著 

［知识责任］Staunton 著 

［次知识责任］叶笃义 译 

  

 

［正题名］影印太平天國文獻十二種 

［第一责任人］王慶成主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主编者八十年代以来从海外搜访到的太平天国部分珍贵文献的影印本。

在每种文献之首均作有一篇题注。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文献/汇编 

［知识责任］王庆成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史地图集 

［副题名］1919-949 

［第一责任人］武月星主编 

［出版者］中国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地图、文字说明和照片等相互结合的形式，记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历史。 

［主题词］现代史/图集/中国/1919-1949 

［主题词］地图集/中国/1919-1949 

［知识责任］武月星 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丛书］人口卷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人口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书目卷册］社会保障卷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社会保障/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书目卷册］文教事业卷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文化事业/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教育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书目卷册］宗教民俗卷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宗教/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风俗习惯/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哲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李长福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阐述邓小平的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总结邓

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与发展，论述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等。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李长福 著 

  

 

［正题名］历史的真情 

［副题名］毛泽东两访莫斯科 

［副题名］1949-1957 

［第一责任人］邸延生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以毛泽东两访莫斯科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多次会见与交往为主线，展现

了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抱负、胆略、智慧、情操、胸

怀、神采和风范。 

［主题词］中苏关系/史料/1949-1957 

［知识责任］邸延生 著 

  

 

［正题名］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天石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随园文库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江苏省“十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

项目· 南京师范大学“十五”“211 工程”建设项目·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中国古代阶层的研究，讨论了自中古至唐宋时期良贱身份制度的渊源、

历史发展、阶层状况，及良贱身份制度的衰亡等。 

［主题词］阶层/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天石 著 

  

 

［正题名］任访秋先生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沈卫威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教育工作者/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沈卫威 编 

  

 

［正题名］中国南方民族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胡绍华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中央民族大学国家“211 工程”项目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中国西南民族和中国中南东南民族两篇。分别阐述了西南民族的基本



情况、西南民族的起源和原始社会、中东南民族基本情况、中东南民族的起源和族称等。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南方地区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中国/南方地区 

［知识责任］胡绍华 著 

  

 

［正题名］古史文存 

［丛书］综合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已经发表的有关史学

论文一百余篇。每卷前分别列出各卷篇名目录。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正题名］古史文存 

［丛书］先秦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已经发表的有关史学

论文一百余篇。每卷前分别列出各卷篇名目录。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文集 

  

 

［正题名］古史文存 

［丛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已经发表的有关史学

论文一百余篇。每卷前分别列出各卷篇名目录。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秦汉时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正题名］古史文存 

［丛书］隋唐宋辽金元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已经发表的有关史学

论文一百余篇。每卷前分别列出各卷篇名目录。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隋唐时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宋辽金元时代/文集 

  

 

［正题名］古史文存 

［丛书］明清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已经发表的有关史学

论文一百余篇。每卷前分别列出各卷篇名目录。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正题名］古史文存 

［丛书］明清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已经发表的有关史学

论文一百余篇。每卷前分别列出各卷篇名目录。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正题名］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 

［第一责任人］李秉刚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日本侵华期间辽宁境内万人坑的调查研究”成果之一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调查/研究/辽宁 

［知识责任］李秉刚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化先驱 

［副题名］状元实业家张謇 

［第一责任人］周新国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为 2003 年 4 月在扬州召 的“纪念张謇 150 周年诞辰高级论坛”会议的

学术论文集 

［知识责任］周新国 主编 

  

 

［正题名］社会科学理论及其发展进步 

［第一责任人］（美）詹姆斯·B.鲁尔著 

［译者］郝名玮，章士嵘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剑桥集粹 

［附注内容］本书对近百年来，尤其是 20 世纪下半叶欧美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进步在比较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评估，探讨社会科学理论进步的困境，并讨论影响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四

大理论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理论/对比研究/欧洲 

［主题词］社会科学/理论/对比研究/美洲 

［知识责任］鲁尔 著 

［知识责任］Rule 著 

［次知识责任］郝名玮 译 

［次知识责任］章士嵘 译 

  

 

［正题名］在商言商 

［副题名］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 

［第一责任人］冯筱才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文库 史丛 13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通过较大范围的调查，重新探讨近代中国商人与政治的种种问题，试

图在商人惯常的“文本形象”与其实际面貌之间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 

［主题词］商人/研究/江苏省/近代 

［主题词］商人/研究/浙江省/近代 

［知识责任］冯筱才 著 

  

 

［正题名］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 

［第一责任人］杜恂诚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文库 史丛 14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3 年度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尝试创造性地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对近代中外金融制度



变迁的不同特征进行比较。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金融体制/对比研究/中国/外国 

［知识责任］杜恂诚 著 

  

 

［正题名］古史性别研究丛稿 

［第一责任人］王子今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性别研究丛书 李小江主编 

［主题词］性别/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子今 著 

  

 

［正题名］话说邓小平 

［第一责任人］刘金田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知识责任］刘金田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口述传 

［副题名］英汉对照版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口述] 

［译者］（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录 

［译者］翟象俊译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该书叙述了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内容包括“童年时代”、“求学生涯”、“红军的

诞生”以及“红军在行动”四个专题。 

［知识责任］毛泽东 口述 

［次知识责任］斯诺 录 

［次知识责任］Snow 录 

［次知识责任］翟象俊 译 

  

 

［正题名］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一责任人］谭树林著 

［出版者］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学术史丛书 

［附注内容］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 山祖，他的活动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被再造了



生机。本书将他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中，置于历史文化的坐标上，凸显他对中西文化交

流的贡献。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西方国家/近代 

［知识责任］谭树林 著 

  

 

［正题名］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图谱 

［副题名］1920-1945 台湾小说研究 

［第一责任人］肖成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认为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源于日常生活所进行的批判，对日本殖民这推行

的“统合”与“同化”政策具有解构与消泯功能，并呈现了台湾人民对于命运的共同挣扎与

思考，成为台湾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祖国统一的文学见证。 

［主题词］小说/文学研究/台湾/1920-1945 

［主题词］文学研究/小说史/台湾/1920-1945 

［知识责任］肖成 著 

  

 

［正题名］历史地理学探索 

［并列题名］Historical Geography Exploration 

［第一责任人］侯甬坚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的学术研究文集，涉及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学术史研究，对于《汉

书·地理志》的解读，对于交通和区域问题的研究等方面内容。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侯甬坚 著 

  

 

［正题名］“建国大学”的幻影 

［第一责任人］（日）水口春喜著 

［译者］董炳月译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战争记忆与历史反思 

［附注内容］本书对日本侵华期间的文化侵略进行研究，通过记述日本在中国东三省创立的

高学府“建国大学”创立与解体，展现日本的侵华、文化殖民史实。 

［主题词］侵华/战争罪行/文化侵略/史料/日本 

［知识责任］水口春喜 著 

［次知识责任］董炳月 译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副题名］1949-2004 

［并列题名］The Peopie's Republic of China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新华月报社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2004/史料 

［主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事件/大事记/1949--2004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副题名］1949-2004 

［并列题名］The Peopie's Republic of China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新华月报社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2004/史料 

［主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事件/大事记/1949--2004 

  

 

［正题名］西方历史理论的进化 

［第一责任人］章士嵘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该书展示了西方历史理论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绚丽多彩的发展历程，既有对思

潮、学派的分析，也有对重要思想家的介绍。 

［主题词］史学理论/发展/简介/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章士嵘 著 

  

 

［正题名］人道的颠覆 

［副题名］日军侵湘暴行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先初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主题词］侵华事件/战争罪行/史料/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陈先初 著 

  

 

［正题名］一个女兵眼中的黄克诚将军 

［第一责任人］丁继东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一个解放军总医院女护士的视角，从全新角度展示黄克诚将军传奇

的一生和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襟怀坦荡的光辉品格以及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友谊。 

［主题词］回忆录/军事家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丁继东 著 

  

 

［正题名］接触在 1944 

［副题名］美军观察组 

［第一责任人］陈敦德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新中国外交年轮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半外交时代”与美国进行 早外交活动的真实记

录。再现了当时中共与美国政府和重庆当局之间的复杂交往、谈判活动。 

［主题词］中美关系/史料/1944 

［主题词］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史料/1944 

［知识责任］陈敦德 著 

  

 

［正题名］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 

［第一责任人］郭林，李建社，李来存主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陕北革命根据地/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郭林 主编 

［知识责任］李建社 主编 

［知识责任］李来存 主编 

  

 

［正题名］中共渭南历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主题词］传记/中国共产党/党史/历史人物 

  

 

［正题名］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丛书 

［主题词］传记/中国共产党/党史/历史人物/陕西 

  

 

［正题名］漫话北京城 

［第一责任人］高巍等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兔儿爷老北京史地民俗丛书 常人春，高巍主编 

［主题词］城市/历史/变迁/北京 

［知识责任］高巍 著 

［知识责任］常人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高巍 丛书主编 

  

 

［正题名］陈独秀与第三国际人物论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书是研究陈独秀与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马林等共产国际人物政治关系

的书籍，从中展示了大革命的历史与事件，陈独秀的政治理论与思想等。 

［主题词］历史人物/共产国际/人物研究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被监押的帝国主义 

［并列题名］The Fate of British and French Firms in China 

［副题名］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1949-1954） 

［第一责任人］（以色列）谢艾伦(Aron Shai)著 

［译者］张平，张立，蒋清宏译 

［译者］虞和平校审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王庆成，虞和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49 至 1954 年为跨度，在英、法“后帝国的”衰退的背景之下，以中

英、中法关系中的经济与商务因素为着眼点，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当局对在华大企业的

政策与处置。 

［主题词］外资公司/经济史/中国/1949-1954 

［主题词］跨国公司/经济史/英国/1949-1954 

［主题词］跨国公司/经济史/法国/1949-1954 

［知识责任］谢艾伦 著 

［知识责任］Aron Shai 著 

［知识责任］王庆成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虞和平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平 译 

［次知识责任］张立 译 

［次知识责任］蒋清宏 译 

［次知识责任］虞和平 校审 

  

 

［正题名］统领万岁军 

［副题名］梁兴初将军的戎马生涯 

［第一责任人］任桂兰，李宗儒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我国三十军老军长梁兴初将军从一个苦大仇深的铁匠，成长为我军

一名骁勇善战的将领的传奇一生与战功。 

［主题词］将军/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任桂兰 著 

［知识责任］李宗儒 著 

  

 

［正题名］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利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五章。书中围绕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的首次赴

华进行讨论；阐述了国共合作初始时期吴廷康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分析了吴廷康在五卅运动

中以及五卅运动之前和之后出现的国共纠纷问题上的思想、行动等。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国际/关系/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利生 著 

  

 

［正题名］民国浙江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陶士和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浙江/民国 

［知识责任］陶士和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百年论争 

［第一责任人］李连科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哲学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李连科 著 

  



 

［正题名］人文经验与科学经验 

［副题名］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观念的生存论透视 

［第一责任人］蒋红雨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精品大系 

［丛编题名］黑龙江大学人文论丛 

［主题词］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关系/研究 

［主题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蒋红雨 著 

  

 

［正题名］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 

［第一责任人］章用秀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该书从弘一大师的出生地天津入手，沿着大师的成长足迹和心理轨迹，着重追

述与探求李叔同艺术人生与近代天津地域文化的渊源关系，通过具体事例叙说了大师在天津

的成长过程等内容。 

［知识责任］章用秀 著 

  

 

［正题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史 

［第一责任人］曾维东，曾维才主编 

［出版者］人民法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概况为先导，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的审判工作、

审判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审判机构等入手，全面总结、介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历史。 

［主题词］革命法制史/研究 

［主题词］审判机关/审理/研究 

［知识责任］曾维东 主编 

［知识责任］曾维才 主编 

  

 

［正题名］我的前辈同辈和晚辈 

［副题名］当代文坛影记 

［第一责任人］吴泰昌著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作者部分记叙性散文，并配以相关的大量照片，体现了一个文学时代

的侧影与旁证，涉及人物包括：杨晦、朱光潜、吴组缃、阿英、李一氓、周扬、巴金、茅盾

等。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吴泰昌 著 

  

 

［正题名］清太祖传 

［第一责任人］周远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历代帝王传记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满族首领和清朝始祖努尔哈赤，记述他以微势起兵、创立八旗、统一

女真大业，并力挫明朝大军、奠定清近三百年历史基石等的叱咤风云的生命历程。 

［知识责任］周远廉 著 

  

 

［正题名］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为 2003 年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浙江绍兴召 的“章学诚国际学术研

讨会”的论文集。收入有：《章学诚强化史学主体之历史哲学》、《章学诚方志学理念的再认

识》、《试论章学诚对索引学的重大贡献》、《章学诚与清代藏书》等 45 篇论文。 

［主题词］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主题词］哲学思想 

  

 

［正题名］曙庵文史续录 

［第一责任人］王树民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为曾于 1997 年出版的《曙庵文史杂著》一书的续编。集中了作者对中国

历史及中国古籍研究的数篇文章。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树民 著 

  

 

［正题名］中共绍兴党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23.7-1949.5 

［第一责任人］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正题名］彭雪枫传 

［第一责任人］《彭雪枫传》编写组[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著名的军事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彭雪枫的生平，记述其投身革命的过

程、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功绩，及抗日战争中指挥重大战役及壮烈牺牲的一生历程。 

  

 

［正题名］我的父亲郭沫若 

［副题名］[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郭庶英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父辈丛书 文化名人系列（图文版） 

［知识责任］郭庶英 著 

  

 

［正题名］中国人事管理史 

［第一责任人］林新奇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由古代人事管理和近现代人事管理两篇组成，包括古代人事选拔制度，科

举考试制度，荫任、捐纳和吏进制度，诠选与回避制度，品位等级与俸禄，考绩与奖惩，人

事监察等章节。 

［主题词］人事制度/历史/中国 

［主题词］人事管理/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林新奇 著 

  

 

［正题名］中日古代城市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城市史/城市社会学/研究/古代/文集 

［主题词］城市/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城市/研究/日本/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中村圭尔 编 

［知识责任］辛德勇 编 

  

 

［正题名］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副题名］1972-2002 

［第一责任人］李文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总结了 1972-2002 年间日本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和内容，评价了日

本文化对中国现代化所起到积极作用及其历史意义，揭示了全球化发展新形势下文化传播的

一些新的规律和特点。 

［主题词］中日关系/文化交流/研究/1972-2002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日关系/研究/1972-2002 

［知识责任］李文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3.4 

［书目卷册］总第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辑内含“评论”、“论文”、“通讯”以及“书评”四部分的文章，包括《浪漫

主义者、智者和体系哲学家》、《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一代名将许世友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孙晓，宋梅编著 

［出版者］黄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孙晓 编著 

［知识责任］宋梅 编著 

  

 

［正题名］中国侦查史 

［丛书］古近代部分 

［第一责任人］任惠华著 

［出版者］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从古代侦查、近代侦查的视角，对中国侦查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探讨，

涉及侦查职能的发端、体制的演化、近代侦查的性质和特点等内容。 

［主题词］刑事侦察/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刑事侦察/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任惠华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 



［第一责任人］李金铮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金铮 著 

  

 

［正题名］清代文献学简论 

［第一责任人］叶树声，许有才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该书内容包括总论、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目录学、分类学、编辑学以及

翻译学八部分。 

［主题词］古文献学/概论/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叶树声 著 

［知识责任］许有才 著 

  

 

［正题名］陈原道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正题名］中国情色文化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刘达临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性学/历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性社会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达临 著 

  

 

［正题名］中国情色文化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刘达临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性学/历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性社会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达临 著 

  

 

［正题名］历史并不遥远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的史学文集，收录的文章涉及晚清社会变革，对近代灾荒的研究，

及讨论历史学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的文章等。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文海 著 

  

 

［正题名］中国史学会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 

［出版者］海燕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中国史学会五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与主要工作。全书由历次代表大

会与历届理事会、学术活动、青年史学队伍建设、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等 6 编组成。 

［主题词］史学/研究机构/概况/中国/1951-2003 

  

 

［正题名］ 国总理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熊华源，廖心文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章。包括：共和国奠基、打 外交局面、稳定周边环境、探索发展道

路、繁荣文化事业、向现代科学进军等。 

［知识责任］熊华源 著 

［知识责任］廖心文 著 

  

 

［正题名］吴晗画传 

［第一责任人］王宏志文 

［译者］金若年…[等]图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画传》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反映学者读书、生活、学术研究、社会活动的大量图片，记述其从一

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争取民主、自由的斗士，直至共产主义者的历程。 

［知识责任］王宏志 文 

［次知识责任］金若年 图 

［次知识责任］王宏志 图 

［次知识责任］吴昆 图 

［次知识责任］吴平 图 

  

 

［正题名］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并列题名］Survey of the Chinese Victim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第一责任人］张连红主编 

［译者］孙建成调查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 

［附注内容］新加坡李氏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蒙难华人受害调查、“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以及华人军票

损失调查三大部分，其中包含战争受害者或其遗族的回忆录 222 份，强迫押送建筑缅泰铁路

的幸存者的经历陈述 126 份，军用票受害者的诉求书 226 份。 

［主题词］太平洋战争（1941-1945）/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日本/史料/东南亚/1942-1945 

［主题词］华人/侵略战争/伤害/新加坡/史料/1942-1945 

［主题词］华人/侵略战争/伤害/马来西亚/史料/1942-1945 

［知识责任］张连红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建成 调查 

  

 

［正题名］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杨 慧 

［副题名］展现毛泽东夫人跌宕人生 揭示风云岁月的历史内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冠任，冯光宏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用 真实的事实，讲述了杨 慧鲜为人知的欢喜、忧伤、所爱、所恨以及

她与毛泽东的生死之恋。 

［知识责任］陈冠任 著 

［次知识责任］冯光宏 著 

  

 

［正题名］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杨 慧 

［副题名］展现毛泽东夫人跌宕人生 揭示风云岁月的历史内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冠任，冯光宏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用 真实的事实，讲述了杨 慧鲜为人知的欢喜、忧伤、所爱、所恨以及

她与毛泽东的生死之恋。 

［知识责任］陈冠任 著 

［次知识责任］冯光宏 著 

  

 

［正题名］历史教育学 

［第一责任人］叶小兵，姬秉新，李稚勇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历史课/教学研究/中学 

［知识责任］叶小兵 著 

［知识责任］姬秉新 著 

［知识责任］李稚勇 著 

  

 

［正题名］艺术 

［并列题名］Art 

［第一责任人］时影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国万象 5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我国民国时期艺术史的文图形式普及读本，介绍民国时期艺术领域

的时代背景，各种艺术形式的特点、代表艺术家等。 

［主题词］艺术史/中国/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时影 编著 

  

 

［正题名］商业 

［第一责任人］时影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国万象 6 

［附注内容］本书是以文图本形式，回顾民国时代商业历史，讲述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重

要商业事件、人物及同时期的商业广告等。 

［主题词］商业史/中国/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时影 编著 

  

 

［正题名］口述中国 

［副题名］口述与文献 

［副题名］谁能还原历史 

［第一责任人］刘小萌，徐新建等执笔 

［译者］《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边地上的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国内进行的一场思想对话。书中为了凸显口述这一方法对于窥探生

命真实的重要价值，通过人类学学者的田野笔记以及口述传记作者讲述的真实故事，重新解

读民族文化的本质。包括《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文字口述史》、《当历史违背历史

的时候》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生活/资料/中国/现代 



［主题词］口述历史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回忆录/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刘小萌 执笔 

［知识责任］徐新建 执笔 

  

 

［正题名］名媛 

［第一责任人］时影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国万象 4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末代后妃”、“政坛女杰”、“名人佳侣”、“大家闺秀”、“文坛才

女”、“社会名媛”等九部分。 

［主题词］妇女/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时影 编著 

  

 

［正题名］时尚 

［第一责任人］时影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国万象 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流行时尚”、“女性服饰”、“民国旗袍”、“男性服装”、“西化国

民”、“以车代步”等六部分。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时影 编著 

  

 

［正题名］电影 

［第一责任人］时影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国万象 1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中国民国电影史的普及本，以文图本的形式回顾民族电影的历史，

介绍了重要电影事件与人物，代表性电影作品等。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时影 编著 

  

 

［正题名］杭州旧闻 

［并列题名］Hangzhou Oldnews 

［第一责任人］戴庆钰点校 

［译者］戴庆钰，卢群评说 

［出版者］古吴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晚清社会新闻图录 News Picture in Qing Dynasty Society eng 

［附注内容］本书所选图画源自《点石斋画报》，是晚清时代杭州的真实写照。 

［主题词］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杭州/清后期/图集 

［知识责任］戴庆钰 点校 

［次知识责任］戴庆钰 评说 

［次知识责任］卢群 评说 

  

 

［正题名］中国古代人学史 

［第一责任人］尚明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中国历代哲人对人类自我认识的历史。阐释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非

仅政治地域、生理特征所能涵括，更在其独立特异的文化类型，尤其是民族人文品格的特异

性等内容。 

［主题词］思想家/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人学/思想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教材 

［主题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尚明 著 

  

 

［正题名］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 

［副题名］1898-2003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校史馆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自 1898 年至 2003 年间国内外发表和出版的有关北京大学历史的文

献论著目录索引 1 万多条目；涉及国内外各种报纸、学报、期刊、丛刊、文史资料、革命史

资料、地方史资料等约 400 余种。 

［主题词］校史/篇名索引/书名索引/1898-2003 

［主题词］篇名索引/北京大学/校史/1898-2003 

［主题词］书名索引/北京大学/校史/1898-2003 

  

 

［正题名］邓小平 

［副题名］[摄影集] 

［第一责任人］冷溶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是照片集，内容包括：戎马岁月、艰辛探索、走向辉煌（拨乱反正、 创

伟业、外交风采、休戚与共、心系统一）、生活情趣、大事年表。 

［知识责任］冷溶 主编 



  

 

［正题名］首都图书馆藏旧京戏报 

［书目卷册］壹 

［第一责任人］韩朴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戏报是旧时的演出团体为了向观众展示当日、当场演出的剧团、剧目、演员和

演出程序等内容而制成的宣传品，似现代剧场的节目单。集结一定规模的戏报，汇成了一个

时代、一个地区、一个剧团或一个剧场的演出档案，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本书收录上讫清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下讫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的戏报 747 张。 

［主题词］节目单/舞台演出/北京/1908-1942/图集 

［主题词］戏剧史/史料/北京/1908-1942/图集 

［知识责任］韩朴 主编 

  

 

［正题名］首都图书馆藏旧京戏报 

［书目卷册］贰 

［第一责任人］韩朴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戏报是旧时的演出团体为了向观众展示当日、当场演出的剧团、剧目、演员和

演出程序等内容而制成的宣传品，似现代剧场的节目单。集结一定规模的戏报，汇成了一个

时代、一个地区、一个剧团或一个剧场的演出档案，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本书收录上讫清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下讫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的戏报 747 张。 

［主题词］节目单/舞台演出/北京/1908-1942/图集 

［主题词］戏剧史/史料/北京/1908-1942/图集 

［知识责任］韩朴 主编 

  

 

［正题名］刘志丹将军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正题名］晋察冀暨华北人民解放军征战图集 

［第一责任人］傅崇碧，史进前，徐信主编 

［译者］肖景祥撰文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共选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重要战役战斗的战例 60

多个、作战要图 60 多幅、历史照片 1000 多幅，反映了晋察冀暨华北军区部队在革命征途中

的光辉历程。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图集 



［知识责任］傅崇碧 主编 

［知识责任］史进前 主编 

［知识责任］徐信 主编 

［次知识责任］肖景祥 撰文 

  

 

［正题名］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 

［副题名］中西關係卷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西班牙/档案资料 

  

 

［正题名］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 

［副题名］中西關係卷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西班牙/档案资料 

  

 

［正题名］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 

［副题名］中西關係卷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西班牙/档案资料 

  

 

［正题名］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 

［副题名］中葡關係卷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葡萄牙/档案资料 



  

 

［正题名］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 

［副题名］中葡關係卷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清代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葡萄牙/档案资料 

  

 

［正题名］中国道教源流 

［第一责任人］谢路军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章，内容包括：道家及其文化精髓、道教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道

教的理论构成及信仰特征、当代道教。 

［主题词］道教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谢路军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学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社会学方法与方法论、农村社会结构、性别与女性研究三个部分，

收录 13 篇论文。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近代经学与文学 

［第一责任人］刘再华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经学/文学/关系/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学/经学/关系/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再华 著 

  

 

［正题名］陈独秀之死 



［第一责任人］陈璞平著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璞平 著 

  

 

［正题名］哲学社会科学前沿思考 

［第一责任人］潘晨光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为哲学社会科学文集，收录理论性文章有《一个反映长周期波动的增长模

型》、《论基础设施领域改革》、《诚信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每篇论文前有作者详细介绍。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潘晨光 主编 

  

 

［正题名］叶公超传 

［第一责任人］傅国涌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篇，通过家世和教育背景、从北大到暨南、“文章新月篇”、

叶公超与徐志摩、叶公超与闻一多、大时代的知识分子等二十个部分，叙述了叶公超的生平

事迹。 

［知识责任］傅国涌 著 

  

 

［正题名］龙与鹰 

［副题名］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梁碧莹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784-1949 

［知识责任］梁碧莹 著 

  

 

［正题名］胡适人格 

［第一责任人］白振奎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大师人格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展现了胡适博大精深、平和亲切而又热情洋溢的感人形象，描述了他的人

格魅力。 



［知识责任］白振奎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贩毒史 

［第一责任人］邵雍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江湖社会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毒贩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他们的社会网络以及经营之道，在论

及禁毒时，重点放在禁止毒品的贩运方面。 

［主题词］社会病态/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鸦片贸易/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邵雍 著 

  

 

［正题名］九州学林 

［书目卷册］2004·夏季 二卷二期（总第四期） 

［第一责任人］郑培凯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者］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专论”、“考释”、“论坛、“评论”四大部分，共收入文章 13 篇。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郑培凯 主编 

  

 

［正题名］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 

［第一责任人］丘宏义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物理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丘宏义 著 

  

 

［正题名］張舜徽集 

［书目卷册］第一輯[7] 

［丛书］清人筆記條辨 

［第一责任人］張舜徽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研究清代学术成就的著作。取清人笔记中有学术价值者百部，分条

订正其谬误，或引申其精义。 

［主题词］笔记/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 忆是南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校史研究室，南 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百年南 暨南 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丛书 

［主题词］回忆录/史料/南 大学/文集 

  

 

［正题名］东方振兴与西化之路 

［副题名］纪念陈序经诞辰一百周年论集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百年南 暨南 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丛书 

［主题词］教育思想/研究/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研究/文集 

  

 

［正题名］杨绛传 

［第一责任人］罗银胜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包括故里家世、步入剧坛、定居京华、十年尘世、笔耕不辍、生命之火

等，叙述了女作家杨绛坎坷的一生。 

［主题词］作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罗银胜 著 

  

 

［正题名］浙江史学论丛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浙江省历史学会编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良渚文化与文明时代初探、吴越国的治国方略、中国古代史发散性

思维举例、宋代绍兴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浅谈温州风俗奢侈的原因等论文。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浙江/文集 

  

 

［正题名］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余英时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近二十篇文章，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和林伍德的历史

者、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文艺复习与人文思潮、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从史学看

传统——《史学与传统》序言等。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史籍举要 

［第一责任人］张舜徽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80 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作者 1955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要

籍介绍》的修订本。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我国历史的重要史籍和学习方法，全书共十四章，包括：历史书籍

的范围、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书籍、百科全书的通史、仿效史记写作形式编成的断代史等。 

［主题词］史籍/简介/中国/古代 

［主题词］内容提要/史籍/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歷史文獻 

［书目卷册］第六輯 

［第一责任人］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史部（续四）”以及揭示

上海图书馆藏书札尺牍、善本题跋、盛档史料、民国珍籍外，还刊载了揭示中国国家图书馆

（包括辽宁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馆藏的一些文字，以及著名学者童书业的遗稿。 

［主题词］历史/文献/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籍/研究/中国 

  

 

［正题名］图书馆学书目举要 

［第一责任人］吴慰慈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吴慰慈，王余光主编 

［主题词］图书馆学/图书目录/内容提要/20 世纪 

［主题词］内容提要/图书馆学/图书目录/20 世纪 

［知识责任］吴慰慈 主编 

  



 

［正题名］陈赓传 

［第一责任人］《陈赓传》编写组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主题词］军事家/传记/中国/现代 

  

 

［正题名］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 

［书目卷册］卷三 

［丛书］国民政府外债与官僚资本 

［第一责任人］许毅主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有：1927-1937 年间的中国官僚资本、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财政

经济改革、中美棉麦借款、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日伪经济、抗战胜利后旧债的整理与偿付计划

等。 

［主题词］外债/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外债/研究/1927-1937 

［主题词］官僚资本/研究/1927-1937 

［知识责任］许毅 主编 

  

 

［正题名］漫步北京历史长河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首都图书馆，北京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是“2003·北京历史文化科普讲座”的第一辑，收录 26 篇讲稿。 

［主题词］历史/研究/北京 

  

 

［正题名］婚姻习俗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陈华文，朱良，陈淑君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民间文化前沿论丛 

［附注内容］该书分为八章。内容包括合两姓之好、婚姻缔结自有习俗、个性突出的婚礼过

程、男人主宰的婚姻、种类繁多的婚姻形态、婚礼之后等。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主题词］风俗习惯/婚姻/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华文 著 

［知识责任］朱良 著 

［知识责任］陈淑君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 

［副题名］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 

［第一责任人］（美）张信著 

［译者］岳谦厚，张玮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世界汉学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以国家、社会和人的行为为命题，以河南南部和北部两个地区为考察目标，

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考察 1900 年到 1937 年之间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所发生的变化。 

［主题词］社会结构/演变/研究/中国/河南/1900-1937 

［主题词］社会调查/社会分析/研究/中国/河南/1900-1937 

［知识责任］张信 著 

［次知识责任］岳谦厚 译 

［次知识责任］张玮 译 

  

 

［正题名］西南局第一书记 

［第一责任人］杨耀健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杨耀健 著 

  

 

［正题名］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岳谦厚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外交人员/人事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人事制度/外交机构/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岳谦厚 著 

  

 

［正题名］记忆中的林徽因 

［第一责任人］杨永生编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该书收入了回忆林徽因的文章，共 20 余篇。即《林徽因的 后十年追忆》、《怀

念我们的老师林徽因先生》、《怀念林徽因》、《初始林徽因印象记》等。 

［知识责任］杨永生 编 

  

 



［正题名］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 

［第一责任人］（奥）凯尔森著 

［译者］王名扬译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西方法哲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6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国家和法律的理论、斯图契卡、

莱斯涅夫、巴舒坎尼斯、抛弃巴舒坎尼斯等法律理论。 

［主题词］法学/共产主义/研究 

［主题词］共产主义/法的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凯尔森 著 

［知识责任］Kelsen 著 

［次知识责任］王名扬 译 

  

 

［正题名］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与组织重构 

［第一责任人］朱新山著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深度解剖不同时段中国乡村的社会力量组合和

互动，动态展示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变动和组织演进的过程，揭示时下乡村组织演进的困境，

并对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作了切合中国实际的探索性分析。 

［主题词］农村/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农村/组织结构/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社会结构/农村/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朱新山 著 

  

 

［正题名］求真务实五十载（1954-2004） 

［副题名］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 50 周年，将几代学者的回忆文集

辑录成册，缅怀大师业绩，并对建所五十年来研究所的基本任务、集体协作、研究成果等进

行记述。 

［主题词］历史学家/纪念文集/1954-2004 

  

 

［正题名］容庚容肇祖学记 

［第一责任人］东莞市政协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容庚篇”和“容肇祖篇”两大部分，共 40 余篇文章，即《容庚自

传》、《容庚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容肇祖自传》、《我的家世和幼年》等。 

［主题词］哲学家/人物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程潜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陈先初著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岳麓书院学术文库 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求学时代、投身革命、辛亥前后、流亡岁月、护国讨袁、护法前驱、

“血性男子”、“四一二”前后、误入歧途、为了抗日、抗战名将、行辕主任、和平起义、夕

阳火红等内容。 

［知识责任］陈先初 著 

  

 

［正题名］法律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何勤华，王立民主编 

［译者］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法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何勤华 主编 

［知识责任］王立民 主编 

  

 

［正题名］冯桂芬评传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匡亚明主编 180 

［主题词］思想家/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熊月之 著 

  

 

［正题名］周扬论 

［第一责任人］支克坚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文艺风云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周扬三个阶段的文艺思想，把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为：“建

国前：确定方向”、“17 年：全面展 ”、“新时期：有限反思”。 



［主题词］文艺思想/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支克坚 著 

  

 

［正题名］封建社会 

［书目卷册］上卷 

［丛书］依附关系的成长 

［第一责任人］（法）马克·布洛赫著 

［译者］张绪山译 

［译者］郭守田，徐家玲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布洛赫的名著《封建社会》于 1939-1940 年出版法文版。1961 年英文版问世。

本书是根据 1989 年的英文版第九次重印本译出。 

［主题词］封建社会/研究 

［知识责任］布洛赫 著 

［知识责任］Bloch 著 

［次知识责任］张绪山 译 

［次知识责任］郭守田 校 

［次知识责任］徐家玲 校 

  

 

［正题名］封建社会 

［书目卷册］下卷 

［丛书］社会等级和政治体制 

［第一责任人］（法）马克·布洛赫著 

［译者］李增洪，侯树栋，张绪山译 

［译者］张绪山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布洛赫的名著《封建社会》于 1939-1940 年出版法文版。1961 年英文版问世。

本书是根据 1989 年的英文版第九次重印本译出。 

［主题词］封建社会/研究 

［知识责任］布洛赫 著 

［知识责任］Bloch 著 

［次知识责任］李增洪 译 

［次知识责任］侯树栋 译 

［次知识责任］张绪山 译 

［次知识责任］张绪山 校 

  

 

［正题名］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 



［副题名］1964.9-1982.1 

［第一责任人］周伯萍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回忆了“文革”前后及期间 18 年的外交生涯，记载了我国与坦桑尼

亚、希腊、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四国的官方往来，以及与驻在国当权派的接触。书中还记录

了非常时期驻外人员工作和生活的艰辛等内容。 

［主题词］外交人员/回忆录/中国/1964-1982 

［主题词］外交史/史料/中国/1964-1982 

［知识责任］周伯萍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 

［第一责任人］杜芳琴，王政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是历史学者、民俗与考古学者中较早涉足妇女、性别史领域的严肃学者的

新探索。书中对从社会性别制度建构的历史变迁对妇女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入手，考察中华

民族从史前到近代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生的变化和延续。 

［主题词］妇女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杜芳琴 主编 

［知识责任］王政 主编 

  

 

［正题名］四海同根 

［副题名］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安介生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该书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出发，利用事例凸现了移民运动、移民群体及个人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真实历程。 

［主题词］移民/历史/传统文化/关系/研究/中国 

［主题词］传统文化/移民/历史/关系/研究/中国 

［主题词］侨民问题/历史/世界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知识责任］安介生 著 

  

 

［正题名］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长野郎著 

［译者］强我译 

［译者］袁兆春点校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法学译丛 何勤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曾由神州国光社 1932 年出版，此次经整理重新点校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土地制度的沿革”、“土地分配及所有权问题”、“土地整理问题”、

“土地课税问题”、“佃种制度的研究”五个部分进行研究。 

［主题词］土地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长野郎 著 

［次知识责任］强我 译 

［次知识责任］袁兆春 点校 

  

 

［正题名］名街踏迹 

［第一责任人］文安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老北京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资料源于全国政协文史系统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北京的街道里巷地名、王府井大街的今昔、昔日的东郊民巷、漫画

后门大街、天桥等。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主题词］城市道路/简介/北京市 

［知识责任］文安 主编 

  

 

［正题名］国家、科举与社会 

［副题名］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责任人］钱茂伟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学问书坊 

［主题词］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钱茂伟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新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哲学史家文库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新编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哲学史家文库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新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2 

［丛编题名］哲学史家文库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民国名人与中山陵 

［第一责任人］沈先金主编 

［译者］孙中山纪念馆编著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大量图片，对中山自 1925 年筹建至以后 20 多年时间里，中山陵发生

的与名人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与故事进行记述。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中山陵/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沈先金 主编 

  

 

［正题名］中国宗教学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宗教学会秘书处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提交给“21 世纪的宗教研究”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和中国宗教学会第

五次全国会议的有关资料，以满足广大会员对学会加强学术建设、促进学科发展的殷切期望。 

［主题词］宗教学/研究/文集/中国 

  

 

［正题名］歷朝學案拾遺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王恩洋等撰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梁启超 撰 

［知识责任］王恩洋 撰 

  

 

［正题名］歷朝學案拾遺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王恩洋等撰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梁启超 撰 

［知识责任］王恩洋 撰 

  

 

［正题名］歷朝學案拾遺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王恩洋等撰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梁启超 撰 

［知识责任］王恩洋 撰 

  

 

［正题名］林一山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林一山著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水利专家林一山的生平记录，对其从求学到投身革命、由战争走向

治江的人生进行回顾，也是长江水利委员会成长壮大的权威第一手记录。 

［知识责任］林一山 著 

  

 

［正题名］孙中山一家人 

［副题名］一个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家族 

［第一责任人］黄莹，毛胜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知识责任］黄莹 编著 

［知识责任］毛胜 编著 

  

 

［正题名］金维映传 

［第一责任人］徐朱琴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坚定忠贞的女革命者金维映的一生，从一个海岛女儿成长为一名共

产主义战士的漫长、艰苦的革命斗争历程。 

［主题词］妇女/烈士/传记 

［知识责任］徐朱琴 著 

  

 

［正题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主编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图集 

［主题词］侵华事件/大事记/日本/1937 

［知识责任］朱成山 主编 

  

 

［正题名］洋房 

［第一责任人］时影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国万象 4 

［附注内容］本书是以文图本形式，回顾民国时代城市建筑的历史，讲述和再现了民国时期

的总统府、公共建筑、政要官邸、使馆租界、名人豪宅以及里弄、学校、医院和教堂等建筑。 

［主题词］住宅/建筑风格/中国/民国/图集 

［主题词］城市建筑艺术/史料/中国/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时影 编著 

  

 

［正题名］一代报人王芸生 

［第一责任人］王芝琛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背影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王芸生之子根据翔实资料和王芸生晚年的回忆评说写成，并汇集大量珍

贵历史图片，展现了王芸生与《大公报》荣辱与共的风雨历程。 

［知识责任］王芝琛 著 



  

 

［正题名］新中国人口五十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路遇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实为已出版的《中国人口通史》（内容截止到 1949 年）的增补本，即新中

国部分。 

［主题词］人口/研究/中国/1949-2000 

［知识责任］路遇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人口五十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路遇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实为已出版的《中国人口通史》（内容截止到 1949 年）的增补本，即新中

国部分。 

［主题词］人口/研究/中国/1949-2000 

［知识责任］路遇 主编 

  

 

［正题名］十二座山峰 

［副题名］记陈赓和他麾下的英雄 

［第一责任人］王永春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军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永春 著 

  

 

［正题名］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 

［第一责任人］钱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现代 

［知识责任］钱江 著 

  

 

［正题名］传统与近代之间 

［副题名］梁章钜学术与文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军伟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文史哲博士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对清代学者、重臣梁章钜的思想、作品进行梳理，以思想史为背景、师友

交往为切入点探索梁氏学术及文学思想的形成借以展示清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时期的精

神面貌。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军伟 著 

  

 

［正题名］全国出版者单位名录 

［副题名］2005 年版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按照行政区划编排的全国 570 家出版者机构和全国各地 800 余家书店的

名录。包括：名称、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网址等项内容。 

［主题词］出版者机构/名录/中国/2005 

  

 

［正题名］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 

［第一责任人］尹玲玲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文史哲博士文丛 

［主题词］渔业经济/研究/中国/长江流域/明清时期 

［知识责任］尹玲玲 著 

  

 

［正题名］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副题名］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 

［第一责任人］顾长声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传教士/传记/近代 

［主题词］传教士/传记/现代 

［知识责任］顾长声 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史纲 

［第一责任人］侯外庐主编 

［译者］张岂之…[等]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是综合了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在一起编著的。大体上是依据五卷六册

本《中国思想通史》的主要论点编写的，可视为其之缩写本，但有所侧重、补充和发展，并

非简单重复和节略。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哲学/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侯外庐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岂之 编著 

  

 

［正题名］叶圣陶年谱长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894-1935 

［第一责任人］商金林撰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卷按时间排列，收载了叶圣陶 1894 年至 1935 年间逐月逐日记事，记录了叶

老这段时间内生活、学习的情况。 

［知识责任］商金林 撰著 

  

 

［正题名］叶圣陶年谱长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1936-1949 

［第一责任人］商金林撰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叶圣陶 1936 年至 1949 年间逐月逐日记事，记载了叶老在这段时间内

的生活、工作等情况。 

［知识责任］商金林 撰著 

  

 

［正题名］我的祖父 

［副题名］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 

［第一责任人］张菱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是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的传记 

［知识责任］张菱 著 

  

 

［正题名］陈云研究述评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研究组[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2004 年月在北京召 的陈云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的 幕词、总结、

僵化、论文和特邀代表发言等，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生平和思想的研究状况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分析和总结。 

  

 

［正题名］陈云研究述评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研究组[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2004 年月在北京召 的陈云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的 幕词、总结、

僵化、论文和特邀代表发言等，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生平和思想的研究状况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分析和总结。 

  

 

［正题名］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与实务 

［第一责任人］周洪钧、管建强、王勇等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战争赔偿/中日关系/法律/研究 

［主题词］民事诉讼/国际法/战争赔偿/法律/研究 

［知识责任］周洪钧 著 

［知识责任］管建强 著 

［知识责任］王勇 著 

  

 

［正题名］伍洪祥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伍洪祥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知识责任］伍洪祥 著 

  

 

［正题名］走进蒋氏家族 

［副题名］蒋介石外甥女竺培英谈蒋家 

［第一责任人］杨尧深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民国名人书系 

［知识责任］杨尧深 著 

  

 



［正题名］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余英时作品系列 

［主题词］儒家/研究/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李强传 

［第一责任人］紫丁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李强的传奇的一生，包括从读书人到职业革命者、驰骋在黄土高原

上、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中苏贸易的使者、援越运输的日日夜夜等。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紫丁 著 

  

 

［正题名］民国法学论文精萃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基础法律篇 

［第一责任人］何勤华，李秀清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曾于民国时期发表的中外学者关于基础法律方面的优秀研究论文。

每篇前均加编者按，对文章要点、作者生平等作简要说明，并将部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异

体字改为通用字，订正了个别错误。 

［主题词］法学/研究/民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何勤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秀清 主编 

  

 

［正题名］民国法学论文精萃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宪政法律篇 

［第一责任人］何勤华，李秀清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曾于民国时期发表的中外学者关于宪政法律方面的优秀研究论文。

每篇前均加编者按，对文章要点、作者生平等作简要说明，并将部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异

体字改为通用字，订正了个别错误。 

［主题词］法学/研究/民国/论文集 

［主题词］法律/思想史/研究/民国/论文集 



［主题词］宪法/理论/研究/民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何勤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秀清 主编 

  

 

［正题名］李达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苏志宏著 

［出版者］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李达思想中的现代性矛盾结构、社会历史观和法学观，李达哲学体

系的时代特征及局限性等。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苏志宏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报刊法制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倪延年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随园文库 

［附注内容］江苏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资助金资助出版 

［主题词］报刊/法制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法制史/报刊/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倪延年 著 

  

 

［正题名］历史哲学引论 

［第一责任人］张耕华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历史学的本性及其认识论的问题。 

［主题词］史学/哲学理论/研究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张耕华 著 

  

 

［正题名］长河孤旅 

［副题名］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第一责任人］赵诚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背影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提供了近 200 幅图片见证历史沧桑，书中展现黄万里的人生、感情世界和

多彩才华，对黄万里的父亲、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妻子丁玉隽等，都有记述。 



［主题词］科学家/水利工程/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诚 著 

  

 

［正题名］社会万象 

［第一责任人］饶怀民主编 

［译者］阳信生编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漫画史迹寻踪 饶怀民主编 4 

［附注内容］本丛书分为四部分：外交风云、内政春秋、官场百态和社会万象。收录了从鸦

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漫画，以漫画引述历史事件，由漫画引出历史人物。本书为之四。 

［主题词］漫画/作品集/中国/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社会生活/中国/漫画 

［知识责任］饶怀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阳信生 编著 

  

 

［正题名］话剧殉道者 

［副题名］中国旅行剧团史话 

［第一责任人］洪忠煌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中国话剧事业的 拓者唐槐秋和他创办的中国旅行剧团的历史，而且

记录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话剧殉道者的足迹。 

［主题词］话剧/戏剧史/中国/1933-1947/史料 

［知识责任］洪忠煌 著 

  

 

［正题名］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责任人］徐贵相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在中国

实践发展的研究，探讨了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的发展历程、历史意义，及对中国社

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等。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徐贵相 编著 

  

 

［正题名］叶挺传奇 

［第一责任人］刘战英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全书分 26 章，记录了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光辉战斗的一生。书后

并有附录叶挺生平。 

［知识责任］刘战英 著 

  

 

［正题名］费孝通与江村 

［第一责任人］邱泽奇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费孝通先生的“如何让老百姓富起来”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并重温

了费孝通先生十几次访江村，关注农村社会生活和帮助农民致富的学术历程和人生经历。 

［主题词］农村经济/社会调查/史料 

［知识责任］邱泽奇 著 

  

 

［正题名］此情谁知 

［副题名］宋美龄与刘纪文的初恋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图片，讲述宋美龄的初恋故事，以传记与文学的笔法，讲述宋、刘两

人作为留学生的相识、交往，以及因政治因素二人无果的结局等。 

［主题词］传记小说/现代 

［知识责任］窦应泰 著 

  

 

［正题名］现代图书馆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导论 

［第一责任人］王超湘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计算机网络/应用/图书馆工作 

［主题词］图书馆工作/信息资源/研究 

［知识责任］王超湘 著 

  

 

［正题名］容闳自传 

［副题名］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第一责任人］容闳著 

［译者］恽铁樵，徐凤石译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容闳 著 

［次知识责任］恽铁樵 译 

［次知识责任］徐凤石 译 



  

 

［正题名］民国南京 

［副题名］1927-1949 

［第一责任人］秦风编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国民政府/史料/南京/1927-1949/摄影集 

［知识责任］秦风 编著 

  

 

［正题名］徐州会战 

［副题名］决战津浦线（1938 年 1-5 月） 

［第一责任人］团结出版社编辑 

［译者］高鹏文 

［译者］金爽图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图片中国抗战丛书 3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料。包括“滕县血战”、“临沂激战”、“台儿庄

大战”、“徐州突围”和“战果评析”等部分。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国民党/中国/1938/史料 

［主题词］军事史/抗日战争（1937-1945）/战役/中国/1938/史料 

［次知识责任］高鹏 文 

［次知识责任］金爽 图 

  

 

［正题名］太原会战 

［副题名］华北大决战（1937 年 9-11 月） 

［第一责任人］团结出版社编辑 

［译者］高鹏文 

［译者］金爽图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图片中国抗战丛书 2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料。包括“平型关大捷”、“忻口血战”、“娘子

关激战”、“太原保卫战”和“战果评析”等部分。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国民党/中国/1937/史料 

［主题词］军事史/抗日战争（1937-1945）/战役/中国/1937/史料 

［次知识责任］高鹏 文 

［次知识责任］金爽 图 

  

 

［正题名］长沙会战 



［副题名］血洒汨罗江（1939 年-1941 年） 

［第一责任人］团结出版社编辑 

［译者］潘泽庆文 

［译者］金爽图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图片中国抗战丛书 5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料。包括“湘北狼烟”、“汨水悲歌”、“长沙喋

血”、“历史的反思”和“战果评析”等部分。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国民党/中国/1939-1941/史料 

［主题词］军事史/抗日战争（1937-1945）/战役/中国/1939-1941/史料 

［次知识责任］潘泽庆 文 

［次知识责任］金爽 图 

  

 

［正题名］武汉会战 

［副题名］保卫大武汉（1938 年 6-10 月） 

［第一责任人］团结出版社编辑 

［译者］李梦文文 

［译者］金爽图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图片中国抗战丛书 4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料。包括“陆上攻防”、“空中激战”、“江上鏖

战”、“中流砥柱”和“战果评析”等部分。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国民党/中国/1938/史料 

［主题词］军事史/抗日战争（1937-1945）/战役/中国/1938/史料 

［次知识责任］李梦文 文 

［次知识责任］金爽 图 

  

 

［正题名］淞沪抗战 

［副题名］喋血黄浦江（1937 年 8-11 月） 

［第一责任人］团结出版社编辑 

［译者］葛业文文 

［译者］金爽图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图片中国抗战丛书 1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料。包括“一寸山河一寸血”、“节节抵抗”、

“ 后的反击”、“仓皇大撤退”和“战果评析”等部分。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国民党/中国/1937/史料 

［主题词］军事史/抗日战争（1937-1945）/战役/中国/1937/史料 

［次知识责任］葛业文 文 



［次知识责任］金爽 图 

  

 

［正题名］蒋氏五兄弟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 20 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 

［附注内容］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为蒋介石之孙、蒋经国之子，章孝严、章孝慈是蒋经

国之庶出。本书叙述五兄弟的曲折人生，折射蒋氏家族消亡前后的特殊历程。 

［主题词］家族/蒋介石/史料 

［知识责任］窦应泰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 

［第一责任人］任剑涛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发展，从客观、系统的视角解读自

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关系。 

［主题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任剑涛 著 

  

 

［正题名］上海传奇 

［副题名］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 

［第一责任人］罗苏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寻访上海从 1553 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初遭倭寇侵扰 始，经过鸦片战

争后被列为首批通商的五口之一，以一个远东新兴城市进入世界舞台的历史，探寻上海近代

中国都市文化的类型，是如何推进近代城市化、工业化，融入近代世界主流文明的。 

［知识责任］罗苏文 著 

  

 

［正题名］国内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 

［第一责任人］李君如，郭德宏，金钊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从“总论篇”和“专题篇”两部分，回顾、分析和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尤其是党的十四大后，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来学术界在邓小平理论方

面的研究概况和 新成果。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李君如 主编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金钊 主编 

  

 

［正题名］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 

［第一责任人］（美）孔秉德（Peter H. Koehn），（美）尹晓煌（Xiao-Huang Yin）主编 

［译者］余宁平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聚焦中美关系丛书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探讨与剖析了美籍华人作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对中美关系发展做出

的难以估量的重要贡献。 

［主题词］美籍华人/影响/中美关系/研究 

［主题词］中美关系/美籍华人/研究 

［主题词］移民问题/美籍华人/研究 

［知识责任］孔秉德 主编 

［知识责任］Koehn 主编 

［知识责任］尹晓煌 主编 

［次知识责任］余宁平 译 

  

 

［正题名］朝鲜战争内幕全公  

［副题名］纪实图文珍藏版 

［第一责任人］楚云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1950-1953 

［主题词］朝鲜战争（1950-1953）/史料 

［主题词］纪实文学/抗美援朝战争 

［知识责任］楚云 著 

  

 

［正题名］儒学国际传播 

［第一责任人］朱仁夫，魏维贤，王立礼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儒学对世界几个主要国家（东方的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新加

坡，西方的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美国）的播传轨迹。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传播/世界 

［主题词］哲学思想/儒家/传播/世界 

［知识责任］朱仁夫 著 



［知识责任］魏维贤 著 

［知识责任］王立礼 著 

  

 

［正题名］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 

［第一责任人］（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 

［译者］徐葵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回顾与反思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主题词］外交人员/生平事迹/俄罗斯/现代 

［知识责任］姆列钦 著 

［次知识责任］徐葵 译 

  

 

［正题名］中国宪政史纲 

［第一责任人］陆德生主编 

［出版者］中国长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对始于 19 世纪中叶西学东渐的中国宪政运动的特殊规律进行研究。总结

了一百多年的中国宪政历史，着重介绍国民政府时期宪政运动和制定宪法时中外法学家的宪

政思想与宪政活动，并对我国宪政的现状与未来予以分析和展望。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宪政运动/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陆德生 主编 

  

 

［正题名］我的婶婶萧红 

［第一责任人］曹革成著 

［出版者］北岳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曹革成 著 

  

 

［正题名］苏联的 后一年 

［第一责任人］[（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 

［译者］王晓玉，姚强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附注内容］根据莫斯科人权出版社 2003 年版译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改革的结束与破产”、“1991 年的 6 月和 7 月——危机加剧”、“8

月事件的幕后背景”、“穷途末路”、“苏联解体的原因”等部分。 



［主题词］政治事件/史料/苏联/1991 

［知识责任］麦德维杰夫 著 

［知识责任］Медведев 著 

［次知识责任］王晓玉 译 

［次知识责任］姚强 译 

  

 

［正题名］皖系军 统治史稿 

［第一责任人］莫建来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将皖系的兴衰起落放到中国近代社会和北洋军 集团兴起的大背景下分析

研究，以五章的篇幅勾勒出皖系军 统治的历史轨迹。 

［主题词］皖系军 /历史/研究 

［主题词］北洋军 史/研究 

［知识责任］莫建来 著 

  

 

［正题名］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 

［副题名］一六五二------一九四九 

［第一责任人］杨若萍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明郑时期、清领时期、日据中后期和光复初期（1945-1949）台湾

的文学活动及其与大陆文坛之关系。重点对两地不同时期著名文人的交流活动作了详细的介

绍。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中国/1652-1949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台湾/1652-1949 

［知识责任］杨若萍 著 

  

 

［正题名］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 

［第一责任人］张士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选取了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运用有关的档案材料和心理写

实手法，对毛泽东在特殊时期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深入的探寻和剖析。 

［知识责任］张士义 著 

  

 

［正题名］梁实秋与程季淑 

［副题名］我的父亲母亲 

［第一责任人］梁文蔷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梁文蔷 著 

  

 

［正题名］边疆的法律 

［副题名］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杜文忠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边疆地区/古代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边疆地区/清代 

［知识责任］杜文忠 著 

  

 

［正题名］民国法学论文精萃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刑事法律篇 

［第一责任人］何勤华，李秀清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曾于民国时期发表的中外学者关于刑事法律方面的优秀研究论文。

每篇前均加编者按，对文章要点、作者生平等作简要说明，并将部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异

体字改为通用字，订正了个别错误。 

［主题词］法学/研究/民国/论文集 

［主题词］刑法/研究/民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何勤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秀清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921-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时间上限从 1921 年 7 月 始，至 1949 年 9 月为止，记述了沧州党组织领

导沧州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 

［主题词］党史/沧州市/1921-1949 

  

 

［正题名］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副题名］1898-1949 

［第一责任人］谢天振，查明建主编 

［译者］谢天振…[等]撰写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文学/翻译/历史/中国/1898-1949 

［主题词］文学史/翻译/中国/1898-1949 

［知识责任］谢天振 主编 

［知识责任］查明建 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天振 撰写 

［次知识责任］查明建 撰写 

［次知识责任］陈建华 撰写 

［次知识责任］姚君伟 撰写 

［次知识责任］许光华 撰写 

［次知识责任］卫茂平 撰写 

［次知识责任］宋炳辉 撰写 

  

 

［正题名］民国法学论文精萃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诉讼法律篇 

［第一责任人］何勤华，李秀清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曾于民国时期发表的中外学者关于刑事法律方面的优秀研究论文。

每篇前均加编者按，对文章要点、作者生平等作简要说明，并将部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异

体字改为通用字，订正了个别错误。 

［主题词］法学/研究/民国/论文集 

［主题词］诉讼法/研究/民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何勤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秀清 主编 

  

 

［正题名］民国法学论文精萃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民商法律篇 

［第一责任人］何勤华，李秀清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曾于民国时期发表的中外学者关于民商法方面的优秀研究论文。每

篇前均加编者按，对文章要点、作者生平等作简要说明，并将部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异体

字改为通用字，订正了个别错误。 

［主题词］法学/研究/民国/论文集 

［主题词］民法/研究/民国/论文集 

［主题词］民商法/研究/民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何勤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秀清 主编 



  

 

［正题名］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 

［副题名］范旭东 

［第一责任人］陈歆文著 

［出版者］大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陈歆文 著 

  

 

［正题名］上海货币史 

［第一责任人］潘连贵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货币/经济史/研究/上海/近代 

［主题词］货币/经济史/研究/上海/现代 

［知识责任］潘连贵 著 

  

 

［正题名］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 

［第一责任人］黄美真主编 

［译者］李占才…[等]撰写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扶植伪政权对华中沦陷区的金融

业、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物资等方面进行全面掠夺和统治的著作。 

［主题词］经济扩张/敌占区/研究/华中地区/1937-1945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经济扩张/研究/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黄美真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占才 撰写 

［次知识责任］陈正卿 撰写 

［次知识责任］庄志龄 撰写 

［次知识责任］张劲 撰写 

  

 

［正题名］1966 亲历越战 

［副题名］一个中国电影记者眼中的南越战场 

［第一责任人］郭谨良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在 1966 年亲历越南战场，用参与拍摄记录影片的素材整理而成的。

内容包括：走进南越、在 D 战区、马大山下、雨季丛林、从离别到怀念等。 

［主题词］印支战争（1954-1975）/回忆录/越南/1966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郭谨良 著 

  

 

［正题名］封面秀 

［第一责任人］谢其章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以作者个人藏品中的 1950 年前出版的期刊杂志封面，引发六十个故事，

用散文随笔的形式叙述了旧时代的人物和事情。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封面/期刊/史料/民国 

［知识责任］谢其章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 

［副题名］第四版 

［第一责任人］李侃…[等]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2 

［附注内容］本书 1977 年初版，此次为第四次修订。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共 80 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吸收了近年来新

的研究成果，补充了一些有关近代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状况以及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方

面的内容。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侃 著 

［知识责任］李时岳 著 

［知识责任］李德征 著 

［知识责任］杨策 著 

［知识责任］龚书铎 著 

  

 

［正题名］袁世凯幕府 

［第一责任人］张学继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晚清四大幕府丛书 

［附注内容］幕府问题是一种政治现象，晚清幕府首创者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及袁世

凯，这种幕府的共同特点是，幕主都有一支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和各种人才，形成了一个庞

大的幕府。本书介绍的是袁世凯及其幕府。 

［主题词］幕府/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学继 著 

  



 

［正题名］晚学盲言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 86 岁高龄患眼疾失明后口述而成的著作。全书共上、下两册。共

90 篇，分上、中、下三部，一为宇宙天地自然之部，次为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三为德性行

为修养之部。阐述国学之精要，讨论中西方文化传统之异同。 

［主题词］文化史/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晚学盲言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 86 岁高龄患眼疾失明后口述而成的著作。全书共上、下两册。共

90 篇，分上、中、下三部，一为宇宙天地自然之部，次为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三为德性行

为修养之部。阐述国学之精要，讨论中西方文化传统之异同。 

［主题词］文化史/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李立三之谜 

［副题名］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 

［第一责任人］李思慎，刘之昆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东方名流 

［附注内容］本书完整、公正、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历史上这个特殊人物的崛起、辉煌、冤屈，

全书分十三章，分别为：铁树 花时出生的人、初露锋芒在法国、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

在革命的洪流里、武装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立三路线”揭

秘、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东山再起的辉煌等。 

［知识责任］李思慎 著 

［知识责任］刘之昆 著 

  

 

［正题名］敌后游击战 



［副题名］战争史奇观（1937 年-1945 年） 

［第一责任人］团结出版社编辑 

［译者］高鹏文 

［译者］金爽图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图片中国抗战丛书 6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史料。包括“总体背景”、“战况总览”、“伟

大的战略指南”、“广阔的敌后根据地”、“恢宏的战争奇观”、“胜因浅析”等部分。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中国/1937-1945/史料 

［主题词］军事史/抗日战争（1937-1945）/战役/中国/1937-1945/史料 

［次知识责任］高鹏 文 

［次知识责任］金爽 图 

  

 

［正题名］蒋经国自述 

［第一责任人］曾景忠，梁之彦选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蒋经国 1949 年前在大陆出版和 1949 年后在台湾出版的部分日记、回

忆录及散文共十余篇。 

［知识责任］曾景忠 选编 

［知识责任］梁之彦 选编 

  

 

［正题名］怀念父亲梅兰芳 

［第一责任人］梅葆琛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父亲梅兰芳先生的文章。包括《父亲的生活》、《父亲热爱

戏曲电影事业》、《艺海无涯》等，真实详细记述了梅兰芳先生的家庭生活，学戏生涯以及梅

氏京剧世家几代人对艺术发展和贡献。 

［知识责任］梅葆琛 著 

  

 

［正题名］历史地理 

［书目卷册］第二十辑 

［第一责任人］邹逸鳞，张修桂主编 

［译者］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邹逸鳞 主编 

［知识责任］张修桂 主编 



  

 

［正题名］张謇 

［第一责任人］张绪武主编 

［出版者］中华工商联合总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知识责任］张绪武 主编 

  

 

［正题名］粟裕文选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31.5-1945.8 

［第一责任人］[粟裕著] 

［译者］粟裕文选编辑组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军事/选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粟裕 著 

  

 

［正题名］粟裕文选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1945.10-1949.9 

［第一责任人］[粟裕著] 

［译者］粟裕文选编辑组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军事/选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粟裕 著 

  

 

［正题名］粟裕文选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1949.10-1984.1 

［第一责任人］[粟裕著] 

［译者］粟裕文选编辑组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军事/选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粟裕 著 

  

 

［正题名］中西古代政府制度及其近代转型路径约束比较 

［第一责任人］郭小聪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学术文库 “行

政管理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比较分析和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古代政府制度起源的客观路

径、中国古代政府制度演变的主观路径、中国古代政府制度路径对近代转型的约束等内容。 

［主题词］国家机构/政治制度/对比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国家机构/对比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郭小聪 著 

  

 

［正题名］启功口述历史 

［第一责任人］启功口述 

［译者］赵仁珪，章景怀整理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以回忆的角度，讲述了启功先生生动鲜活的人生经历和文坛艺林的轶事。

包括：我的家族、我的童年和求学之路、我与辅仁大学、我与师大、学艺回顾共五章。 

［知识责任］启功 口述 

［次知识责任］赵仁珪 整理 

［次知识责任］章景怀 整理 

  

 

［正题名］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 

［副题名］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 

［第一责任人］王东杰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主题词］高等教育/研究/中国/1925-1939 

［知识责任］王东杰 著 

  

 

［正题名］探寻宪政之路 

［副题名］从现代化的视角检讨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宪政试验 

［第一责任人］郭宝平，朱国斌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公法研究 谢晖，陈金钊，肖金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宪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从现代化角度考察以普遍价值观为基础

的中国宪政暨政治民主化、制度化进程和政治体制的嬗变。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宪政运动/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郭宝平 著 



［知识责任］朱国斌 著 

  

 

［正题名］中国票据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德胜，李文良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商法论丛 6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理论和实证、法律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现行票据制

度中的诸多问题，如不同法律文件之间、制度与票据法理论之间的冲突或不一致，以及由此

引发的社会、银行实务、司法实践问题。 

［主题词］票据法/研究/中国 

［主题词］票据/流通/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胡德胜 著 

［知识责任］李文良 著 

  

 

［正题名］师哲口述 

［副题名］中苏关系见证录 

［第一责任人］[师哲口述] 

［译者］李海文整理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口述史 

［附注内容］书后附录：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过程—兼论周恩来、斯大林 1950 年 10 月会

谈内容。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1949 年刘少奇秘密访苏”、“毛主席首次访苏”、“尤金受邀来华”、

“朝鲜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1952 年的莫斯科之行”、“周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时与

苏联的合作”、“赫鲁晓夫率团来华祝贺我国国庆五周年”、“1956 年 始发生变化的中苏关

系”和“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等内容。 

［主题词］中苏关系/史料/1949-1956 

［知识责任］师哲 口述 

［次知识责任］李海文 整理 

  

 

［正题名］书之五叶 

［副题名］民国版本知见录 

［第一责任人］张泽贤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从封面设计、书籍插图、出版标记、书籍广告、版权之页和版权价格等方

面研究民国时期的版本学。 

［主题词］版本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泽贤 著 



  

 

［正题名］王氏之死 

［副题名］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第一责任人］（美）史景迁著 

［译者］李碧玉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有关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辅以《聊斋志异》片断场景，展示清

初山东省郯城县的社会状况、民众（尤其是妇女）的生活风貌，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

悲惨命运。 

［主题词］乡村/社会生活/山东/清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乡村/山东/清代 

［主题词］农村经济/史料/山东/清代 

［知识责任］史景迁 著 

［知识责任］Spence 著 

［次知识责任］李碧玉 译 

  

 

［正题名］他改变了中国 

［副题名］江泽民传 

［第一责任人］（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 

［译者］谈峥，于海江等译 

［译者］陆谷孙校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库恩 著 

［知识责任］Kuhn 著 

［次知识责任］谈峥 译 

［次知识责任］于海江 译 

  

 

［正题名］丽娃河畔论思想 

［副题名］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录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刘擎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华东师范大学的“思与文”讲座是本土与海内外学术大师和思想名家的公共论

坛。本书收录哈贝马斯、泰勒、杰姆逊、罗蒂、伯恩斯坦、哈特、内格里等近四十位国内外

学术名家的演讲录。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许纪霖 编 



［知识责任］刘擎 编 

  

 

［正题名］闺塾师 

［副题名］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第一责任人］（美）高彦颐(Dorothy Ko)著 

［译者］李志生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女性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对明末清初江南妇女史的论述，通过儒家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和女

性视角的交叉互动，重构了妇女的社交、情感和智力世界。 

［主题词］女性/研究/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主题词］妇女/社会生活/历史/研究/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高彦颐 著 

［知识责任］Ko 著 

［次知识责任］李志生 译 

  

 

［正题名］清代宫廷服饰 

［第一责任人］宗凤英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紫禁城书系 李文儒主编 1 

［附注内容］本书对清代宫廷服饰的历史渊源、服饰制度的确立、服饰制度及应用的场合、

服饰的违制及其产地和缝制机构进行研究。 

［主题词］服饰/制度/宫廷/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宫廷/服饰/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服饰/装饰品（考古）/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宗凤英 著 

  

 

［正题名］西柏坡 

［副题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第一责任人］西柏坡纪念馆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党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史料/1947-1949 

［主题词］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史料/1947-1949 

  

 

［正题名］婚丧嫁娶 

［第一责任人］左玉河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国百姓生活文化丛书 李少兵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和研究民国时期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化、婚丧习俗。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民国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中国/民国 

［主题词］葬俗/风俗习惯/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左玉河 著 

  

 

［正题名］节日节庆 

［第一责任人］李少兵，齐丽华，郭艳梅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国百姓生活文化丛书 李少兵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和研究民国时期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化、节日习俗、庆典活动等。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民国 

［主题词］节日/风俗习惯/中国/民国 

［主题词］文娱活动/文化生活/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少兵 著 

［知识责任］齐丽华 著 

［知识责任］郭艳梅 著 

  

 

［正题名］《饮冰室合集》集外文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译者］夏晓虹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博雅文渊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饮冰室合集》未收之梁启超佚文，体例依从《饮冰室合集》，散篇

文章入“文集集外文”，有单行本者入“专集集外文”。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次知识责任］夏晓虹 辑 

  

 

［正题名］《饮冰室合集》集外文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译者］夏晓虹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博雅文渊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饮冰室合集》未收之梁启超佚文，体例依从《饮冰室合集》，散篇



文章入“文集集外文”，有单行本者入“专集集外文”。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次知识责任］夏晓虹 辑 

  

 

［正题名］《饮冰室合集》集外文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译者］夏晓虹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博雅文渊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饮冰室合集》未收之梁启超佚文，体例依从《饮冰室合集》，散篇

文章入“文集集外文”，有单行本者入“专集集外文”。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次知识责任］夏晓虹 辑 

  

 

［正题名］1949：伯力大审判 

［副题名］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案庭审实录 

［第一责任人］姜力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49 年 12 月 25 日至 30 日，在伯力城举行的 12 名前日本陆军军

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一案的审判。是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第一手审判材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生物战/日本/史料 

［主题词］生物战/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姜力 编 

  

 

［正题名］老北京的招幌 

［第一责任人］范纬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招牌/摄影集/北京/30 年代-40 年代 

［主题词］商业广告/图集/北京/30 年代-40 年代 

［知识责任］范纬 著 

  

 

［正题名］老北京的庙会 

［副题名］隆福寺庙会 护国寺庙会 财神庙庙会 

［第一责任人］张铁伟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集市贸易/社会生活/摄影集/北京/30 年代-40 年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集市贸易/摄影集/北京/30 年代-40 年代 

［知识责任］张铁伟 著 

  

 

［正题名］老北京的庙会 

［副题名］东岳庙庙会 蟠桃宫庙会 白云观庙会 

［第一责任人］林岩，范纬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集市贸易/社会生活/摄影集/北京/30 年代-40 年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集市贸易/摄影集/北京/30 年代-40 年代 

［知识责任］林岩 著 

［知识责任］范纬 著 

  

 

［正题名］老北京的庙会 

［副题名］雍和宫庙会 白塔寺庙会 

［第一责任人］姜尚礼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集市贸易/社会生活/摄影集/北京/30 年代-40 年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集市贸易/摄影集/北京/30 年代-40 年代 

［知识责任］姜尚礼 著 

  

 

［正题名］日本与山东问题 

［副题名］1914-1923 

［第一责任人］黄尊严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 1914 年日本出兵侵占山东而酿成的“山东问题”，尤其对日本出兵山

东的背景；日德争夺胶澳之战的经过；1914 年中日间围绕行军区域、胶济铁路、青岛海关

等问题进行的各项交涉；日本对青岛渔、盐业的经营与掠夺；鲁案善后交涉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都做了论述。 

［主题词］山东问题/研究/1914-1923 

［主题词］中日关系/历史/研究/1914-1923 

［知识责任］黄尊严 著 

  

 

［正题名］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第一责任人］魏明孔主编 

［丛书］宋元卷 

［第一责任人］胡小鹏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宋代手工业经济、元代手工业经济两篇，介绍了宋代的官营手工业、

民间手工业、纺织业，元代的官营手工业和系官工匠等内容。 

［主题词］手工业史/工业经济/中国/古代 

［主题词］手工业史/工业经济/中国/两宋时代 

［主题词］手工业史/工业经济/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魏明孔 主编 

［知识责任］胡小鹏 著 

  

 

［正题名］中国同性恋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达临，鲁龙光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同性恋在中国被人们视为禁区，实际上这种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地存在着。本

书作者从临床心理及社会学角度，分析了 2500 例主动求治者的资料，研究出同性恋者所受

社会压力和心理冲突方面的困扰，指出社会对他们的看法正向宽容和理解迈进。 

［主题词］性问题/研究/中国 

［主题词］同性恋/研究/中国 

［主题词］变态心理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达临 主编 

［知识责任］鲁龙光 主编 

  

 

［正题名］百年陈云 

［第一责任人］钟文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钟文 编著 

  

 

［正题名］朱德与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李蓉，吴为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李蓉 著 

［知识责任］吴为 著 

  

 

［正题名］人文地理随笔 

［第一责任人］唐晓峰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读书书系 

［主题词］历史地理/随笔/文集 

［主题词］人文地理学/随笔/文集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随笔/文集 

［知识责任］唐晓峰 著 

  

 

［正题名］忘年之恋 

［副题名］李宗仁与胡友松 

［第一责任人］程冠军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胡友松与李宗仁生活的真实写照。胡友松曾陪伴李宗仁渡过了其晚年

后的时光，虽然她先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但抱着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同命运抗争，并

将李宗仁的大量遗物妥善保存。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程冠军 著 

  

 

［正题名］温故 

［副题名］之三 

［第一责任人］刘瑞琳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了 17 篇文章，具体包括《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中研

院”逸事》、《怎一个“硬”字了得—鲁迅、梁实秋的翻译之争》、《“蒋介石干儿子”罪名的

由来》、《1945 年：南京受降前后》等。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瑞琳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 

［第一责任人］钱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报告文学/当代 

［知识责任］钱江 著 

  

 

［正题名］周纯麟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周纯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周纯麟 著 

  

 

［正题名］今雨旧雨两相知 

［副题名］民国文化名人史事钩沉 

［第一责任人］张晓唯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即：蔡元培人际交往录、胡适人际交往录、清末民国

文教名人史事、民国教育界思想理念的变化和有关史实述录。直接记述的文教名人近 30 位，

间接涉及的历史人物约百余人。 

［主题词］名人/文化/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晓唯 著 

  

 

［正题名］中国妇女生活史话 

［第一责任人］郭立诚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化腐朽为神奇，从故纸堆里挖掘出了许多生动有趣的遗闻趣事，从不

同侧面介绍了从古至今中国女性的风采。分为“家庭篇”、“性情篇”、“习俗篇”、“史事篇”

几部分。 

［主题词］妇女/社会生活/中国/古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妇女/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郭立诚 著 

  

 

［正题名］西方人文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美）罗伯特·C·拉姆著 

［译者］张月，王宪生译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拉姆 著 

［知识责任］Lamm 著 

［次知识责任］张月 译 

［次知识责任］王宪生 译 

  

 

［正题名］西方人文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美）罗伯特·C·拉姆著 

［译者］张月，王宪生译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拉姆 著 

［知识责任］Lamm 著 

［次知识责任］张月 译 

［次知识责任］王宪生 译 

  

 

［正题名］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 

［副题名］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辛德勇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 辛德勇卷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地理学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辛德勇 著 

  

 

［正题名］史学、经学与思想 

［副题名］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 

［第一责任人］刘家和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 刘家和卷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家和 著 

  

 

［正题名］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 瞿林东卷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瞿林东 著 

  

 

［正题名］社会生活的历史学 

［副题名］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 



［第一责任人］常建华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 常建华卷 

［主题词］社会史学/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社会学/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常建华 著 

  

 

［正题名］毛泽东称赞的“好人”贺敏学传奇 

［第一责任人］何印名，钟兆云执笔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为毛泽东前夫人贺子珍的胞兄贺敏学的传记，记述了他早年参加工农武装

暴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任红军、新四军、解放军指挥员，解放后投身地方建设的

事迹以及从不以自己特殊身份向党和人民索取特殊报酬和待遇的高贵品质。 

［知识责任］何印名 执笔 

［知识责任］钟兆云 执笔 

  

 

［正题名］中国电影史 1905-1949 

［副题名］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 

［第一责任人］陆弘石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电影丛书 

［主题词］电影/历史/史料/中国/1905-1949 

［知识责任］陆弘石 著 

  

 

［正题名］解密中国外交档案 

［第一责任人］徐京利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为 2004 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 1949-1955 年间形成的一万余件外

交档案（ 放比例达 30%以上）予以解密 放的部分内容摘录及史事介绍，较完整地展现

了建国初期的外交风云。 

［主题词］外交/史料/中国/1949-1955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徐京利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学之父 



［副题名］钟敬文生涯·学艺自记与学界评述 

［第一责任人］杨哲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知识责任］杨哲 编 

  

 

［正题名］1898-1948 中国文学场态 

［第一责任人］袁国兴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1898-1948 

［主题词］近代文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现代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袁国兴 著 

  

 

［正题名］孙殿英历史解密全记录 

［第一责任人］郭高升，原海友著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郭高升 著 

［知识责任］原海友 著 

  

 

［正题名］宫廷北京 

［第一责任人］秦华生，丁汝芹著 

［出版者］旅游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文化北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在北京建都的辽、金、元、明、清 5 个朝代的宫廷文化进行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北京 

［主题词］宫苑/历史/文化/研究/北京 

［知识责任］秦华生 著 

［知识责任］丁汝芹 著 

  

 

［正题名］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第一责任人］魏明孔主编 

［丛书］明清卷 

［第一责任人］李绍强，徐建青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明代手工业经济、清代前期手工业经济两篇，介绍了明代手工业类型、

明代手工业管理体制、清前期官营手工业、清前期的纺织业等内容。 

［主题词］手工业史/工业经济/中国/古代 

［主题词］手工业史/工业经济/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魏明孔 主编 

［知识责任］李绍强 著 

［知识责任］徐建青 著 

  

 

［正题名］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第一责任人］魏明孔主编 

［丛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 

［第一责任人］魏明孔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魏晋南北朝手工业经济和隋唐五代手工业经济两编。书中分别论述了

魏晋南北朝手工业的主要类型、隋唐五代手工业类型等十章内容。 

［主题词］手工业史/工业经济/中国/古代 

［主题词］手工业史/工业经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主题词］手工业史/工业经济/中国/隋唐时代 

［主题词］手工业史/工业经济/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知识责任］魏明孔 主编 

［知识责任］魏明孔 著 

  

 

［正题名］刺刀下的毒祸 

［副题名］日军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 

［第一责任人］曹大臣，朱庆葆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从 1895 年日本侵占台湾至 1945 年日本投降的 50 年间，在中国沦陷

区进行的鸦片毒化活动。 

［主题词］毒品/侵华事件/研究/日本/1895-1945 

［主题词］敌占区/毒品/侵华事件/研究/日本/1895-1945 

［知识责任］曹大臣 著 

［知识责任］朱庆葆 著 

  

 

［正题名］赤岸 

［副题名］邓小平在晋冀鲁豫 

［第一责任人］李春雷，李亮著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李春雷 著 

［知识责任］李亮 著 

  

 

［正题名］经历 

［副题名］我的 1957 年 

［第一责任人］和凤鸣著 

［出版者］敦煌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作者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特别是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

分子的遭遇。 

［知识责任］和凤鸣 著 

  

 

［正题名］东厂与西厂 

［第一责任人］东方明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历史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主题词］政治/史料/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东方明 著 

  

 

［正题名］中国邮票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1896-1911 

［丛书］清代国家邮政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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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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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词］邮票/历史/中国/1896-1911 

  

 

［正题名］中国邮票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 

［书目卷册］第九卷 

［副题名］1979-1991 

［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三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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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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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词］邮票/历史/中国/1979-1991 

  

 

［正题名］中国邮票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 

［书目卷册］第三卷 

［副题名］1912-1937 

［丛书］中华民国时期之一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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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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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词］邮票/历史/中国/1912-1937 

  

 

［正题名］百战将星 

［副题名］杨成武 

［第一责任人］董保存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军事人物/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董保存 著 

  

 

［正题名］老电影 

［并列题名］Old Movies 

［副题名］1905-1949 

［第一责任人］郭华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三老丛书 Ⅱ 

［附注内容］纪念中国电影诞生 100 周年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 1905-1949 年间 154 部电影的内容逐一进行介绍，每部影片都电影

剧照。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1905-1949/摄影集 

［主题词］影片/介绍/1905-1949/摄影集 

［知识责任］郭华 著 

  

 

［正题名］毛泽东军旅生涯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杨庆旺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杨庆旺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军旅生涯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杨庆旺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杨庆旺 编著 

  

 

［正题名］1949 年 

［副题名］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第一责任人］傅国涌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在 1949 年中国政治大潮和人心所向的背景下，选取了不同年龄、不同倾

向并作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力的十四位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学者梁漱溟、胡适、

宋云彬、夏承焘、浦江清；金融家陈光甫；科学家竺可桢；作家沈从文、胡风、包笑天；出

版家张元济；报人徐铸成；诗人革命家柳亚子和作家兼文化工作领导人夏衍）及其他一些文

化名人的日记、书信、回忆等，再现了 1949 年一批知识分子应召北上和参加 国大典的情

景。 

［主题词］知识分子/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国涌 著 

  

 

［正题名］梁启超 

［第一责任人］马勇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名人传记丛编 

［知识责任］马勇 编 

  

 

［正题名］科学日记 

［副题名］历史上的珍贵记录 

［第一责任人］马来平主编 

［出版者］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从数、理、化、天、地、生和技术的各个分支学科中，选取古今中外重大

的、里程碑式的科学发现、发明和事件，以日记形式逐一介绍，将纵贯几千年的科学技术发

展史浓缩到 365 天之内。 

［主题词］科学技术/技术发展/普及读物/世界 

［知识责任］马来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北方经济史 

［副题名］以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主线 

［第一责任人］程民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是以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演变为研究主线的北方经济史。对史学界北方

经济重心南移研究的各种学说作了简要介绍，进行了分析和辩驳，并提出了自己全面、系统

的见解。首次提出从经济重心东西向移动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北方 

［知识责任］程民生 著 

  

 

［正题名］长征中的女红军 

［第一责任人］马宏伟，张铁志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长征系列丛书 

［主题词］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史料/中国 

［主题词］红军/女性/史料/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马宏伟 编著 

［知识责任］张铁志 编著 

  

 

［正题名］国民党将领看长征 

［第一责任人］李涛，李海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长征系列丛书 

［主题词］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史料/中国 

［主题词］红军/史料/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李涛 编著 

［知识责任］李海 编著 

  

 

［正题名］见证长征的外国人 



［第一责任人］钟文，郑艳霞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长征系列丛书 

［主题词］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史料/中国 

［主题词］外国人/生平事迹/1934-1936 

［主题词］红军/史料/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钟文 编著 

［知识责任］郑艳霞 编著 

  

 

［正题名］历史的弯道 

［副题名］24 道拐 

［第一责任人］邓茜，陈亚林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对作为中国西南抗战运输史上的重要路段——滇黔公路上的贵州晴隆县境

内唯一的交通要道“24 拐”的重要历史作用、修筑过程、沿途历史遗迹和中美共同抗战的

感人故事均作了叙述。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中国/1937-1945 

［主题词］交通运输经济/经济史/史料/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邓茜 著 

［知识责任］陈亚林 著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伪满政权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日伪政权大揭秘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日本的阴谋—伪满洲国、伪满见闻、伪满“外交”内幕、日满

协定书的附件、不可告人的奴化教育、关东军兴亡录等。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汪伪特工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日伪政权大揭秘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根据上海市监狱办公室提供的案犯马啸天、汪曼云在服刑期间写的供词



编辑整理而成，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汪伪特工总部和特工人员的罪行。 

［主题词］特务组织/史料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伪满元凶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日伪政权大揭秘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揭露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日本侵略者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伪国

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满洲国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伪经济部大臣韩云阶、伪满洲国驻“华”

大使吕荣寰等汉奸的罪恶行径。 

［主题词］汉奸/满洲国（1932）/史料 

［主题词］满洲国（1932）/汉奸/史料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日伪政权大揭秘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汪伪全台傀儡戏的演出、汪伪政权“建军”、汪伪的几个组织

及派系活动、汪伪全国商业统治总会等。 

［主题词］汪伪政府（1938）/史料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伪蒙疆政权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日伪政权大揭秘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有：李守信早期卖国活动、抗战前德王与日本的勾结、伪蒙古军

政府的成立、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伪华北政权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日伪政权大揭秘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钩沉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再现惊世骇俗的附逆浩劫，鞭挞了伪华北政权

荼毒祖国的民族败类。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汉奸陈公博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日伪政权大揭秘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三部分讲述了陈公博的一生。即投敌叛国前的陈公博；当上汪伪政权“第

二号人物”的陈公博；从汪逆“代主席”到被判死刑的陈公博。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汉奸汪精卫和陈璧君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日伪政权大揭秘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汪精卫与陈璧君早期立志反清、护法运动中两人生死相随，及后来汪

投敌卖国两人夫唱妇随、成为历史罪人的结局。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 

［第一责任人］文斐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日伪政权大揭秘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曾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峰、又跃上国民党的高层、 后成为汪伪大

汉奸的周佛海多面的人生。 

［知识责任］文斐 编 

  

 

［正题名］书院北京 

［第一责任人］俞启定编著 



［出版者］旅游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文化北京丛书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北京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北京/古代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北京/近代 

［知识责任］俞启定 编著 

  

 

［正题名］激情岁月的典藏 

［副题名］1949-1979 中国电影海报收藏星级指南 

［第一责任人］朱浩云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激情岁月的典藏、鉴赏与收藏之入门备要、海报收藏星级指南、电

影海报市场 4 部分。 

［主题词］电影/作品/简介/宣传画/中国/1949-1979 

［主题词］宣传画/电影/作品/中国/1949-1979 

［知识责任］朱浩云 编著 

  

 

［正题名］血色闻一多 

［第一责任人］谢泳著 

［出版者］同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重说文坛三剑客 

［知识责任］谢泳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与世界 

［副题名］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继 1990 年召 的第一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后，

于 2000 年 9 月召 的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学术会议/中国/论文集 

  

 

［正题名］近代中国与世界 

［副题名］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继 1990 年召 的第一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后，

于 2000 年 9 月召 的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学术会议/中国/论文集 

  

 

［正题名］近代中国与世界 

［副题名］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继 1990 年召 的第一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后，

于 2000 年 9 月召 的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学术会议/中国/论文集 

  

 

［正题名］文史消闲录续篇 

［第一责任人］黎泽济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在香港《大公报》及其他报刊发表的文史杂文 40 余篇与未见报的

手稿 20 余篇的合集。 

［主题词］文史资料/随笔/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史资料/随笔/中国/现代 

［主题词］随笔/文史资料 

［知识责任］黎泽济 著 

  

 

［正题名］近代上海黑社会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陈丽菲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 唐力行主编 

［主题词］社会病态/研究/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苏智良 著 

［知识责任］陈丽菲 著 

  

 

［正题名］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第一责任人］田刚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主题词］名人/思想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田刚 著 

  

 

［正题名］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为 2003 年 10 月由梁启超研究会等联合在天津举办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

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选编。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喜所 主编 

  

 

［正题名］梁漱溟的 后 39 年 

［第一责任人］刘克敌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长廊与背影”丛书  " Masters & Histories " Series eng 

［主题词］人物研究/知识分子/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刘克敌 著 

  

 

［正题名］陈独秀的 后 15 年 

［第一责任人］袁亚忠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长廊与背影”丛书  " Masters & Histories " Series eng 

［主题词］人物研究/知识分子/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袁亚忠 著 

  

 

［正题名］周作人的 后 22 年 

［第一责任人］耿传明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长廊与背影”丛书  " Masters & Histories " Series eng 

［主题词］人物研究/知识分子/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耿传明 著 

  

 

［正题名］中国农民与近代革命 



［第一责任人］张守常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大象学术书坊 

［主题词］农民运动/历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中国/1851-1864/文集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国/1899-1900/文集 

［知识责任］张守常 著 

  

 

［正题名］国民党下台内幕 

［第一责任人］王建民，刘红，曾润梅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知识责任］王建民 著 

［知识责任］刘红 著 

［知识责任］曾润梅 著 

  

 

［正题名］海上洋泾浜 

［第一责任人］姚克明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五香豆丛书 

［附注内容］“洋泾浜”专指上海的西方租界，本书讲述了 150 年来上海西风东渐的沧桑历

史。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姚克明 著 

  

 

［正题名］思想家与近代中国思想 

［并列题名］Thinkers and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郑大华，邹小站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 1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3689 的一册为本所思想史研究室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研究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家及其他一些近代历史人物

思想的论文共 14 篇。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思想家/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郑大华 主编 

［知识责任］邹小站 主编 



  

 

［正题名］为学术的一生 

［第一责任人］张世林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学人自述 

［附注内容］本书是 1999 年出版的《学林春秋》 （初编）经个别调整后，以《为学术的一

生》为名再次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编者以总结 20 世纪学术史、抢救和保存我国著名学术大家宝贵的治学经

验并予以传承为主旨。本辑将 44 位 80 岁以上的人文巨擘在各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共同书写的

20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备忘录结集面世。 

［主题词］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 

［主题词］思想家/生平事迹/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张世林 编 

  

 

［正题名］张中行讲北京 

［第一责任人］[张中行著] 

［译者］陆昕选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北京通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张中行先生回忆北京城的历史遗迹、悠久文化，北京市民的社会生活、

风俗习惯等的文章予以选编，并配以多幅旧京照片结集而成。 

［主题词］文化史/史料/北京/现代 

［知识责任］张中行 著 

［次知识责任］陆昕 选编 

  

 

［正题名］1933 

［副题名］躁动的大地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本辑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图片 20 世纪中国编年丛书 李继锋主编 

［附注内容］书后有“本年要录”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 1933 年中国的政局、战事、外交、经济、文化、秘闻、民风、名

人行踪等史料。 

［主题词］编年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现代史/历史事件/中国/1933 

［知识责任］李继锋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陈红民 本辑主编 

  



 

［正题名］集权与裂变 

［副题名］1368 年至 1644 年的中国故事 

［第一责任人］胡敏，马学强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话说中国 何承伟总策划 

［主题词］历史/普及读物/故事/中国/古代 

［主题词］历史/普及读物/故事/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何承伟 丛书总策划 

［知识责任］胡敏 著 

［知识责任］马学强 著 

  

 

［正题名］落日余晖 

［副题名］1644 年至 1840 年的中国故事 

［第一责任人］孟彭兴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话说中国 何承伟总策划 

［主题词］历史/普及读物/故事/中国/古代 

［主题词］历史/普及读物/故事/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何承伟 丛书总策划 

［知识责任］孟彭兴 著 

  

 

［正题名］枪炮轰鸣下的尊严 

［副题名］1840 年至 1911 年的中国故事 

［第一责任人］汤仁泽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话说中国 何承伟总策划 

［主题词］历史/普及读物/故事/中国/古代 

［主题词］历史/普及读物/故事/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何承伟 丛书总策划 

［知识责任］汤仁泽 著 

  

 

［正题名］清代士人游幕表 

［第一责任人］尚小明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在 1999 年发表《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之后，又从新的角度进一步

研究，通过大量数据和图表，考察清代二百六十余年中士人游幕的兴衰变化历程，游幕士人



的功名、家庭状况，不同时期士人游幕活动内容的变化，游幕士人的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等。 

［主题词］幕府/活动/研究/统计/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尚小明 编著 

  

 

［正题名］清代学术辞典 

［第一责任人］赵永纪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学术思想/科学名词/词典/中国/清代 

［主题词］科学名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词典/中国/清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史学家/词典/中国/清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著作/词典/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赵永纪 主编 

  

 

［正题名］台湾当代人物辞典 

［第一责任人］许世铨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辞典选收台湾当代人物六千余名，涵盖台湾当代特别是近五十年中党、政、

军、经、科、教、文、卫等各行各业有一定地位、成就或影响的人物。 

［主题词］人物/台湾省/词典/当代 

［知识责任］许世铨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 

［并列题名］Atlas of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郝时远主编 

［出版者］中国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分布图/中国/图集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分布/图集 

［知识责任］郝时远 主编 

  

 

［正题名］图片中国百年史 

［副题名］1894-1994 

［书目卷册］上卷 

［副题名］1894-1949 

［第一责任人］张筱强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附注内容］本书收 2743 幅照片，近 20 万字，展现了中国 1894 至 1994 年一百年间的历史

变迁，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内容。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1894-1994/图集 

［知识责任］张筱强 主编 

  

 

［正题名］图片中国百年史 

［副题名］1894-1994 

［书目卷册］下卷 

［副题名］1949-1994 

［第一责任人］张筱强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附注内容］本书收 2743 幅照片，近 20 万字，展现了中国 1894 至 1994 年一百年间的历史

变迁，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内容。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1894-1994/图集 

［知识责任］张筱强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地图集 

［丛书］城市地图 

［并列题名］AN ATLAS OF ANCIENT MAPS IN CHINA : CITY MAPS 

［第一责任人］郑锡煌主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地图/图集/中国/古代 

［主题词］城市图/图集/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郑锡煌 主编 

  

 

［正题名］国民党政府放弃对日索赔内幕 

［第一责任人］《文史精华》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文史精华》珍品书系 (1995) 

［附注内容］本书是编者将 1995——2000 年间出版的《文史精华》加以整理，从中选出影

响较大、质量较高、史料价值珍贵、可读性强、值得阅藏的文章，每年一册约 40 万字，汇

集成册。此册是 1995 年之册，书名是其中一篇的篇名。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近代/青年读物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现代/青年读物 

［主题词］战争赔偿/日本投降（1945）/文史资料 

  

 

［正题名］炮击金门的国际较量 



［第一责任人］《文史精华》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文史精华》珍品书系 (1999) 

［附注内容］本书是编者将 1995——2000 年间出版的《文史精华》加以整理，从中选出影

响较大、质量较高、史料价值珍贵、可读性强、值得阅藏的文章，每年一册约 40 万字，汇

集成册。此册是 1999 年之册，书名是其中一篇的篇名。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近代/青年读物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现代/青年读物 

  

 

［正题名］中国社会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庄华峰等著 

［出版者］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书对历史上中国人的饮食生活、服饰风俗、建筑与居住生活、行旅交通生活、

婚姻生活、生老礼俗、卫生保健习尚、丧葬习俗、生产与行业生活、社交与节庆风尚、娱乐

生活与风尚、信仰习俗等都做了论述。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庄华峰 著 

  

 

［正题名］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 

［第一责任人］李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客观完整地记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御侮，反击日本侵略 14 年正

义之战的历史。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研究/中国/1931-1945 

［知识责任］李蓉 著 

  

 

［正题名］ 珍录 

［副题名］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并列题名］PRECIOUS RECORDS :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美）曼素恩著 

［译者］定宜庄，颜宜葳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对清朝 1683-1839 年间江南地区妇女的人生历程、诗词写作、劳动、宗教

及娱乐等方面进行研究，阐释了社会性别关系对该时代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产生的

深刻影响。 

［主题词］女性/研究/中国/1683-1839 



［主题词］妇女/研究/中国/1683-1839 

［知识责任］曼素恩 著 

［知识责任］Mann 著 

［次知识责任］定宜庄 译 

［次知识责任］颜宜葳 译 

  

 

［正题名］史林雜識初編 

［第一责任人］顧頡剛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63.2 

［丛编题名］现代史学家文丛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顾颉刚 著 

  

 

［正题名］城市发展史 

［副题名］起源、演变和前景 

［第一责任人］（美）刘易斯·芒福德著 

［译者］宋俊岭，倪文彦译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中文版的第一版曾于 1988 年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从人文科学角度系统阐述城市起源和发展，并展望了远景。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世界 

［主题词］城市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芒福德 著 

［知识责任］Mumford 著 

［次知识责任］宋俊岭 译 

［次知识责任］倪文彦 译 

  

 

［正题名］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 

［第一责任人］云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原始的史料和真实的照片，介绍云南的近代历史和人民的社会生活。 

  

 

［正题名］上瘾五百年 

［副题名］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一责任人］（美）戴维·考特莱特著 

［译者］薛绚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吸毒/社会病态/历史/世界 

［主题词］吸毒/社会问题/影响/历史/世界 

［知识责任］考特莱特 著 

［知识责任］Courtwright 著 

［次知识责任］薛绚 译 

  

 

［正题名］皇帝与秀才 

［副题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 

［第一责任人］（美）史景迁著 

［译者］邱辛晔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从清代宫廷档案、史料中搜集素材，对雍正朝的曾静案予以记载和分析。

反映出中国古代君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旧文人的宿命。 

［主题词］历史事件/史料/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史景迁 著 

［知识责任］Spence 著 

［次知识责任］邱辛晔 译 

  

 

［正题名］百年沧桑 

［副题名］中国国民党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茅家琦…[等]著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对从孙中山创建兴中会至李登辉将国民党政权移交民进党的百年历史进行

了客观研究。本册包括：第 1 编：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第 2 编：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 

［知识责任］茅家琦 著 

［知识责任］徐梁伯 著 

［知识责任］马振犊 著 

［知识责任］严安林 著 

  

 

［正题名］百年沧桑 

［副题名］中国国民党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茅家琦…[等]著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对从孙中山创建兴中会至李登辉将国民党政权移交民进党的百年历史进行

了客观研究。本册包括：第 3 编：败退台湾后，蒋介石、蒋经国与中国国民党；第 4 编：李

登辉与中国国民党。 

［知识责任］茅家琦 著 

［知识责任］徐梁伯 著 

［知识责任］马振犊 著 

［知识责任］严安林 著 

  

 

［正题名］苏报及苏报案 

［副题名］1903 年上海新闻事件 

［第一责任人］周佳荣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苏报案/研究/中国/1903 

［主题词］新闻/事件/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周佳荣 著 

  

 

［正题名］嗜血鹰犬 

［副题名］大特务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刘勇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国名人的 后结局·之五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中华民国历史上丧尽天良、残害生灵的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徐

恩曾、郑介民、康泽、唐纵、曾扩情、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的不同下场。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特务/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刘勇 著 

  

 

［正题名］史家陈寅恪传 

［第一责任人］汪荣祖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博雅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由香港波文书局 1976 年印行，后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4、1997

年先后两次增订再版；其间，1992 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以《陈寅恪评传》为题出版简

体字版。此次再版，据 1997 年联经版，并经作者重新校订。 

［主题词］史学家/传记 

［知识责任］汪荣祖 著 



  

 

［正题名］历史解释的性质 

［第一责任人］（英）帕特里克·加登纳著 

［译者］江怡译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历史哲学译丛 韩震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1952 年，后于 1961、1968 年再版，并多次重印。 

［附注内容］本书代表了牛津哲学在处理历史解释性质上的主要倾向 

［主题词］历史/研究方法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加登纳 著 

［知识责任］G. 著 

［次知识责任］江怡 译 

  

 

［正题名］闻一多 

［副题名］寻觅时空 佳点 

［第一责任人］刘介民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乐黛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下闻一多的学术人生，考察了他对

传统文化所进行的现代诠释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 

［知识责任］刘介民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女装实录 

［第一责任人］包铭新著 

［出版者］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服饰/历史/图集/中国/近代 

［主题词］女装/图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包铭新 著 

  

 

［正题名］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创作 

［第一责任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编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文集选收阳翰笙创作的小说 7 篇、电影剧本 4 部、话剧剧本 3 部和诗数十首。 



  

 

［正题名］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纪实 

［第一责任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编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文集选收阳翰笙的回忆录和日记。 

  

 

［正题名］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文论 

［第一责任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编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文集选收阳翰笙的文论、报告、发言、讲话、序跋和怀人之文章 82 篇。卷

后附《阳翰笙生平年表》、《阳翰笙著作系年》、《阳翰笙著作书目》。 

  

 

［正题名］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纪念与研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编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文集选收回忆、缅怀阳翰笙和评论、研究阳翰笙创作的文章 129 篇。分为“纪

念阳翰笙”和“研究阳翰笙”两编。卷后附《阳翰笙研究资料篇目索引》。 

  

 

［正题名］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纪念与研究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编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文集选收回忆、缅怀阳翰笙和评论、研究阳翰笙创作的文章 129 篇。分为“纪

念阳翰笙”和“研究阳翰笙”两编。卷后附《阳翰笙研究资料篇目索引》。 

  

 

［正题名］战时笔记 



［副题名］1914-1917 年 

［第一责任人］（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 

［译者］韩林合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商务新知译丛 

［附注内容］根据赫尔辛基大学哲学系维特根斯坦档案馆所藏笔记原件复制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其一是私人部分，记录了维氏参战期间的生活和心理

状态，特别是其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其二是哲学部分，记录了他参战期间的纯哲学思考。 

［主题词］笔记/作品集/奥地利/1914-1917 

［主题词］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料/1914-1917 

［知识责任］维特根斯坦 著 

［知识责任］Wittgenstein 著 

［次知识责任］韩林合 编译 

  

 

［正题名］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建华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苏南历史与社会丛书 王卫平，王国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构建一个江南区域史的新的认识框架。依据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立足社会

史，提出区域人口社会史的学科新概念。 

［主题词］人口调查/发展/研究/中国/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主题词］地区人口学/研究/中国/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主题词］区域社会学/研究/中国/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吴建华 著 

  

 

［正题名］民主的求索者 

［副题名］张澜 

［第一责任人］方然编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知识责任］方然 编著 

  

 

［正题名］霍英东全传 

［第一责任人］冷夏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史传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冷夏 著 

  



 

［正题名］新史学 

［书目卷册］第三辑 

［丛书］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 

［并列题名］New History 

［丛书］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R. G. COLLINGWOOD 

［第一责任人］陈恒，耿相新主编 

［译者］舒文执行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史学/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陈恒 主编 

［知识责任］耿相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舒文 执行主编 

  

 

［正题名］叛逆人生 

［副题名］周佛海之子周幼海传奇 

［第一责任人］朱玉琪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朱玉琪 著 

  

 

［正题名］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 

［副题名］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陆学艺，王处辉主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该论文集从“学科建设”和“专题研究”两个专题，收入了 29 篇论文。即《试

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一个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纲领》、《论差序格局与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结构

的特点》等。 

［主题词］社会学/思想史/中国/文集 

［主题词］思想史/社会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陆学艺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处辉 主编 

  

 

［正题名］1962 年的呼喊 

［副题名］半社会主义论及其评述 

［第一责任人］冯志来编著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理论研究，收录作者的文章有：《半社会主义论》

和《怎么办》两篇论文，并收录了有关 7 位作家的评述文章。 

［主题词］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冯志来 编著 

  

 

［正题名］纳兰词注 

［第一责任人］（清）纳兰性德著 

［译者］王友胜，童向飞注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词（文学）/作品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词（文学）/解释/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纳兰性德 著 

［次知识责任］王友胜 注 

［次知识责任］童向飞 注 

  

 

［正题名］无聊 无耻 无行 

［副题名］胡适的人际世界揭秘 

［第一责任人］闻畦之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胡适与政界首脑、亲朋好友、门生弟子、同辈学人的交往，展现他弘

毅宽厚的交友心理、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和冰壶秋月的人生姿态。 

［主题词］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闻畦之 编著 

  

 

［正题名］杜维明文集 

［书目卷册］第壹卷 

［第一责任人］杜维明著 

［译者］郭齐勇，郑文龙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文集共分五卷，第一、二卷是作者负笈北美，游学欧洲、东亚与印度的感悟

与体验，第三、四卷是纯学术化、学理性、专业性的论文与论文集，第五卷关于中国哲学等

方面的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杜维明 著 

［次知识责任］郭齐勇 编 

［次知识责任］郑文龙 编 

  



 

［正题名］杜维明文集 

［书目卷册］第贰卷 

［第一责任人］杜维明著 

［译者］郭齐勇，郑文龙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文集共分五卷，第一、二卷是作者负笈北美，游学欧洲、东亚与印度的感悟

与体验，第三、四卷是纯学术化、学理性、专业性的论文与论文集，第五卷关于中国哲学等

方面的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杜维明 著 

［次知识责任］郭齐勇 编 

［次知识责任］郑文龙 编 

  

 

［正题名］杜维明文集 

［书目卷册］第叁卷 

［第一责任人］杜维明著 

［译者］郭齐勇，郑文龙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文集共分五卷，第一、二卷是作者负笈北美，游学欧洲、东亚与印度的感悟

与体验，第三、四卷是纯学术化、学理性、专业性的论文与论文集，第五卷关于中国哲学等

方面的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杜维明 著 

［次知识责任］郭齐勇 编 

［次知识责任］郑文龙 编 

  

 

［正题名］杜维明文集 

［书目卷册］第肆卷 

［第一责任人］杜维明著 

［译者］郭齐勇，郑文龙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文集共分五卷，第一、二卷是作者负笈北美，游学欧洲、东亚与印度的感悟

与体验，第三、四卷是纯学术化、学理性、专业性的论文与论文集，第五卷关于中国哲学等

方面的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杜维明 著 

［次知识责任］郭齐勇 编 

［次知识责任］郑文龙 编 

  

 

［正题名］杜维明文集 

［书目卷册］第伍卷 

［第一责任人］杜维明著 

［译者］郭齐勇，郑文龙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文集共分五卷，第一、二卷是作者负笈北美，游学欧洲、东亚与印度的感悟

与体验，第三、四卷是纯学术化、学理性、专业性的论文与论文集，第五卷关于中国哲学等

方面的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杜维明 著 

［次知识责任］郭齐勇 编 

［次知识责任］郑文龙 编 

  

 

［正题名］近代学人轶事 

［第一责任人］叶新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辜鸿铭、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鲁迅、马寅初、胡适、闻一多、

王国维、李四光等大家的轶事。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叶新 著 

  

 

［正题名］软禁在土家族地区的铁将军 

［副题名］叶挺在鄂西 

［第一责任人］赵冬菊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叶挺将军于 1942 至 1945 年间两次被软禁在鄂西恩施，与国民党的

劝降利诱展 坚决斗争和与当地老百姓之间的深厚情谊。 

［知识责任］赵冬菊 著 

  

 

［正题名］中国图书版本学 

［第一责任人］姚伯岳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章，内容为版本与版本学、版本学史、版本分析、古迹版本鉴别的

一般方法、版本源流、中国古代主要版本类型及其鉴别等。 

［主题词］版本学/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姚伯岳 著 

  

 

［正题名］陈嘉庚之路 

［第一责任人］陈天绶，蔡春龙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陈天绶 著 

［知识责任］蔡春龙 著 

  

 

［正题名］民国法学论文精萃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国际法律篇 

［第一责任人］何勤华，李秀清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曾于民国时期发表的中外学者关于国际法方面的优秀研究论文。每

篇前均加编者按，对文章要点、作者生平等作简要说明，并将部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异体

字改为通用字，订正了个别错误。 

［主题词］法学/研究/民国/论文集 

［主题词］国际法/研究/民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何勤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秀清 主编 

  

 

［正题名］龚育之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龚育之著 

［出版者］学习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学习理论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作者的“论实事求是”、“邓小平论毛泽东”、“ 国盛事的三个细节”、

“捍卫科学尊严”等文章。 

［主题词］政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龚育之 著 

  

 

［正题名］杨文会与中国近代佛教思想转型 

［第一责任人］张华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对佛教复兴之父杨文会的学佛历程与思想发展、

《大乘起信论》的影响、建立马鸣宗的构想等予以详细阐述，还对杨文会门下主要弟子作了

介绍。 

［主题词］佛教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华 著 

  

 

［正题名］巴蜀近代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隗瀛涛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巴蜀文化研究丛书 1 

［附注内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

心重点科研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近代历史演变的视角，对巴蜀近代文化的变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从而论述了近代四川经济社会演变的历史、原因以及近代四川的 放与 发。 

［主题词］地方史/四川/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隗瀛涛 著 

  

 

［正题名］我所亲历的印缅抗战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 

［附注内容］印缅抗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唯一一次出国异域作战。本书是原国民党

将领对印缅抗战的回忆录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1942-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回忆录/1942-1945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我所亲历的忻口会战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 

［附注内容］忻口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四大”会战之一，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

抗日军队在华北地区（山西）进行的 大规模的正规军阵地战役。本书是原国民党将领对忻

口会战的回忆录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1937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 

［附注内容］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四大”会战之一，是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队

对日作战规模 大的战役。本书是原国民党将领对武汉会战的回忆录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1938 

［主题词］武汉会战/回忆录/1938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我所亲历的台儿庄会战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 

［附注内容］台儿庄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四大”会战之一，取得了抗日战争正面战

场上中国军队首次战术性的重大胜利。本书是原国民党将领对台儿庄会战的回忆录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1938 

［主题词］台儿庄会战/回忆录/1938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我所亲历的淞沪会战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 

［附注内容］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四大”会战之一，中国百万各路抗日军队昂

然 赴战场，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展 了殊死的血战，用落后的武器顽强抵抗，以每天伤亡

近万人的代价固守上海 80 多天，彻底粉碎了日寇“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谎言。本书是原

国民党将领对淞沪会战的回忆录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1937 

［主题词］淞沪会战/回忆录/1937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 

［附注内容］南京保卫战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国民政府悲壮惨烈的首都保卫战。本书是原国

民党将领对南京保卫战的回忆录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1937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 

［附注内容］常德、长衡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日军队在湖南境内进行的两次重要的对

日作战战役。本书是原国民党将领对常德、长衡会战的回忆录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1943-1944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中国电视史 

［第一责任人］郭镇之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中国艺术简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中国电视近 40 年发展历程的简要历史。 

［主题词］电视事业/文化史/中国/1958- 

［主题词］电视事业/历史/中国/1958- 

［知识责任］郭镇之 著 

  

 

［正题名］盛世才外传 

［第一责任人］蔡锦松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盛世才 著 

  

 

［正题名］古道长亭 



［副题名］李叔同传 

［第一责任人］吴可为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吴可为 著 

  

 

［正题名］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 

［副题名］京剧、近代工业和新文化的源头 

［第一责任人］汪军主编 

［出版者］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文集包括古皖文化、安庆移民研究、方以智及方氏学派、桐城宋学、明清桐

城文化、徽剧 程长庚 黄梅戏、皖江近代化等九个专题。 

［主题词］文化史/安徽/研究/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汪军 主编 

  

 

［正题名］清诗话考 

［第一责任人］蒋寅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为清代诗学研究的参考文献和专题索引。由两部分组成：上编为目录，收

966（967?）种清诗话见存书目和 464（504?）种清诗话待访书目；下编为提要，按年代收

464 种清诗话的叙录，加以记载、摘录、考证、评价。 

［主题词］诗话/研究/资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内容提要/诗话/中国/清代 

［主题词］书目/诗话/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蒋寅 撰 

  

 

［正题名］法国汉学 

［书目卷册］第九辑 

［丛书］人居环境建设史专号 

［第一责任人］《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辑以空间及其表现、人居环境的演进、城市形态的演变及其影响、景观的转

变、区域发展 5 个子题，选择来自历史、地理、建筑、人类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的 20 篇文章，

介绍中法学者针对中国在城市经济以及自然领域所进行的环境建设和空间 发所作的分析

与评价。 

［主题词］汉学/研究/法国/文集 

［主题词］居住环境/建设/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学史丛录 

［第一责任人］赵轶峰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赵轶峰 著 

  

 

［正题名］早年毛泽东 

［副题名］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毛泽东 一个百读不厌的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斯诺等著 

［译者］刘统编辑注释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 6 本新中国成立前有关毛泽东早期生活的著作，并进行了整理和注释。

包括埃德家·斯诺著《毛泽东自传》、萧三著《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安娜·路

易斯·斯特朗著《毛泽东的思想》、庄淡如编《学习毛泽东》、萧瑜著《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

历》，以及以《毛泽东印象记》为题的一组采访、回忆文章。 

［知识责任］斯诺 著 

［次知识责任］刘统 编辑注释 

  

 

［正题名］飞入寻常百姓家 

［副题名］新民报——新民晚报七十年史 

［第一责任人］新民晚报史编纂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对上海《新民晚报》七十年的报史进行记述，讲述了自 1929 年在南京创

刊《新民报》、停刊，直至改革 放后复刊的建制、文化、编辑工作等的历史。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报刊/文化史/1929-1999 

  

 

［正题名］苏联兴亡史纲 

［第一责任人］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知识责任］陈之骅 主编 

［知识责任］吴恩远 主编 

［知识责任］马龙闪 主编 

  

 



［正题名］海南经济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光良著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海南 

［知识责任］陈光良 著 

  

 

［正题名］邓小平眼中的英雄们 

［副题名］邓小平亲致悼词、题词及所记英雄纪实 

［第一责任人］穆成林，程举林，杨海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从邓小平代表中央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致悼词、为革命先烈、英雄模范题

词入手，对每位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事迹的生平作了介绍外，重点记述他们的主要事迹和贡

献。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穆成林 编著 

［知识责任］程举林 编著 

［知识责任］杨海 编著 

  

 

［正题名］邓小平自述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邓小平没有写过完整的自传。本书是将散见于邓小平早年自己填写的履历表、

后来邓小平与家人、身边工作人员、外国友人谈话及邓小平的一些会议讲话、即席发言中，

有关他对自己经历、信念、爱好和重要思想的说法和评价，归纳编辑而成。 

  

 

［正题名］沈阳三百年史 

［第一责任人］张伟，胡玉海编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东北边疆与民族”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六章：从原始社会到明末的历史沿革、由帝王京城到陪都（1625-1644

年）、从清军入关到清王朝覆灭前的沈阳（1644-1911 年）、奉系统治时期的沈阳（1911-1931

年）、沦为敌伪统治十四年的沈阳（1931-1945 年）、解放战争时期的沈阳。 

［主题词］地方史/沈阳 

［知识责任］张伟 编著 

［知识责任］胡玉海 编著 

  



 

［正题名］民初立嗣问题的法律与裁判 

［副题名］以大理院民事判决为中心（1912-1927） 

［第一责任人］卢静仪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法史论丛 5 

［附注内容］本书以立嗣制度在国家的实定法上由保存到废除的演变过程，反映民国初年

高司法审判机构大理院时期（1912-1927）的社会、立法与司法互动关系。作者对大理院所

判决的民初立嗣相关 111 件案件予以客观分析。 

［主题词］继承法/历史/研究/中国/1912-1927 

［主题词］继承法/案例/分析/中国/1912-1927 

［知识责任］卢静仪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 

［书目卷册］第 1 辑（2004）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的每年一篇力作结集，可谓文史哲

经政法社会国际各学科之论文集粹。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中国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文集/中国 

  

 

［正题名］心理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车文博主编 

［丛书］中国卷 

［第一责任人］燕国材本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学科思想史丛书 汝信丛书总主编 

［丛编题名］哲学社会科学系列 

［主题词］心理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车文博 主编 

［知识责任］燕国材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汝信 丛书总主编 

  

 

［正题名］中国电影文化史 

［副题名］1905-2004 

［并列题名］History of Chinese Film Culture 

［第一责任人］李道新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北大影视艺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将中国电影文化史划分为：早年的道德图景（1905-1932）、乱世的民族影

象（1932-1949）、分立的家国梦想（1949-1979）、整合的文化阐发（1979-2004）4 个具有特

定文化内涵的历史时段进行研究。 

［主题词］电影史/文化史/中国/1905-2004 

［知识责任］李道新 著 

  

 

［正题名］中国考试通史 

［第一责任人］杨学为总主编 

［书目卷册］卷一 

［丛书］先秦至隋唐五代 

［第一责任人］孙培青，裘士京，杜宪成本卷主编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考试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科举考试/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学为 总主编 

［知识责任］孙培青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裘士京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杜宪成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考试通史 

［第一责任人］杨学为总主编 

［书目卷册］卷二 

［丛书］宋辽金元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宋德金，张希清本卷主编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考试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科举考试/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学为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高华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宋德金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张希清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考试通史 

［第一责任人］杨学为总主编 

［书目卷册］卷三 

［丛书］明清 



［第一责任人］王戎笙，王天有，李世愉本卷主编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考试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科举考试/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学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戎笙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王天有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李世愉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考试通史 

［第一责任人］杨学为总主编 

［书目卷册］卷四 

［丛书］民国 

［第一责任人］王奇生本卷主编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考试制度/历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杨学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奇生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考试通史 

［第一责任人］杨学为总主编 

［书目卷册］卷五 

［丛书］当代 

［第一责任人］杨学为，于信凤本卷主编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考试制度/历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杨学为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杨学为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于信凤 本卷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教育史论 

［第一责任人］宋恩荣，吕达主编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是 2002 年 8 月召 的“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

文集。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教育改革/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主题词］教育/发展/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宋恩荣 主编 

［知识责任］吕达 主编 

  

 

［正题名］故纸堆金 

［副题名］旧书报刊的收藏投资 

［第一责任人］沈泓著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新收藏品投资指导丛书 

［主题词］收藏/收集/基本知识 

［主题词］报刊/收藏/基本知识 

［主题词］报刊/私人投资/基本知识 

［知识责任］沈泓 著 

  

 

［正题名］中国都市民俗学 

［第一责任人］陶思炎等著 

［出版者］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都市民俗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研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新

的理论观点，包括都市民俗学的体系、都市民俗资源的保护、民俗中心转移论、主体与空间

流动论、传统与现代磨合论等。 

［主题词］城市/民俗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俗学/城市/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陶思炎 著 

  

 

［正题名］邓小平生平研究史 

［第一责任人］周一平著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对邓小平生平研究史进行研究。 

［知识责任］周一平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 

［第一责任人］郦苏元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电影丛书 丁亚平主编 

［主题词］电影理论/历史/中国/1921-1949 

［知识责任］郦苏元 著 



  

 

［正题名］衣食住行 

［第一责任人］李少兵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国百姓生活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和研究民国时期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化、饮食起居、穿着出行等。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民国 

［主题词］服饰/风俗习惯/中国/民国 

［主题词］饮食/风俗习惯/中国/民国 

［主题词］居住/风俗习惯/中国/民国 

［主题词］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少兵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程和经验研究 

［第一责任人］权恩奉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研究 

［知识责任］权恩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婚姻家庭立法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歌雅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婚姻法/立法/研究/现代 

［主题词］家庭/法律关系/研究/现代 

［主题词］立法/法的理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歌雅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思想 

［并列题名］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第一责任人］（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著 

［译者］田松年，杨德等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从思想理论方面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本

书可视为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重要代表人物的 具代表性的成熟之作。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石仲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施拉姆 著 

［知识责任］Schram 著 

［次知识责任］田松年 译 

［次知识责任］杨德 译 

  

 

［正题名］在历史的天平上 

［副题名］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责任人］袁本文著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36 至 1945 年间从抗日民族战线方针确立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统一战

线形成、直至抗战胜利为背景，探讨周恩来所起的决定者与执行者的角色作用及其实践。 

［主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 

［主题词］国共合作/决策/研究/1936-1946 

［知识责任］袁本文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审计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云著 

［出版者］时代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审计/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审计/制度/历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云 著 

  

 

［正题名］邪教的秘密 

［副题名］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东升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社会问题/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秘密社会/宗教/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吴东升 著 

  

 

［正题名］广东抗日战争纪事 

［第一责任人］沙东迅编著 

［出版者］广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 1937 至 1945 年间广东地区抗日战争情况按时间顺序的记述，从军事、



民族、卫生防疫、灾害等角度，从民主党派、社会政治等方面真实展现抗战历史。 

［主题词］抗日战争/大事记/广东/1937-1945 

［主题词］大事记/抗日战争/广东/1937-1945 

［知识责任］沙东迅 编著 

  

 

［正题名］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柳友荣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梁漱溟生平及其心心理历程，梁漱溟人格特质研究，梁漱溟心理学思

想的哲学基础，梁漱溟对心理科学学的理解，梁漱溟的分支心理学思想等八章内容。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现代 

［主题词］心理学/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柳友荣 著 

  

 

［正题名］倾听名人之后的讲述 

［第一责任人］岩岩编选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是范长江、丰子恺、郭沫若、李苦禅、林徽因、梁漱溟、梁实秋、沈从文、

老舍、曹禹、冰心、吴祖光、徐悲鸿、冯友兰等文化名人子弟对父辈的回忆文章汇编。 

［主题词］名人/回忆录 

［知识责任］岩岩 编选 

  

 

［正题名］国权与民权的变奏 

［副题名］日本明治精神结构 

［第一责任人］（日）松本三之介著 

［译者］李东君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明治精神结构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本书认为

日本近代化过程围绕国家主义和欧化主义这两个中心作向心运动。作者站在当代市民社会的

立场，对日本的国家主义导致军国化，欧化主义导致全盘西化作了深刻的反思。可以为我们

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提供参考。 

［主题词］近代哲学/研究/日本/明治时代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日本/明治时代 

［知识责任］松本三之介 著 

［次知识责任］李东君 译 

  

 

［正题名］漂泊与根植 



［副题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曾少聪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丛书 2 

［附注内容］本书从民族学的视角，试图突破仅从中国的角度研究海外华人的局限，把东南

亚华人放在当地的历史文化脉络中进行考察。阐明二战后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的根本变化：

华人社会的性质从移民社会转为定居社会，并兼具华人与居住国民族的特性。在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华人族群会更密切与中国的联系，并朝着当地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主题词］华人/研究/东南亚/当代 

［知识责任］曾少聪 著 

  

 

［正题名］去古人的庭院散步 

［副题名］古代社会生活图记 

［第一责任人］冯尔康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古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人口的再生产、死亡、丧葬、迁徙和社

会救济，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群体生活，古人衣饰的规制与风尚，古人的文化娱乐等。 

［主题词］社会生活/概况/中国/古代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冯尔康 著 

  

 

［正题名］文化越境的行旅 

［副题名］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蔡震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知识责任］蔡震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学术 

［副题名］理论反思与学术精神的重建 

［第一责任人］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交流中心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论丛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歷史文獻 

［书目卷册］第八輯 



［第一责任人］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集部”以及一些名人的书

札、手札等珍贵历史文献。 

［主题词］历史/文献/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籍/研究/中国 

  

 

［正题名］汉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阎纯德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阎纯德 主编 

  

 

［正题名］良师益友 

［第一责任人］曹明新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了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老共产党员袁宝华同志的战友和同志回忆

与他共同工作、生活的文章，以及部分唱和诗作。 

［知识责任］曹明新 主编 

  

 

［正题名］我与中国书店 

［第一责任人］周岩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书林清话文库 傅璇琮，徐雁主编 

［主题词］出版者机构/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周岩 著 

  

 

［正题名］共和国领袖·元帅·将军历险纪实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萧泓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萧泓 编 

  

 

［正题名］共和国领袖·元帅·将军历险纪实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萧泓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萧泓 编 

  

 

［正题名］历史与意志 

［副题名］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并列题名］History and Will :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第一责任人］（美）魏斐德著 

［译者］李君如等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在研究中西文化思想史的同时，架起透视毛泽东思想的知识桥梁。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石仲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魏斐德 著 

［知识责任］Wakeman 著 

［次知识责任］李君如 译 

  

 

［正题名］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第一责任人］王汎森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名家专题精讲 4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文章尝试将思想与其他历史因素结合起来考察“明清思想的转型”。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汎森 著 

  

 

［正题名］邹韬奋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韬奋纪念馆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有：编辑《韬奋全集》时新发现的韬奋手迹；2003 年在上海召

的“韬奋新闻出版思想研讨会”及会后收到的论文；2004 年上海纪念韬奋逝世 60 周年活

动的有关文章。 

  

 

［正题名］林徽因画传 

［第一责任人］龙婧著 

［出版者］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龙婧 著 

  

 

［正题名］京都叫卖图 

［副题名］珍藏版 

［并列题名］Calls,Sounds and Merchandise of the Peking Street Peddlers 

［第一责任人］塞缪尔·维克多·康斯坦特著 

［译者］陶立译 

［译者］陶尚义绘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曾久居北京，对中国民俗很有研究，详细考证独特的京味京韵调的街

头叫卖之声----每种叫卖均有具体声调，有的还用五线谱记下曲调----再现了清末民初北京街

头的风土人情。本书曾用英文发表于 20 世纪 30 年代。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料/北京/近代 

［主题词］商品/销售/史料/北京/近代 

［知识责任］康斯坦特 著 

［知识责任］Constant 著 

［次知识责任］陶立 译 

［次知识责任］陶尚义 绘 

  

 

［正题名］清代榷关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祁美琴著 

［出版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古代的商税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演变而成的榷关制度、清代的关税

制度变化而引起的国家财政经济运行的变化进行研究。 

［主题词］关税制度/海关/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税收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祁美琴 著 

  

 



［正题名］中国俗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项楚主编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文化/专题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项楚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证据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蒋铁初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证据/司法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诉讼/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蒋铁初 著 

  

 

［正题名］清代人物大事纪年 

［第一责任人］朱彭寿编著 

［译者］朱鳌，宋苓珠整理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朱彭寿所著《皇清纪年五表》、《皇清人物通检》、《皇清人物考略》三

书整理后于 2002 年 4 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以《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为题影印出版。

此次重新整理后改为简体横排印刷体出版。 

［主题词］历史人物/年表/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彭寿 编著 

［知识责任］朱鳌 整理 

［知识责任］宋苓珠 整理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并列题名］Marxism , Maoism and Utopianism : Eight Essays 

［第一责任人］（美）莫里斯·迈斯纳著 

［译者］张宁，陈铭康等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的成名代表作，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典型分析思路和论证

风格。作者以自己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力，试图全方位地恢复被扭曲的马克思著作中所

谓“乌托邦主义”的深刻内涵。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主题词］乌托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石仲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迈斯纳 著 

［知识责任］Meisner 著 

［次知识责任］张宁 译 

［次知识责任］陈铭康 译 

  

 

［正题名］建国十年要案揭秘 

［第一责任人］穆玉敏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主题词］公安工作/史料/中国/1949-1959 

［主题词］案例/汇编/中国/1949-1959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穆玉敏 编著 

  

 

［正题名］中国禁毒史 

［第一责任人］齐磊，胡金野著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以近代以来中国的五次禁毒运动为主线对毒品在中国的流布进行介绍，揭

示毒品的祸害，评说近二百年来中国历届政府的禁毒举措，并分析了当前毒品问题使人类社

会所面临的困境。 

［主题词］禁毒/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禁毒/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齐磊 著 

［知识责任］胡金野 著 

  

 

［正题名］刘华清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刘华清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知识责任］刘华清 著 

  

 

［正题名］革命与反革命 

［并列题名］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第一责任人］（英）彼得·卡尔佛特著 

［译者］张长东等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周殿富，韩冬雪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少见的非托洛斯基主义的西方革命理论著作。参考对比价值和借鉴

意义巨大。 

［主题词］革命理论/研究/英国/现代 

［知识责任］卡尔佛特 著 

［知识责任］Calvert 著 

［次知识责任］张长东 译 

  

 

［正题名］批校本 

［副题名］插图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韦力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任继愈主编 

［主题词］校本/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韦力 著 

  

 

［正题名］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 

［副题名］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 

［第一责任人］余子侠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 沅，余子侠主编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卷前收有大量珍贵照片，从品学兼修、忠公体国、工科先驱、国学大师、

治校方略五个方面介绍了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书末附唐文治生平大事年表。 

［主题词］高等学校/学校管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余子侠 著 

  

 

［正题名］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 

［副题名］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集 

［第一责任人］（加拿大）拉瑞·汉纳特编著 

［译者］李巍等译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在介绍白求恩生平事迹的同时，还再现了多才多艺的白求恩的才能：他既

是医生、诗人和画家，也是革命者、设计师、摄影家和宣传家。 

［知识责任］汉纳特 编著 

［知识责任］Hannat 编著 

［次知识责任］李巍 译 

  



 

［正题名］周作人传 

［第一责任人］钱理群著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周作人的政治、文化、人生选择、个性，作了精细的描述和分析，同时

展现了周作人与章太炎、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同时代人的复杂

关系。 

［知识责任］钱理群 著 

  

 

［正题名］闽南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晓望著 

［出版者］海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闽南人的起源、闽南的多元文化和闽南的社会经济史。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福建 

［知识责任］徐晓望 著 

  

 

［正题名］图说晚清民国茶马古道 

［第一责任人］沈生荣主编 

［译者］赵大川，马晓俐编著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茶考图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对茶马古道的运输环境、运输方式、茶的制造、边茶的贸易等进行了

介绍。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的了解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风貌。 

［主题词］茶叶/商品流通/西南地区/清后期 

［主题词］茶叶/商品流通/西南地区/民国 

［主题词］古道/交通运输经济/西南地区/图集 

［知识责任］沈生荣 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大川 编著 

［次知识责任］马晓俐 编著 

  

 

［正题名］北京名居 

［第一责任人］张展编著 

［译者］张岩摄影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对名人故居、普通四合院类民居、私家花园、王府类民居、民国初年

西洋别墅群等予以介绍。 



［主题词］住宅建筑/简介/北京/摄影集 

［知识责任］张展 编著 

［次知识责任］张岩 摄影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副题名］1921.7-2003.7 

［第一责任人］中共甘南州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甘肃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正题名］陈宝箴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陈宝箴著] 

［译者］汪叔子，张求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以陈氏自撰为主，另有若干其授意幕僚起草自为改定或审定并由陈氏以己

名签发、发表者，以及与他人联名的奏议、公牍等。中卷为公牍一至十（卷二十三至三十二）。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陈宝箴 著 

［次知识责任］汪叔子 编 

［次知识责任］张求会 编 

  

 

［正题名］陈宝箴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宝箴著] 

［译者］汪叔子，张求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以陈氏自撰为主，另有若干其授意幕僚起草自为改定或审定并由陈氏以己

名签发、发表者，以及与他人联名的奏议、公牍等。下卷为电函一至二（卷三十三、三十四），

书札一至三（卷三十五至三十七），文录一至三（卷三十八至四十），诗钞·联语（卷四十一）

以及附录：传记资料。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陈宝箴 著 

［次知识责任］汪叔子 编 

［次知识责任］张求会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第一责任人］（日）津田道夫著 

［译者］程兆奇，刘燕译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成因/研究/日本 

［主题词］民族/精神/道德/战争罪行/关系/研究/日本 

［主题词］军国主义/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津田道夫 著 

［次知识责任］程兆奇 译 

［次知识责任］刘燕 译 

  

 

［正题名］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第一责任人］沈宝祥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1997 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现由江

西人民出版社重印，改为现书名。 

［主题词］真理的标准/讨论/中国 

［知识责任］沈宝祥 著 

  

 

［正题名］日本右翼言论批判 

［副题名］“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 

［第一责任人］王向远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 

［主题词］政治/研究/日本 

［主题词］军国主义/研究/批判/日本 

［知识责任］王向远 著 

  

 

［正题名］日本遗孤调查研究 

［第一责任人］关亚新，张志坤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作者对东北三省和内蒙东部地区的战后日本遗孤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对该现

象产生的背景、被中国养父母抚养的经过、回日寻亲的历程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主题词］遗弃/儿童/现状/调查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关亚新 著 

［知识责任］张志坤 著 

  



 

［正题名］江南市镇 

［副题名］传统的变革 

［第一责任人］樊树志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城镇经济/研究/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主题词］城镇经济/研究/华东地区/民国 

［知识责任］樊树志 著 

  

 

［正题名］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 

［副题名］对华“门户 放”政策的困境 

［并列题名］Theodore Roosevelt and China 

［第一责任人］朱卫斌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美国/1901-1909 

［知识责任］朱卫斌 著 

  

 

［正题名］晚清美籍税务司研究 

［副题名］以粤海关为中心 

［并列题名］A Study on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 

［第一责任人］李爱丽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主题词］海关/历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关税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爱丽 著 

  

 

［正题名］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 

［副题名］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日）松本草平著 

［译者］华野[编著] 

［译者］李兆晖译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是 1939 年日苏在中蒙边境诺门罕地区历时半年战役的回忆录。 

［主题词］诺门罕事件（1939）/史料 

［主题词］侵华/战争/回忆录/日本 



［知识责任］松本草平 著 

［次知识责任］华野 编著 

［次知识责任］李兆晖 译 

  

 

［正题名］李鸿章家族 

［第一责任人］宋路霞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知识责任］宋路霞 著 

  

 

［正题名］古代中国 

［副题名］传统与变革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复旦史学集刊 1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椿庐史地论稿 

［第一责任人］邹逸麟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邹逸麟 著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哲学·经学·政治学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历史学·地理学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宋元学案（一）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宋元学案（二）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宋元学案（三）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宋元学案（四）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明儒学案（上）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册 

［丛书］明儒学案（下）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九册 

［丛书］易学·历学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南雷诗文集（上）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丛书］南雷诗文集（下）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丛书］附录：人名索引 

［第一责任人］[黄宗羲著] 

［译者］沈善洪主编 

［译者］吴光执行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全集分十二册：第一至十一册分类编排黄氏原著，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专册。

第一册有全集总目录；第十二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

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次知识责任］沈善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光执行 主编 

  



 

［正题名］北京历史地图集 

［书目卷册］二集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2 

［主题词］历史地图/北京/图集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政治（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政治/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政治（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政治/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政治（三）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政治/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政治（四）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政治/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政治（五）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政治/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財政經濟（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財政經濟（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財政經濟（三）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財政經濟（四）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財政經濟（五）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財政經濟（六）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財政經濟（七）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財政經濟（八）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財政經濟（九）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財政經濟（十）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軍事（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军事/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軍事（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军事/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軍事（三）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军事/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軍事（四）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军事/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軍事（五）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军事/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外交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外交/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文化（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文化/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文化（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文化/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教育（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教育/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教育（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教育/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附錄（上）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政策/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編 

［丛书］附錄（下）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政策/档案/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1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3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4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5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6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7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8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9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0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1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2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3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4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5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6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7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8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9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0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1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2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志/山西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山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3 

［第一责任人］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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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中流砥柱 

［副题名］抗战中的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刘益涛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知识责任］刘益涛 著 

  

 

［正题名］从王瑶到王元化 

［第一责任人］夏中义，刘锋杰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新时期学术思想史案 

［附注内容］本书以晚近 20 余年出现的学术史现象为研究对象，通过从王瑶到王元化由诸



多大家人格环节相衔绵延形成的学术思潮走向，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人文学术思想史的宏观

背景和微观个案作了还原式的描述。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夏中义 著 

［知识责任］刘锋杰 著 

  

 

［正题名］陈云在延安 

［第一责任人］刘家栋著 

［出版者］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知识责任］刘家栋 著 

  

 

［正题名］中国战线从军记 

［第一责任人］（日）藤原彰著 

［译者］林晓光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日本/侵华/历史/史料 

［知识责任］藤原彰 著 

［次知识责任］林晓光 译 

  

 

［正题名］岁月台湾 

［副题名］1900-2000 

［第一责任人］秦风编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1900-2000/摄影集 

［知识责任］秦风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统一战线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小芳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山西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1937-1945 

［知识责任］马小芳 著 

  

 

［正题名］清代戏剧文化史论 

［第一责任人］王政尧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三部分组成：一为清朝不同时期代戏剧文化发展状况，清政府的戏剧政

策和影响；二为清代戏剧界著名演员、艺术大师的生平事迹；三为当时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看

戏的文字记录。 

［主题词］戏剧史/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政尧 著 

  

 

［正题名］中国民众抗战画史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译者］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现代史学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中国/1931-1945/摄影集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处常与求变 

［副题名］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 

［第一责任人］沈晓敏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桑兵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09-1926 年的浙江咨议局、临时议会和正式省议会为对象，分阶段论

述浙议会（咨议局）的选举、议案、内部运作及派系斗争；议会与官民的关系、议会与自治

运动等，研究议会政治在地方由盛而衰的过程，对于理解和认识议会制度移植中国的曲折历

史，提供了典型个案。 

［主题词］议会/研究/浙江/近代 

［知识责任］沈晓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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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题名］一位摄影师九次赴日本采访侵华战争真相全记录 

［第一责任人］张国通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日本/侵华/史料/摄影集 

［知识责任］张国通 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 



［副题名］1897-1927 

［第一责任人］李明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社会结构/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阶级结构/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城市/阶级结构/中国/1897-1927 

［知识责任］李明伟 著 

  

 

［正题名］引领近代文明 

［副题名］百年中国看天津 

［第一责任人］罗澍伟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天津/近代 

［知识责任］罗澍伟 著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四十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1950 年：中国战斗英雄的苏联之

行”、“忆廖公”、“远东 美丽的珍珠”等内容。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1919 年至 1922 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 

［第一责任人］张北根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19-1922 

［知识责任］张北根 著 

  

 

［正题名］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第一责任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荣维木先生赠送 

［主题词］东亚/历史/研究/近代 



［主题词］东亚/历史/研究/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1840-1945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日本/1840-1945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韩国/1840-1945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50 年 

［第一责任人］民革中央党史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五十年 

［副题名］1948-1998 

［第一责任人］民革中央宣传部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正题名］洛杉矶托儿所 

［副题名］延安纪事 

［第一责任人］郭静，周清香主编 

［出版者］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中央托儿所 1940 年创建于延安，为感谢美国洛杉矶市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的

资助，1942 年更名为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它经受了战争和艰苦生活的考验，哺育了许多革

命后代，在战争年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本书将一直担任托儿所领导的丑子冈同志所保存的

珍贵历史照片和资料整理出版。 

［主题词］学前教育/史料/中国/1940-1950/摄影集 

［知识责任］郭静 主编 

［知识责任］周清香 主编 

  

 

［正题名］讨逆集 

［第一责任人］蔡德金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附注内容］本书由本所王士花转北京师范大学蔡德金赠送 

［主题词］汪伪政府（1938）/研究/文集 

［主题词］抗日战争/事件/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蔡德金 著 

  

 

［正题名］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 

［第一责任人］秦和平著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社会病态/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研究/中国 

［主题词］吸毒/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现代 

［主题词］戒毒/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现代 

［知识责任］秦和平 著 

  

 

［正题名］审讯汪伪十汉奸 

［第一责任人］张劲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汪伪政权的 10 个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储民谊、王揖

唐、梁鸿志、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罗君强）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罪恶人生及受到审

判的有关资料。 

［主题词］审理/汪伪政府（1938）/档案 

［主题词］汪伪政府（1938）/人物/史料 

［知识责任］张劲 编著 

  

 

［正题名］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选录了 1945 至 1947 年间国民政府对直接参与叛国投敌活动的日伪头面人

物 22 人的审判实录，涉及到了抗日战争的一些重大事件，日、汪、蒋的关系等史实。 

［主题词］汪伪政府（1938）/审判/史料 

［主题词］审理/汪伪政府（1938）/档案 

  

 

［正题名］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选录了 1945 至 1947 年间国民政府对直接参与叛国投敌活动的日伪头面人

物 22 人的审判实录，涉及到了抗日战争的一些重大事件，日、汪、蒋的关系等史实。 

［主题词］汪伪政府（1938）/审判/史料 

［主题词］审理/汪伪政府（1938）/档案 

  

 

［正题名］阎锡山与晋系 

［第一责任人］王翔主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军队史/晋绥军/山西/史料 

［知识责任］王翔 主编 

  

 

［正题名］清詩紀事 

［书目卷册］壹 

［第一责任人］錢仲聯主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为清代 7000 多位诗人的近 1200 万字的清代诗歌纪事文献的总集。分为 4

册共 14 卷。各位诗人附有简历，诗作之后汇集各家诗评。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钱仲联 主编 

  

 

［正题名］清詩紀事 

［书目卷册］貳 

［第一责任人］錢仲聯主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为清代 7000 多位诗人的近 1200 万字的清代诗歌纪事文献的总集。分为 4

册共 14 卷。各位诗人附有简历，诗作之后汇集各家诗评。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钱仲联 主编 

  

 

［正题名］清詩紀事 

［书目卷册］叁 

［第一责任人］錢仲聯主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为清代 7000 多位诗人的近 1200 万字的清代诗歌纪事文献的总集。分为 4

册共 14 卷。各位诗人附有简历，诗作之后汇集各家诗评。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钱仲联 主编 

  

 

［正题名］清詩紀事 

［书目卷册］肆 



［第一责任人］錢仲聯主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为清代 7000 多位诗人的近 1200 万字的清代诗歌纪事文献的总集。分为 4

册共 14 卷。各位诗人附有简历，诗作之后汇集各家诗评。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钱仲联 主编 

  

 

［正题名］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居正著] 

［译者］谢幼田整理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 8 册，由居正 后七年的日记（1945-1951）、往来书信、狱中便条、诗

稿与遗墨等部分组成，均为首次刊行。本册为 1945-1946 年的日记。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5-1951 

［主题词］政治家/文集/中国/1945-1951 

［知识责任］居正 著 

［次知识责任］谢幼田 整理 

  

 

［正题名］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居正著] 

［译者］谢幼田整理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 8 册，由居正 后七年的日记（1945-1951）、往来书信、狱中便条、诗

稿与遗墨等部分组成，均为首次刊行。本册为 1947 年的日记。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5-1951 

［主题词］政治家/文集/中国/1945-1951 

［知识责任］居正 著 

［次知识责任］谢幼田 整理 

  

 

［正题名］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居正著] 

［译者］谢幼田整理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 8 册，由居正 后七年的日记（1945-1951）、往来书信、狱中便条、诗

稿与遗墨等部分组成，均为首次刊行。本册为 1948 年的日记及附录（日记抄件）。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5-1951 

［主题词］政治家/文集/中国/1945-1951 

［知识责任］居正 著 

［次知识责任］谢幼田 整理 

  

 

［正题名］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居正著] 

［译者］谢幼田整理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 8 册，由居正 后七年的日记（1945-1951）、往来书信、狱中便条、诗

稿与遗墨等部分组成，均为首次刊行。本册为 1949 年的日记及附录（日记抄件）。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5-1951 

［主题词］政治家/文集/中国/1945-1951 

［知识责任］居正 著 

［次知识责任］谢幼田 整理 

  

 

［正题名］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居正著] 

［译者］谢幼田整理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 8 册，由居正 后七年的日记（1945-1951）、往来书信、狱中便条、诗

稿与遗墨等部分组成，均为首次刊行。本册为 1950 年的日记及附录（日记抄件）。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5-1951 

［主题词］政治家/文集/中国/1945-1951 

［知识责任］居正 著 

［次知识责任］谢幼田 整理 

  

 

［正题名］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居正著] 

［译者］谢幼田整理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 8 册，由居正 后七年的日记（1945-1951）、往来书信、狱中便条、诗

稿与遗墨等部分组成，均为首次刊行。本册为 1951 年的日记及附录（日记抄件）。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5-1951 

［主题词］政治家/文集/中国/1945-1951 

［知识责任］居正 著 

［次知识责任］谢幼田 整理 

  

 

［正题名］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居正著] 

［译者］谢幼田整理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 8 册，由居正 后七年的日记（1945-1951）、往来书信、狱中便条、诗

稿与遗墨等部分组成，均为首次刊行。本册为往来函件（一）、（二）。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5-1951 

［主题词］政治家/文集/中国/1945-1951 

［知识责任］居正 著 

［次知识责任］谢幼田 整理 

  

 

［正题名］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居正著] 

［译者］谢幼田整理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 8 册，由居正 后七年的日记（1945-1951）、往来书信、狱中便条、诗

稿与遗墨等部分组成，均为首次刊行。本册为狱中便条及附录（一.狱中便条录入件；二.营

救居正函件；三.居正被捕入狱友人慰问函；四.居正被捕入狱相关资料；五.居正诗稿；六.

居正遗墨）。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5-1951 

［主题词］政治家/文集/中国/1945-1951 

［知识责任］居正 著 

［次知识责任］谢幼田 整理 

  

 

［正题名］他们是怎样办报的 

［第一责任人］文昊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文昊 编 



  

 

［正题名］镜子的历史 

［并列题名］Mirror, Mirror 

［第一责任人］（美）马克·彭德格拉斯特著 

［译者］吴文忠译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镜子的历史的同时揭示了一个重要主题：作为人类，我们用镜子来反

映自己矛盾的特性。我们在镜子中能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把什么带到镜子面前。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世界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世界 

［主题词］镜子/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彭德格拉斯特 著 

［次知识责任］吴文忠 译 

  

 

［正题名］哈佛遗墨 

［副题名］杨联陞诗文简 

［第一责任人］杨联陞著 

［译者］蒋力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数十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期间所著随笔、诗稿、联语、家书及亲

友对其的回忆文章。 

［知识责任］杨联陞 著 

［次知识责任］蒋力 编 

  

 

［正题名］贺子珍 

［第一责任人］贺传圣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贺传圣 著 

  

 

［正题名］上海时尚 

［副题名］160 年海派生活 

［第一责任人］林剑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发现上海书系 

［附注内容］为纪念上海 埠 160 周年，展示上海时尚生活史。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上海/1843-2003/摄影集 



［知识责任］林剑 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契约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倩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法史论丛 

［主题词］契约法/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倩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 

［第一责任人］黄涛，史立成，毛国强编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主题词］抗日战争/民族英雄/传记/中国/1931-1945 

［知识责任］黄涛 编著 

［知识责任］史立成 编著 

［知识责任］毛国强 编著 

  

 

［正题名］日本人的原始信仰 

［第一责任人］王金林著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人文日本新书·樱之辑 王晓平主编 

［主题词］原始宗教/研究/日本 

［主题词］图腾崇拜/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王金林 著 

［知识责任］王晓平 丛书主编 

  

 

［正题名］祁县老照片 

［第一责任人］曹煜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49 年 10 月为下限，遴选 300 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分为“古城神韵”、

“晋商遗珠”、“文苑英华”、“时代骄子”、“家族家庭”、“社会大观”、“革命史诗”、“日伪政

权”八类，记录了山西省祁县艰辛而辉煌的历史。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山西/祁县/摄影集 

［知识责任］曹煜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张皓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编、中编、下编三部分，内容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北洋政府时

期的政治制度、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政治制度，以及从工农苏维埃民主掌权到人民民主政

权。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高等教育/教材 

［知识责任］张皓 著 

  

 

［正题名］流年 

［副题名］追忆我们的逝水光阴 

［书目卷册］NO.1 

［丛书］古城，不能忘却的纪念 

［第一责任人］邱阳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流年书坊 

［主题词］城市史/建筑/北京/摄影集 

［主题词］建筑/城市史/北京/摄影集 

［知识责任］邱阳 主编 

  

 

［正题名］在園雜志 

［第一责任人］（清）劉廷璣撰 

［译者］張守謙點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清代史料筆記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为官期间的见闻杂记及考证。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廷璣 撰 

［次知识责任］张守谦 点校 

  

 

［正题名］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 

［第一责任人］郑航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 吕达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文化变迁与学校德育改革这一主题，阐述中国近代中小学德育课程的



变更历程，探讨近代文化变迁对当时德育思想和德育实践的影响，并揭示该时期德育课程自

主建构的内在轨迹。 

［主题词］品德教育/课程/历史/中学/中国/近代 

［主题词］品德教育/课程/历史/小学/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中小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郑航 著 

  

 

［正题名］大劫难 

［副题名］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 

［第一责任人］孟国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1.中国公私文物损失；2.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3.战后文物的接

收和追索。 

［主题词］文化史/日本/侵华/影响/中国 

［主题词］日本/侵华/影响/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孟国祥 著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 60 位著名人物 

［第一责任人］王宏德，彭训厚主编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名人/史料 

［知识责任］王宏德 主编 

［知识责任］彭训厚 主编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 60 次军事行动 

［第一责任人］刘伟，袁静伟主编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史料/中国/1931-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战争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刘伟 主编 

［知识责任］袁静伟 主编 

  

 

［正题名］朗润思语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北大、燕园的旧人旧事的追忆散文。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正题名］中華文史論叢 

［书目卷册］总第七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李國章，趙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 60 件大事 

［第一责任人］金桂兰，韩旭东编著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历史事件/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金桂兰 编著 

［知识责任］韩旭东 编著 

  

 

［正题名］满族妇女生活与民俗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虹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妇女/满族/社会生活/研究/中国 

［主题词］满族/妇女/社会生活/研究/中国 

［主题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满族/妇女/研究/中国 

［主题词］风俗习惯/满族/妇女/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虹 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哈艳秋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广播电视史研究、新闻传播史研究、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文

化传播史研究、域外电视传播史研究。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研究/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哈艳秋 著 

  



 

［正题名］上海时代 

［第一责任人］（日）松本重治著 

［译者］曹振威，沈中琦等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政治和外交回忆录，记述了作者 1932-1938 年间，以日本联合通讯

社（后改组为日本同盟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社长的身份，在中国亲历和亲闻的中日间政治、

外交活动，可作为研究用的重要参考史料。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1932-1938 

［知识责任］松本重治 著 

［次知识责任］曹振威 译 

［次知识责任］沈中琦 译 

  

 

［正题名］邓小平与改革 放的起步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文集/中国/1978- 

  

 

［正题名］中国民工调查 

［第一责任人］隋晓明编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对 20 多年来城市中被“遗忘”的弱势群体——农民工阶层的生存状态、

情感生活、健康权益、工资拖欠问题、薪水和就业环境、子女教育以及家庭状况进行了调查。 

［主题词］农民/城市/劳动就业/调查报告/中国/现代 

［主题词］外来劳动力/城市/劳动就业/调查报告/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隋晓明 编著 

  

 

［正题名］北京金融史料 

［丛书］银行篇 

［书目卷册］六 

［丛书］中国农民银行 

［丛书］中央合作金库 

［第一责任人］中国农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编 

［出版日期］[1992.11]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北京市/民国 

  

 

［正题名］北京金融史料 



［丛书］银行篇 

［书目卷册］十 

［丛书］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其他敌伪银行 

［第一责任人］中国农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编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北京市/民国 

  

 

［正题名］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一本综合性史料集,收集有关文献、回忆录、

论著、大事记、人名录及其所属社团及演出剧目等。 

  

 

［正题名］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无数革命战士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为边区的经济金融建设,

为新中国的经济金融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 

［主题词］银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 

  

 

［正题名］襄河抗日民主根据地史料 

［第一责任人］康中喜，孙正国，范先治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历史丛书 

［主题词］抗日民主根据地/史料/鄂豫边区 

［知识责任］康中喜 主编 

［知识责任］孙正国 主编 

［知识责任］范先治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创建历史；

第二部分介绍了该校的创办与发展；第三部分内容包括：抗大文献选编、抗大大事记、抗大

组织沿革。 

［主题词］军政大学/校史/中国/1936-1945 



  

 

［正题名］燕京大学 

［副题名］1945-1951 级校友纪念刊 

［第一责任人］杨正彦主编 

［出版日期］1994.4 

［知识责任］杨正彦 主编 

  

 

［正题名］金色岁月 

［副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工作历史与回顾 

［第一责任人］[总后勤部财务部编]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总后勤部财务部 编 

  

 

［正题名］中国银行行史 

［副题名］1912～1949 

［第一责任人］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银行/经济史/中国/1912～1949 

  

 

［正题名］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 

［丛书］冀东区卷 

［第一责任人］成安玉主编 

［译者］宋德仁，王苏塘，刘鸣九副主编 

［出版者］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解放区/交通/邮政/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交通/解放区/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邮政/解放区/河北/史料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华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成安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德仁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苏塘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鸣九 副主编 

  

 

［正题名］北京市红十字会的六十五年 

［副题名］1928～1993 

［第一责任人］孙敬敏编纂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1 

［知识责任］孙敬敏 编纂 

  

 

［正题名］山东战邮回忆资料专辑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史志办公室编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邮政/工作/回忆录/山东省/1940-1949 

［主题词］邮政/工作/史料/山东省/1940-194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武汉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译者］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全面回顾了

武汉市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该书共分五编，在中国共产党的串联时期，党在第一次

大革命时期，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解放战争时期。 

［知识责任］欧阳植梁 主编 

［知识责任］陈芳国 主编 

  

 

［正题名］憶香慈 

［第一责任人］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编 

［出版者］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编印 

［出版日期］1997.1 

［附注内容］北京香山慈幼院建立于 920 年，是一所专门培养各族孤贫儿童的学校，由著名

爱国人士、教育家、慈善家熊希龄创办。本书由回忆文章（156 篇）、忆香慈诗词（29）件

及附录（3 篇史料）组成，它汇集了百余位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可读性、资料性都很强。 

［主题词］慈幼院/回忆录/中国/1920- 

［知识责任］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 编 

  

 

［正题名］如皋战时党的交通 

［第一责任人］如皋市邮电局，中共如皋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4.4 

［主题词］邮政/工作/回忆录/如皋县/1941- 

［主题词］邮政/工作/史料/如皋县/1941- 

  

 



［正题名］山东战邮回忆资料专辑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史志办公室编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邮政/工作/回忆录/山东省/1943-1946 

［主题词］邮政/工作/史料/山东省/1943-1946 

  

 

［正题名］文艺战士话当年 

［第一责任人］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编 

［出版日期］1986.11 

［丛编题名］晋察冀文艺丛书之一 

［主题词］回忆录/文艺宣传队/晋察冀边区 

［主题词］文艺工作者/回忆录/晋察冀边区 

  

 

［正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文献部分（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正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文献部分（中） 

［第一责任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丛编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正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文献部分（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丛编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正题名］铁骨风范 

［副题名］纪念黄蜀澄烈士逝世 55 周年 

［第一责任人］刘圣化，涂绪勋主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3] 

［知识责任］刘圣化 主编 

［知识责任］涂绪勋 主编 

  

 

［正题名］靖江人民革命斗争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靖江人民革命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正题名］新华社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张大中，宋柏，马句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学生运动/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张大中 主编 

［知识责任］宋柏 主编 

［知识责任］马句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战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战编辑室[主编] 

［出版者］海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正题名］北京党史资料通讯 

［书目卷册］第 13 期——第 24 期 

［丛书］1984.1-1984.12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日期］1984 



［知识责任］中共北京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正题名］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丛书编辑室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丛编题名］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丛书 

  

 

［正题名］柳亚子文集补编 

［第一责任人］[柳亚子著] 

［译者］郭长海，金菊贞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 总主编柳无忌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19569 的一册由作者郭长海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漏收于柳亚子先生专集中的自 1903 年至 1954 年间创作的诗、词、

随笔、文论、书信等一百八十多篇作品，及联语。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柳亚子 著 

［次知识责任］郭长海 编 

［次知识责任］金菊贞 编 

  

 

［正题名］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张凤鸣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东北边疆研究 

［附注内容］本书对 17 世纪中叶至 1949 年期间中国东北与俄国经济关系史进行研究，根据

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和特点，分成几个时期进行考察和研究。 

［主题词］中俄关系/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史/东北地区/17 世纪～20 世纪 

［知识责任］张凤鸣 著 

  

 

［正题名］顾颉刚集 

［第一责任人］[顾颉刚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两先生书》、《论〈诗经〉所录全为



乐歌》、《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 10 多篇文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顾颉刚 著 

  

 

［正题名］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反宗教改革运动和价格革命 

［副题名］1559～1610 

［并列题名］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书目卷册］Vo3 

［第一责任人］（英）R. B. 沃纳姆（R. B. Wernham）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世界史/1559～1610 

［主题词］近代史:世界史 

［知识责任］沃纳姆 编 

［知识责任］Wernham 编 

  

 

［正题名］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书目卷册］第 8 卷 

［丛书］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副题名］1763-1793 

［并列题名］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书目卷册］Volume VIII 

［第一责任人］（英）A. 古德温（Goodwin, A.）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包括革命时代的社会和心理基础，从帝国、战略和外交诸方面看美国

革命，从美洲的情况看美国独立，法国旧制度的崩溃，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等内容。 

［主题词］世界史/1763～1793 

［主题词］近代史:世界史 

［知识责任］古德温 编 

［知识责任］Goodwin 编 

  

 

［正题名］亚洲史 

［第一责任人］（美）罗兹·墨菲（Murphey, R.）著 

［译者］黄磷译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者］三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历史/亚洲 

［知识责任］墨菲 著 

［知识责任］Murphey 著 

［次知识责任］黄磷 译 

  

 

［正题名］记忆 

［副题名］往事未付红尘 

［第一责任人］章立凡主编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回忆录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章立凡 主编 

  

 

［正题名］晚清东游日记汇编 

［书目卷册］1 

［丛书］中日诗文交流集 

［第一责任人］王宝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日本/近代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王宝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影戏杂志》：不定期刊，一九二○年一月上海中国影戏研究会编辑出版。 

［附注内容］《电影杂志》·上：月刊，一九二四年五月上海晨社总办事处编辑发行。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电影杂志》·下：月刊，一九二四年五月上海晨社总办事处编辑发行。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电影月报》·上：月刊，沈诰、沈延哲编辑，一九二八年四月上海六合影片营

业公司出版者。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电影月报》·下：月刊，沈诰、沈延哲编辑，一九二八年四月上海六合影片营

业公司出版者。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新银星》：月刊，陈丙洪编辑，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者。 

［附注内容］《影戏杂志》：月刊，黄漪磋编辑，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联业编译广告公司出

版者。 

［附注内容］《现代电影》：月刊，刘呐鸥等编辑，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现代电影杂志社出版

者。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文艺电影》：半月刊，凌鹤编辑，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海文艺电影出版者。 

［附注内容］《电影生活》：月刊，夏明义、何左明编辑，一九三五年六月上海电影图书出版

社出版者。 

［附注内容］《电影新闻》：周刊，改刊编辑部编辑，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现象图书刊行社出

版者。 

［附注内容］《时代电影》：包可华编辑，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者。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新影坛》：月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上海中华电影公司企划部编辑出版者。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上海影坛》：月刊，一九四三年十月上海影业出版公司编辑出版。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电影世界》：月刊，电影世界编辑部编辑，一九三九年五月上海大效公司出版

部出版者。 



［附注内容］《影讯》：半月刊，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人生出版社编辑出版。 

［附注内容］《电影》：月刊，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环球出版社编辑出版。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青青电影》·上：月刊，严次平编辑。一九三四年上海青青画报社出版者。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十一）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青青电影》·下：月刊，严次平编辑。一九三四年上海青青画报社出版者。 

［附注内容］《影剧艺术》：月刊，梁翰尼编辑，一九四六年四月广州电影剧社艺术出版社出

版者。 

［附注内容］《电影》：半月刊，一九四六年五月广州电影出版社出版者。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中国早期电影画刊 

［书目卷册］（十二）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银光》：月刊，卫春秋编辑，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香港电影文艺互进社出版者。 

［附注内容］《银幕杂志》：月刊，孙慎编辑，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沈阳新生活影片公司出版者。 

［附注内容］《抗战电影》：月刊，唐纳主编，一九三七年三月武昌华中图书公司出版者。 

［附注内容］《时代电影》：半月刊，范甦等编辑，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都时代电影社出版。 

［主题词］电影/刊物/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11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收集/报纸/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醒目清心錄 

［书目卷册］13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彝纂 

［译者］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醒目清心录》为张德彝在“辛亥革命”中，国内动荡时期所录各报，即使不

为张德彝所撰，也很能代表其思想，反映其用撰者之言道出自己欲说而不便吐露之语。也反

映出“辛亥革命”之变前后，既悲观又似乎有希望之矛盾心理。第十三卷是张氏的三部著作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英文话规》、《中外百年历》、）本次与《醒目清心录》同时

编辑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外交家/文集/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德彝 纂 

  

 

［正题名］成都市城区地图 

［第一责任人］成都地图出版社编制 

［出版者］成都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地图/成都市 

  

 

［正题名］中国人物年鉴 

［书目卷册］1992 

［并列题名］Yearbook of who's who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方诗…[等]主编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有附录 

［附注内容］收录 1992 年党、政、军、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英雄模范人物、突出贡献的企业



家等各界人物 1167 人，同时收录 1991 年逝世的我国各界著名人物和在 1991 年内举行过纪

念活动或出版过文集、传记的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主题词］名人/中国/1992/年鉴 

［知识责任］李方诗 主编 

［知识责任］培康 主编 

［知识责任］李维民 主编 

［知识责任］孙波 主编 

［知识责任］邹英毅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物年鉴 

［书目卷册］1993 

［并列题名］Yearbook of who's who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方诗…[等]主编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收录 1993 年党、政、军、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英雄模范人物、突出贡献的企业

家等各界人物 1039 人，同时收录 1992 年逝世的我国各界著名人物和在 1992 年内举行过纪

念活动或出版过文集、传记的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主题词］名人/中国/1992/年鉴 

［知识责任］李方诗 主编 

［知识责任］培康 主编 

［知识责任］李维民 主编 

［知识责任］孙波 主编 

［知识责任］邹英毅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物年鉴 

［书目卷册］1994 

［并列题名］Yearbook of who’s who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方诗…[等]主编 

［译者］中华名人协会主办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附注内容］收录 1994 年党、政、军、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英雄模范人物、突出贡献的企业

家等各界人物 1066 人，同时收录 1993 年逝世的我国各界著名人物和在 1993 年内举行过纪

念活动或出版过文集、传记的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主题词］名人/中国/1994/年鉴 

［知识责任］李方诗 主编 

［知识责任］培康 主编 

［知识责任］李维民 主编 

［知识责任］孙波 主编 

［知识责任］邹英毅 主编 

  



 

［正题名］丝绸之路研究文献书目索引 

［第一责任人］岳峰，周玲华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主题词］丝绸之路/研究/书目索引 

［知识责任］岳峰 编 

［知识责任］周玲华 编 

  

 

［正题名］“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方敏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对“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状况，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渊源、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五四”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考

察，揭示出“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发展的总貌和规律。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1919～1949 

［主题词］民主/思想/研究/中国/1919～1949 

［知识责任］方敏 著 

  

 

［正题名］张思德传 

［第一责任人］陈惠方，廖可铎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分“苦水里泡大的谷娃子”、“在平凡的岗位上”、“忠诚的卫士”等十四章，

并以翔实的材料，再现了张思德平朴无华、却又重如泰山的一生。 

［知识责任］陈惠方 著 

［知识责任］廖可铎 著 

  

 

［正题名］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第一责任人］刘少雪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书院/教育制度/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少雪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 

［副题名］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赵靖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对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 1925 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中国近代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1840-1925 

［知识责任］赵靖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研究 

［副题名］1895-1928 

［第一责任人］李春雷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刑法与刑诉法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在对中国传统刑事诉讼制度回溯与反思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古代刑事诉

讼制度的四个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并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背景、路径及理念进行

了探析。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1895-1928 

［主题词］刑事诉讼/司法制度/体制改革/研究/中国/1895-1928 

［主题词］司法制度/体制改革/研究/中国/1895-1928 

［知识责任］李春雷 著 

  

 

［正题名］清史十五讲 

［第一责任人］张研，牛贯杰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条线索展 ：清朝政权的演变，涉及政治、经济制度，学术文化的发

展状况；清代统治者的历史评价；清朝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变化，涉及下层民众的反抗、洋

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代/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张研 著 

［知识责任］牛贯杰 著 

  

 

［正题名］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 

［并列题名］Local Documents and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第一责任人］陈支平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南强史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清代范氏家族迁移台湾的历史考察、台北芦洲李氏家族变迁史、从契



约文书看福建与台湾的民间关系、从碑刻文书等看福建与台湾的民间关系以及福建向台湾移

民的家族外植与联系五篇内容。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台湾省 

［主题词］家族/历史/经济/关系/研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著 

  

 

［正题名］中国学前课程百年发展与变革的历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春燕著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学前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春燕 著 

  

 

［正题名］启功杂忆 

［第一责任人］鲍文清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自然地揭示了启功丰富的内心世界，记录了他对命运、磨难、名誉、

地位、金钱的超然态度。 

［知识责任］鲍文清 著 

  

 

［正题名］红十字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池子华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知识责任］池子华 著 

  

 

［正题名］舒新城教育论著选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舒新城著] 

［译者］吕达，刘立德主编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 人民教育出版社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舒新城教育论著 80 余篇，内容涉及教育教学改革、学制建设、课程

标准、教学方法、教育心理等。便于读者了解其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全貌。 

［知识责任］舒新城 著 

［次知识责任］吕达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立德 主编 



  

 

［正题名］舒新城教育论著选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舒新城著] 

［译者］吕达，刘立德主编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 人民教育出版社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舒新城教育论著 80 余篇，内容涉及教育教学改革、学制建设、课程

标准、教学方法、教育心理等。便于读者了解其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全貌。 

［知识责任］舒新城 著 

［次知识责任］吕达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立德 主编 

  

 

［正题名］沟通与融合 

［副题名］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朱永新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朱永新教育文集 卷三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的研究，讨论了中西教育思想的融合，

从中国近代的洋务教育思想 始，总结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科学的状况与成就。 

［主题词］教育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朱永新 著 

  

 

［正题名］透视老上海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高纲博文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深入探讨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学术专集。他们以新视角、新

方法分析了老上海，与通常的看法多有不同，将给读者带来可以想见的新收获。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上海/近代/论文集 

［知识责任］熊月之 主编 

［知识责任］高纲博文 主编 

  

 

［正题名］澳门 

［副题名］葡萄牙人逐步占领的历史回顾 

［第一责任人］费成康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葡萄牙人占据中国澳门历史的回顾，充分利用和参照中外文资料和研

究成果，对葡萄牙的占据史、占据过程、清政府逐葡萄牙人出境等的误解与疑问进行细致深

入的阐释。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澳门特别行政区/1512～1999 

［知识责任］费成康 著 

  

 

［正题名］近代东亚佛教 

［副题名］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 

［第一责任人］何劲松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阐述了历史的变革与佛教的对策、日本佛教与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

日本佛教与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日本佛教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等内容。 

［主题词］佛教史/东亚/近代 

［知识责任］何劲松 著 

  

 

［正题名］海上梵王渡 

［副题名］圣约翰大学 

［第一责任人］徐以骅，韩信昌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教会大学在中国 

［附注内容］本书针对建立于 1879 年、历时七十三年的美国对圣公会在上海创立的这一教

会大学的校史进行记述，介绍其作为“江南第一教会高等学府”的创办、发展、经费来源、

教学特点等。 

［知识责任］徐以骅 著 

［知识责任］韩信昌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贺子珍 

［第一责任人］文夫，张乃胜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世纪风流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以故事笔法，记述毛泽东与贺子珍充满真情与曲折的爱情婚姻生活和几十

年悲欢离合的故事，惋惜一对革命伴侣由于性格原因造成的分离与遗憾。 

［知识责任］文夫 著 

［知识责任］张乃胜 著 

  



 

［正题名］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 

［第一责任人］郑起东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主题词］农村经济/研究/华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郑起东 著 

  

 

［正题名］中华老字号 

［书目卷册］第三册 

［并列题名］China's time-honorer brand 

［第一责任人］张庶平，张之君主编 

［出版者］中国商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收载的中药老字号，有些创建与明代，有些 创与清代，它们既经营饮片、

成药， 展便民优质服务，又进行饮片、成药加工，具有丰富的炮制经验，至今仍在国内外

享有盛誉。 

［主题词］商业企业/简介/中国 

［主题词］制药工业/简介/中国 

［主题词］药品/商业企业/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张庶平 主编 

［知识责任］张之君 主编 

  

 

［正题名］欧洲思想库及其对华研究 

［并列题名］European Think-Tanks and Their Studies China 

［第一责任人］冯仲平，孙春玲主编 

［译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研究机构/社会科学/欧洲 

［主题词］政治/研究/中国 

［主题词］经济/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冯仲平 主编 

［知识责任］孙春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区域历史地理 

［第一责任人］李孝聪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区域地理/历史地理/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孝聪 著 

  

 

［正题名］大国 

［书目卷册］第 1 期 

［并列题名］National Interest 

［第一责任人］高全喜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社会科学/丛刊 

［主题词］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高全喜 主编 

  

 

［正题名］近代西方人眼中的杭州 

［第一责任人］褚树青…[等]编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外国人眼中的杭州 郑浙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画册/杭州/近代 

［知识责任］褚树青 编 

  

 

［正题名］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 

［副题名］ 埠以来的济南 

［第一责任人］党明德，林吉玲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04 年济南 创商埠为起端，记述一百年来济南对外 放与城市化进

程的历史，其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状况等内容。 

［主题词］城市史/济南/1904～2004 

［知识责任］党明德 主编 

［知识责任］林吉玲 主编 

  

 

［正题名］乡村社会中的革命 

［副题名］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 

［第一责任人］陈德军著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农村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省/1924-1934 

［知识责任］陈德军 著 

  

 



［正题名］中西文化概论 

［第一责任人］张忠利，宗文举著 

［出版者］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文化的概念与特征、中西文化的成因和起源、中西文化的

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西文化的比较。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张忠利 著 

［知识责任］宗文举 著 

  

 

［正题名］记录被忽略的历史 

［副题名］二战以后日本在华遗孤和他们养父养母的真实命运 

［第一责任人］梁建增主编 

［译者］朱波，张羽副主编 

［译者］张向东执行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日战争历史造成的“日本遗孤”现象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 

［主题词］遗弃/儿童/调查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梁建增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波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羽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向东 执行主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一责任人］王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章，阐述了作者对中日历史研究的心得体会，由此人们看到了近代

中国国际地位从痛苦的沉沦到艰难的崛起的悲壮历程。 

［主题词］抗日战争/研究/中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影响/中国 

［知识责任］王真 著 

  

 

［正题名］历史的记忆 

［副题名］[英汉对照] 

［并列题名］The Memory of History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策划（Mastermind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the People' Repubic of China） 

［译者］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等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战场上英勇战斗的美国人和历史资料图

片。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图集 

［主题词］中美关系/友好往来/史料/图集 

  

 

［正题名］告诉你一个传奇的贺子珍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冠任、冯光宏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知识责任］陈冠任 著 

［知识责任］冯光宏 著 

  

 

［正题名］告诉你一个传奇的贺子珍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冠任、冯光宏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知识责任］陈冠任 著 

［知识责任］冯光宏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第一责任人］陈燮君，盛巽昌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文化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陈燮君 主编 

［知识责任］盛巽昌 主编 

  

 

［正题名］张伯苓·张彭春·张锡禄 

［第一责任人］侯杰、秦方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物为载体，家族为场景，通过张伯苓家族三代主要成员张彭春、张伯



苓、张锡禄等的人生道路全方位反映张伯苓家族的兴盛衰落。 

［知识责任］侯杰 著 

［知识责任］秦方 著 

  

 

［正题名］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 

［第一责任人］吕明灼…[等]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儒家/关系/政治/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吕明灼 著 

［知识责任］王钧林 著 

［知识责任］张佩国 著 

［知识责任］权锡鉴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军事史论 

［第一责任人］肖裕声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知识责任］肖裕声 著 

  

 

［正题名］青春永在 

［副题名］1946～1948 北平学生运动风云录 

［第一责任人］徐康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北平地区青年学生从抗战胜利到北平解放 3 年多来历次学生运动的

时代背景、运动经过、党的领导和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基本经验等。 

［主题词］学生运动/历史/北京市/1946～1948 

［知识责任］徐康 编著 

  

 

［正题名］我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张明远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追述九十二年人生、七十三年革命生涯：冀东农民暴动，白区斗争， 辟

敌后抗日根据地，指挥数百万军民支援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参与领导东北经济建设高潮，

骤然跌入革命行程的低谷等。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明远 著 

  



 

［正题名］我观邓小平 

［第一责任人］石仲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研究邓小平理论的论文集，全书分为四编，收录当代中国的邓小平、

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发展等几十篇文章。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石仲泉 著 

  

 

［正题名］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 

［第一责任人］方孝岳编 

［译者］陶孟和校 

［译者］曾尔恕，陈敬刚勘校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法学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不是一本意在分析欧陆各国法律思想与学说的源流演变的专门论著，其内

容主要在于说明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各国经济与社会变迁及由此所引致的私法学说及民

事立法上的新发展。 

［主题词］法律/思想史/欧洲/近代 

［知识责任］方孝岳 编 

［次知识责任］陶孟和 校 

［次知识责任］曾尔恕 勘校 

［次知识责任］陈敬刚 勘校 

  

 

［正题名］近代上海棉纺业的 后辉煌 

［副题名］（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第一责任人］王菊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文库·史丛 12 

［主题词］棉纺/纺织工业/工业史/上海/1945-1949 

［知识责任］王菊 著 

  

 

［正题名］邓小平年谱 

［副题名］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冷溶，汪作玲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知识责任］冷溶 主编 

［知识责任］汪作玲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年谱 

［副题名］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冷溶，汪作玲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知识责任］冷溶 主编 

［知识责任］汪作玲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 

［副题名］1954～2004 

［第一责任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1954年至2004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律解释，也收录了部分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主题词］法律/汇编/中国/1954～2004 

  

 

［正题名］权力潜规则 

［副题名］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斗争 

［第一责任人］王文元著 

［出版者］中国市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史记》的解读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借用了司马迁提供的史料（只

取“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表达了作者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主题词］政治/谋略/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文元 著 

  

 

［正题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 

［书目卷册］第 3 集 

［并列题名］Annals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第一责任人］陳祖武主編 

［译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会編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了二十篇文章。即《商族的起源及其早期迁徒》、《韩国纪年兵器研究》、

《旧唐书》勘误、《明代中英的第一次直接碰撞：来自中、英、葡三方的历史记述》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丛刊/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祖武 主编 

  

 

［正题名］图说中国女性 

［副题名］屈辱与风流 

［第一责任人］卢玲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在封建传统、礼法、陋俗等约束之下古代女性的屈辱与苦难，女性的

婚姻状况，及古代的妻妾制度等。 

［主题词］女性/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妇女/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卢玲 著 

  

 

［正题名］章炳麟传 

［副题名］国学大师与革命元勋 

［第一责任人］许寿裳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插图本名人名传 彭明哲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章炳麟先生与孙中山同谋革命、缔造民国的功勋，对古今东西文化

的融会贯通，及其在语言文字上的著述与贡献等。 

［知识责任］许寿裳 著 

  

 

［正题名］中国帮会史 

［副题名］插图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刘联珂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民国珍本丛刊 第一辑 彭明哲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中国帮会历史的文图本普及读物，梳理其三百年的历史，各个时期

的特点与发展，知名的帮会及其事件等。 

［主题词］帮会/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联珂 著 

［知识责任］彭明哲 丛书主编 

  

 

［正题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丛书］2003 卷 

［并列题名］Journal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riography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史学理论/文集 

［主题词］史学史/文集 

［知识责任］瞿林东 主编 

  

 

［正题名］我生有涯无尽 

［副题名］梁漱溟自述文录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中国人自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大抵是由梁漱溟先生生前关于自身生平的文章辑录而成。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中国近事报道 

［副题名］1687～1692 

［并列题名］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La China(1687～1692) 

［第一责任人］（法）李明（Louis Lecomte）著 

［译者］郭强，龙云，李伟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是法国耶稣会士李明在华期间写给国内要人的通信汇编。全书收入书信十

四封，对康熙年间的中国作了详尽的介绍，内容涉及气候、地质、物产、建筑、医学、动植

物、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等方面。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1687～1692/史料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1687～1692/史料 

［知识责任］李明 著 

［知识责任］Louis 著 

［次知识责任］郭强 译 

［次知识责任］龙云 译 

［次知识责任］李伟 译 

  

 

［正题名］中国新史 

［并列题名］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葡）安文思著 

［译者］何高济，李申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是西方早期汉学的奠基作之一。原名《中国的十二特点》，记载了中国的

历史与明末清初时的社会状况，特别对中国社会的礼仪风俗、城镇特点、官僚贵族体制和皇

城建筑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明清时代/史料 

［知识责任］安文思 著 

［次知识责任］何高济 译 

［次知识责任］李申 译 

  

 

［正题名］马达自述 

［副题名］办报生涯 60 年 

［第一责任人］马达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知识责任］马达 著 

  

 

［正题名］新史学九十年 

［第一责任人］许冠三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海外名家名作 欧阳哲生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许冠三 著 

  

 

［正题名］在北大听讲座 

［书目卷册］第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文池主编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是知名专家、教授、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演讲的文本形式，主题涉及文

学、文化学术、政治、经济、哲学等领域。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文池 主编 

  

 

［正题名］梁思成 林徽因与我 

［第一责任人］林洙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作为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记述了认识两位师长从而走入建筑领域，

及在林徽因去世后陪伴梁思成走过 后十余年等的历程。 

［知识责任］林洙 著 

  

 

［正题名］青岛旧影 

［副题名］[中英文本] 

［并列题名］Old Photos of Qingdao 

［第一责任人］阎立津主编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中国名城百年 

［附注内容］本书以摄影图册的形式反映青岛的百年地方史，从 1891 年市镇形成时期追溯，

从青岛的民俗、工农业、建筑、名胜等方面记述其历史发展与变迁。 

［主题词］地方史/青岛市/摄影集 

［知识责任］阎立津 主编 

  

 

［正题名］巴金日记 

［第一责任人］[巴金著] 

［译者］李辉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日记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巴金 1962 年至 1965 年在上海时期的日记，是他在此期间创作活动、

社交活动和生活情况的真实记录。通过这些可以了解巴金个人的生活脉络，以及“文革”爆

发前中国文化界的状况。 

［知识责任］巴金 著 

［次知识责任］李辉 主编 

  

 

［正题名］北京四合院 

［副题名］草木鱼虫 

［第一责任人］邓云乡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邓云乡集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北京四合院的历史、格局，四合院和文学、艺术的关系，以及有名

的四合院等。 

［主题词］民居/简介/北京市 

［知识责任］邓云乡 著 

  

 



［正题名］红楼梦导读 

［第一责任人］邓云乡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邓云乡集 

［附注内容］本书对《红楼梦》的阅读范围、内容进行引导与阐释，阐述名著产生的时代背

景，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学、风俗知识，及红学研究状况等。 

［主题词］文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邓云乡 著 

  

 

［正题名］红楼风俗谭 

［第一责任人］邓云乡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邓云乡集 

［附注内容］本书以随笔的小品文形式，结合《红楼梦》小说以清康雍、乾嘉之际的风俗人

情为着眼点，谈礼仪、服饰、官制、园林、工艺等风俗旧闻、京华故事。 

［主题词］文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邓云乡 著 

  

 

［正题名］文化古城旧事 

［第一责任人］邓云乡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邓云乡集 

［附注内容］本书以随笔的笔触，从赋予北京“文化古城”这一特定历史概念的讨论入手，

叙述北京的大、中、小学府，及图书馆、名胜古迹、书肆等文化风范与风貌。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 

［主题词］文化史/史料/北京市 

［知识责任］邓云乡 著 

  

 

［正题名］鲁迅与北京风土 

［第一责任人］邓云乡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邓云乡集 

［附注内容］本书以随笔漫谈的形式，结合鲁迅先生的信件、生平、著作等，阐述老北京的

传统文化、民俗、饮馔风貌，以及关于名胜的散记等。 

［主题词］风俗习惯/北京市 

［知识责任］邓云乡 著 

  



 

［正题名］红楼识小录 

［第一责任人］邓云乡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邓云乡集 

［附注内容］本书以小品文的形式，列举《红楼梦》中的小问题，以小见大对清代当时的经

济、交通、民俗、工艺、营造、园艺、饮馔等进行研究。 

［主题词］文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邓云乡 著 

  

 

［正题名］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利民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城市经济/经济史/华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张利民 著 

  

 

［正题名］民国初年的政党 

［第一责任人］张玉法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海外名家名作 欧阳哲生主编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玉法 著 

  

 

［正题名］近代女性文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薛海燕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分女性社会身份的近代变迁、女作家写作面貌的近代化、近代女性诗、近

代女性词、近代女性文、近代女性戏和近代女性小说等七个章节，对中国近代女性文学进行

了研究。 

［主题词］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薛海燕 著 

  

 

［正题名］蒋梦麟自传 

［副题名］西潮与新潮 

［第一责任人］蒋梦麟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名人名传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图本的形式，记述作者作为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抗战后期红十字

会会长从私塾走进西洋学府的经历，阐述外来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 

［知识责任］蒋梦麟 著 

  

 

［正题名］从清华园到史语所 

［副题名］李济治学生涯琐记 

［第一责任人］李光谟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 20 世纪著名人文学者、中国考古学宗师李济一生的学、行概貌的记

录，记述其求学、留学、任教、抗战生涯，学术成就与著述等。 

［主题词］考古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李光谟 著 

  

 

［正题名］宽容与妥协 

［副题名］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 

［并列题名］Tolerance and Compromise 

［第一责任人］郭华清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郭华清 著 

  

 

［正题名］国民革命与统一建设 

［副题名］20 世纪初孙中山及国共人物的奋斗 

［并列题名］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第一责任人］周兴樑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兴樑 著 

  

 

［正题名］思想与时代的落差 

［副题名］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 

［并列题名］The Gap between Thought and Times 



［第一责任人］张宇权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运动的著名反对者、外交官刘锡鸿为研究对象，讨

论其认识到西方的先进，却以保守姿态维护清朝统治的思想与行为。 

［知识责任］张宇权 著 

  

 

［正题名］艰难的外交 

［副题名］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 

［并列题名］Hard Diplomacy 

［第一责任人］梁碧莹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清后期 

［知识责任］梁碧莹 著 

  

 

［正题名］ 埠通商与近代天津商人 

［第一责任人］庞玉洁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学者文丛 

［附注内容］本研究成果得到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和天津市高教局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的资助 

［主题词］商业史/研究/天津/近代 

［主题词］商人/研究/天津/近代 

［知识责任］庞玉洁 著 

  

 

［正题名］天津的名门世家 

［第一责任人］罗澍伟编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 来新夏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天津 

［主题词］家族/简介/天津 

［知识责任］罗澍伟 编著 

  

 



［正题名］天津早年的衣食住行 

［第一责任人］张仲编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 来新夏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天津 

［主题词］风俗习惯/简介/天津 

［知识责任］张仲 编著 

  

 

［正题名］天津的城市发展 

［第一责任人］郭凤歧编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 来新夏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天津 

［主题词］城市史/天津 

［知识责任］郭凤歧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副题名］1921-2003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正题名］被规训的激情 

［副题名］论 1950、1960 年代的红色小说 

［第一责任人］余岱宗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当代学人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研究中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小说，把革

命意识形态的规范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提出“革命快感”、“革命激情和革命痛感”，

及其“卫生化”、“纯粹化”理论，揭示了中国红色文本的特色。 

［主题词］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文学研究 

［知识责任］余岱宗 著 

  

 

［正题名］赫德与旧中国海关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国海关学会编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史学术研究丛书 

  

 

［正题名］知识与存在 

［副题名］对中国近现代知识论的存在论考察 

［第一责任人］贡华南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科学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贡华南 著 

  

 

［正题名］清人学术笔记提要 

［第一责任人］徐德明撰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知识责任］徐德明 撰 

  

 

［正题名］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 

［书目卷册］第五集 

［第一责任人］秦风编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老照片》专辑 

［主题词］史料/摄影集/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秦月 编著 

  

 

［正题名］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 诗侣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玉兰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江南文学与文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浙江省社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主题词］古典诗歌/文学研究/华东地区/清代 

［知识责任］陈玉兰 著 

  

 

［正题名］清代蒙古族盟旗制度 

［第一责任人］杨强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民族学博士文库 第一辑 杨建新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附注内容］本书由“兰州大学 985 工程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主题词］蒙古族/行政管理/管理体制/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杨强 著 

  

 

［正题名］清史述得 

［第一责任人］王政尧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政治篇、人物篇以及文化篇三个部分，共收 31 篇文章，包括《试论

康熙帝不尚尊号》、《北京杨起隆起义简述》、《黄梨洲年谱考辨》等。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政尧 著 

  

 

［正题名］新史学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布罗代尔的遗产 

［并列题名］New History 

［丛书］The Heritage of Fernand Braudel 

［第一责任人］陈恒，耿相新主编 

［译者］舒文执行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史学/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陈恒 主编 

［知识责任］耿相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舒文 执行主编 

  

 

［正题名］中国邮票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 

［书目卷册］第四卷 

［副题名］1937.7-1949.9 

［丛书］中华民国时期之二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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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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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词］邮票/历史/中国/1937-1949 

  



 

［正题名］侯仁之讲北京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著] 

［译者］尹钧科选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书图文并茂地对北京的历史进行讲述，介绍了卢构桥与北京城，什刹海与北

京城址的演变，天安门广场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漫话北大校园等。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 

［知识责任］侯仁之 著 

［次知识责任］尹钧科 选编 

  

 

［正题名］华侨华人研究中文书目 

［第一责任人］徐斌编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档案、资料系列之二 庄国土主编 

［主题词］华侨/研究/图书目录/世界 

［知识责任］徐斌 编 

  

 

［正题名］聂耳日记 

［第一责任人］[聂耳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日记文丛 李辉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收录聂耳 1926 至 1935 年间的日记，记述一个青年音乐家的真实情感

和艰难的人生旅程，并反映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化活动。 

［知识责任］聂耳 著 

  

 

［正题名］张静江传 

［第一责任人］张建智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知识责任］张建智 著 

  

 

［正题名］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 

［第一责任人］余湛邦著 

［译者］余永燕修订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文史资料专集，记载了作者所经历的国共三次和谈过程，如重庆谈

判、北平和谈、整军谈判、张治中与毛泽东的交往等。 

［主题词］国共谈判（1945～1947）/史料 

［知识责任］余湛邦 著 

［次知识责任］余永燕 修订 

  

 

［正题名］中国企业史 

［丛书］近代卷 

［第一责任人］吴承明，江泰新本卷主编 

［译者］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企业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吴承明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江泰新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一代儒宗 

［副题名］马一浮传 

［第一责任人］滕复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滕复 著 

  

 

［正题名］大历史不会萎缩 

［第一责任人］（美）黄仁宇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对“大历史”进行了解说；从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到过渡期间的社会与

经济，再到现代的展望，勾勒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史评/中国 

［知识责任］黄仁宇 著 

  

 

［正题名］历史学家的经线 

［副题名］历史心理文集 

［第一责任人］（美）孙隆基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九篇文章，即《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两个革命的对

话：1789 & 1911》、《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与情感构造》、《缺乏“性”与“暴力”：非美国式

人格》等。 

［主题词］史评/世界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孙隆基 著 

  

 

［正题名］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支平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该书分为明代篇和清代篇两卷。书中分别研究了明代前期福建户籍的民间重构、

明代福建赋役的特点及其相关制度存疑、清代赋役关系的宏观考察等内容。 

［主题词］赋税/经济史/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陈支平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 

［副题名］一九○一至一九四九 

［第一责任人］张生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共五章，论述了清末民法法典化、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民法法典化、民国

民法典的制定与实施、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历史检讨与展望等内容。 

［主题词］民法/法典/研究/中国/1901-1949 

［知识责任］张生 著 

  

 

［正题名］张学良家事 

［第一责任人］杨树标，秦昊扬，李灵革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张学良的生平事迹。内容包括“草莽出身的父亲张作霖”、“秉性各

异的母亲们”、“少帅时代”、“凤命千金的原配夫人”等十四个专题。 

［知识责任］杨树标 著 

［知识责任］秦昊扬 著 

［知识责任］李灵革 著 

  

 

［正题名］邓小平与百色起义 

［第一责任人］《邓小平与百色起义》课题组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正题名］日本汉学史 

［书目卷册］第三部 

［丛书］转折和发展 

［副题名］1945-1971 

［第一责任人］李庆著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与世界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45 至 1971 年日本汉学的历史进行研究，分析作为日本汉学转折和发

展时期的二战后汉学研究社会基础的改变、研究内容的转变，并对冷战时期的汉学研究进行

讨论。 

［主题词］汉学/历史/日本/1919-1945 

［知识责任］李庆 著 

  

 

［正题名］榮德生與社會公益事業 

［第一责任人］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樂農史料選編 

［附注内容］本书选录了荣德生一生所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关文稿、史料、调查报告以及当

年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报道等一百二十二篇，照片、书影一百二十三幅，诗词、楹联一百一十

二首（副），分列于五个篇章。 

［主题词］社会事业/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近代广东会党 

［副题名］关于其在近代广东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第一责任人］雷冬文著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全书共分为六章，描述了广东天地会在乾隆嘉庆年间的传布与发展；分析了广

东天地会与外国侵略者及广东士绅的关系；讨论了广东天地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等内容。 

［主题词］会党/研究/广东省/近代 

［知识责任］雷冬文 著 

  

 

［正题名］百年中文体育图书总汇 

［第一责任人］刘彩霞主编 

［出版者］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体育/图书目录/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彩霞 主编 

  

 

［正题名］卢绪章传 

［第一责任人］李征著 

［出版者］中国商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了传主的一生事业，将他丰富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经验，他的高尚

革命品质和道德情操，以史育人和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贡献等编为十章内容，以纪念这位

德高望重的领导者。 

［知识责任］李征 著 

  

 

［正题名］吉川幸次郎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哲俊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 20 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 严绍璗 

［主题词］汉学/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张哲俊 著 

  

 

［正题名］韬奋 

［副题名］韬奋画传·经历·患难余生记 

［第一责任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大量图片资料，介绍了韬奋先生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追述自己二十年

来从事文化事业的经验和思想变化历史的《经历》，及四十年代又执笔，对自己数次流亡生

涯进行回顾的自传《患难余生记》。 

  

 

［正题名］邓小平画传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冷溶，阎建琪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大量图片介绍卓越的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杰出设计师，展示其革命历程、业绩和思想。 

［知识责任］冷溶 主编 

［知识责任］阎建琪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画传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冷溶，阎建琪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大量图片介绍卓越的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杰出设计师，展示其革命历程、业绩和思想。 

［知识责任］冷溶 主编 

［知识责任］阎建琪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军事生涯 

［第一责任人］柳泉，彦华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以小平同志的生命历程为线索，着重记述小平同志自 1924 年入党、参加

武装暴动、长征，及雄踞太行、解放大西南，以至作为新时期的统帅的辉煌战斗历程。 

［知识责任］柳泉 编 

［知识责任］彦华 编 

  

 

［正题名］上海圖書館館藏近現代中文期刊總目 

［第一责任人］祝均宙主编 

［译者］上海图书馆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目录分为正文目录和索引两大部分。书中共收录中文期刊 18485 种；时间为

1853～1949 年 9 月中国近现代时期。 

［主题词］期刊目录/中国/1853～1949 

［知识责任］祝均宙 主编 

  

 

［正题名］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 

［副题名］近百年来会道门的组织与分布 

［第一责任人］上册 

［第一责任人］赵嘉朱主编 

［译者］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首先对反动会道门进行了概述，通过大量档案文献，全面、系统地反映了

中国近百年来回道门的组织和分布状况。 

［主题词］反动会道门/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赵嘉朱 主编 

  

 

［正题名］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 

［副题名］近百年来会道门的组织与分布 

［第一责任人］下册 

［第一责任人］赵嘉朱主编 

［译者］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首先对反动会道门进行了概述，通过大量档案文献，全面、系统地反映了

中国近百年来回道门的组织和分布状况。 

［主题词］反动会道门/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赵嘉朱 主编 

  

 

［正题名］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 

［第一责任人］李志军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主题词］东西文化/文化交流/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李志军 著 

  

 

［正题名］北京历史灾荒灾害纪年 

［副题名］公元前 80 年-公元 1948 年 

［第一责任人］于德源编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自然灾荒/史料/北京/前 80-1948 

［知识责任］于德源 编著 

  

 

［正题名］近代化起点论 

［副题名］中日两国封建社会末期对外经济政策比较 

［并列题名］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r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高淑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主题词］封建经济/对外经济政策/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知识责任］高淑娟 著 

  



 

［正题名］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副题名］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晔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复旦政治与行政研究丛书 

［主题词］知识分子/作用/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晔 著 

  

 

［正题名］日本研究论集 

［书目卷册］2004 

［书目卷册］总第 9 集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日本研究院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关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探讨》，《对当前中日关系若干问题

的思考》，《日本强占钓鱼列岛始末》，《近代日本侵华军事地图的测绘》，《民国时期留日学生

与译书活动》”等多篇文章。 

  

 

［正题名］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 

［第一责任人］钱理群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名家讲现代中国 

［知识责任］钱理群 著 

  

 

［正题名］王国维传 

［第一责任人］陈鸿祥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知识责任］陈鸿祥 著 

  

 

［正题名］旅顺大屠杀研究 

［第一责任人］关捷总主编 

［译者］郭铁桩…[等]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着眼于 1894 年 11 月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试验场辽东半岛的小镇旅顺，论



述侵华战争之前中日双方的国情、屠杀经过与历史启示等。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研究/1894-1895 

［知识责任］关捷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铁桩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维远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杨惠萍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云波 主编 

  

 

［正题名］告别中世纪 

［副题名］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 

［第一责任人］袁伟时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文集分为：新文化运动的渊源、新文化运动的“修身治国”之道、民主与“国

情”、文学革命、科学与思维方式变革等 11 大类内容。 

［主题词］五·四运动/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伟时 编著 

  

 

［正题名］东亚论 

［副题名］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并列题名］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第一责任人］（日）子安宣邦著 

［译者］赵京华编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话语行动译丛 汪民安，陈永国主编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子安宣邦 著 

［次知识责任］赵京华 编译 

  

 

［正题名］追寻林昭 

［第一责任人］许觉民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历史备忘书系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许觉民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仝华，康沛竹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普通高等教育公共课教材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妇女学/发展史 

［知识责任］仝华 主编 

［知识责任］康沛竹 主编 

  

 

［正题名］北大的大师们 

［第一责任人］郭建荣，杨慕华…[等]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郭建荣 著 

［知识责任］杨慕华 著 

  

 

［正题名］清华的大师们 

［第一责任人］黄延复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延复 著 

  

 

［正题名］汉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八集 

［第一责任人］阎纯德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阎纯德 主编 

  

 

［正题名］鲁迅评说八十年 

［第一责任人］子通主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作家评说丛书 名家评说系列 

［知识责任］子通 主编 

  

 



［正题名］蒋经国与章亚若 

［第一责任人］（台）向旻著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长篇小说/当代 

［知识责任］向旻 著 

  

 

［正题名］吴宓诗集 

［第一责任人］吴宓著 

［译者］吴学昭整理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宓 著 

［次知识责任］吴学昭 整理 

  

 

［正题名］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日）富永健一著 

［译者］李国庆，刘畅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本丛书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富永健一 著 

［次知识责任］李国庆 译 

［次知识责任］刘畅 译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政治卷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史/中国/1949-1961 

［主题词］政治史/史料/中国/1949-1961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政治卷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62-1980 

［主题词］政治史/史料/中国/1962-1980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政治卷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81-2004 

［主题词］政治史/史料/中国/1981-2004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经济卷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1960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中国/1949-1960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经济卷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61-1983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中国/1961-1983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经济卷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84-2004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中国/1984-2004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军事卷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中国/1949-2003 

［主题词］军事卷/史料/中国/1949-2003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外交卷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2 

［主题词］外交史/史料/中国/1949-2002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教育卷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1949-2003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科技卷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3 

［主题词］科学技术/史料/中国/1949-2003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卫生卷 

［书目卷册］11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2 

［主题词］卫生/史料/中国/1949-2002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体育卷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1 

［主题词］体育史/史料/中国/1949-2001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文化卷 

［书目卷册］13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0 

［主题词］文化史/史料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民族宗教卷 

［书目卷册］14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中国/1949-2002 

［主题词］民族史/史料/中国/1949-2002 

［主题词］宗教史/史料/中国/1949-2002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丛书］社会卷 

［书目卷册］15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现代史/国史/史料/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社会史/史料/中国/1949-2004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正题名］八国联军占领实录 

［副题名］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倪瑞英，赵克立，赵善继翻译 

［译者］汪寿松，贺克路，王培利编校 

［译者］刘海岩总校订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是都统衙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在天津成立的临时政府）执政两年惟一存

世的正式文本，三百余次政府会议的纪要，再现了一个特殊时期的详细历史过程。内容涉及

市政制度、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城市卫生以及经济、社会、法律等诸多方面。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史料/天津 

［知识责任］倪瑞英 翻译 

［知识责任］赵克立 翻译 

［知识责任］赵善继 翻译 

［次知识责任］汪寿松 编校 

［次知识责任］贺克路 编校 

［次知识责任］王培利 编校 

［次知识责任］刘海岩 总校订 

  

 

［正题名］八国联军占领实录 

［副题名］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倪瑞英，赵克立，赵善继翻译 

［译者］汪寿松，贺克路，王培利编校 

［译者］刘海岩总校订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是都统衙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在天津成立的临时政府）执政两年惟一存

世的正式文本，三百余次政府会议的纪要，再现了一个特殊时期的详细历史过程。内容涉及

市政制度、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城市卫生以及经济、社会、法律等诸多方面。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史料/天津 

［知识责任］倪瑞英 翻译 

［知识责任］赵克立 翻译 



［知识责任］赵善继 翻译 

［次知识责任］汪寿松 编校 

［次知识责任］贺克路 编校 

［次知识责任］王培利 编校 

［次知识责任］刘海岩 总校订 

  

 

［正题名］历史与民族 

［副题名］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并列题名］Ethnohistory: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hina's Frontier 

［第一责任人］罗贤佑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民族学人类学系列 

［主题词］边疆地区/民族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罗贤佑 主编 

  

 

［正题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副题名］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 

［第一责任人］（日）中塚明著 

［译者］于时化译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以下两本书合编而成：《歷史の偽造をたぶち》，《〈蹇蹇錄〉の世界》 

［主题词］外交史/研究/日本 

［主题词］甲午战争（1894）/史料/日本 

［主题词］甲午战争（1894）/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中塚明 著 

［次知识责任］于时化 译 

  

 

［正题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并列题名］Jiand Jieshi and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第一责任人］（日）家近亮子著 

［译者］王士花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

重点。本书作为日本学者研究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本专著，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

方面富有新意，对于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知识责任］家近亮子 著 



［次知识责任］王士花 译 

  

 

［正题名］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江沛，王先明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华北地区/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江沛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先明 主编 

  

 

［正题名］清人笔记随录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主题词］笔记/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社会 

［副题名］陈诗启教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 

［第一责任人］戴一峰主编 

［译者］连心豪，薛鹏志副主编 

［译者］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海关/历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戴一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连心豪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薛鹏志 副主编 

  

 

［正题名］戊戌变法史事考 

［第一责任人］茅海建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 

［知识责任］茅海建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通史 

［第一责任人］张立文主编 



［丛书］清代卷 

［第一责任人］陈其泰，李廷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通史/中国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立文 主编 

［知识责任］陈其泰 著 

［知识责任］李廷勇 著 

  

 

［正题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 

［书目卷册］第一分册 

［丛书］田赋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主题词］财政/公文/中国/清代/目录 

  

 

［正题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 

［书目卷册］第二分册 

［丛书］关税 盐务 杂税 地租 房租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财政/公文/中国/清代/目录 

  

 

［正题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 

［书目卷册］第三分册 

［丛书］库储 仓储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财政/公文/中国/清代/目录 

  

 

［正题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 

［书目卷册］第四分册 

［丛书］经费 货币金融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主题词］财政/公文/中国/清代/目录 

  

 

［正题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 

［书目卷册］第五分册 

［丛书］捐输 其它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主题词］财政/公文/中国/清代/目录 

  

 

［正题名］清代琉球國王表奏文書選錄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中外关系/历史档案/中国/琉球/清代 

  

 

［正题名］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正题名］澳门历史地图精选 

［第一责任人］邹爱莲，霍启昌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选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地图集上启明隆庆四年（1570），下至清宣统二年（1910），计收入地图 78

幅。 

［主题词］历史地图/澳门/地图集 

［知识责任］邹爱莲 主编 

［知识责任］霍启昌 主编 

  

 

［正题名］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所选档案全部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档案，其中多数史料是首



次公布。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三册，档案内容主要反映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各

地传教情况；下编一册，内容主要反映雍正、乾隆时期西洋传教士在清宫中当差效力的情况。

上、下两编按照文献形成的朝年时间顺序编排。 

［主题词］西方国家/罗马公教/宗教/活动/中国/清代/档案资料 

  

 

［正题名］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所选档案全部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档案，其中多数史料是首

次公布。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三册，档案内容主要反映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各

地传教情况；下编一册，内容主要反映雍正、乾隆时期西洋传教士在清宫中当差效力的情况。

上、下两编按照文献形成的朝年时间顺序编排。 

［主题词］西方国家/罗马公教/宗教/活动/中国/清代/档案资料 

  

 

［正题名］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所选档案全部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档案，其中多数史料是首

次公布。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三册，档案内容主要反映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各

地传教情况；下编一册，内容主要反映雍正、乾隆时期西洋传教士在清宫中当差效力的情况。

上、下两编按照文献形成的朝年时间顺序编排。 

［主题词］西方国家/罗马公教/宗教/活动/中国/清代/档案资料 

  

 

［正题名］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所选档案全部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档案，其中多数史料是首

次公布。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三册，档案内容主要反映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各

地传教情况；下编一册，内容主要反映雍正、乾隆时期西洋传教士在清宫中当差效力的情况。

上、下两编按照文献形成的朝年时间顺序编排。 

［主题词］西方国家/罗马公教/宗教/活动/中国/清代/档案资料 

  

 

［正题名］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副题名］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论文 120 余篇。内容包括：毛泽东与理论

创新问题；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问题；毛泽东研究的视角问题；进一步 拓研究新领

域的问题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学术会议/文集 

  

 

［正题名］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副题名］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论文 120 余篇。内容包括：毛泽东与理论

创新问题；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问题；毛泽东研究的视角问题；进一步 拓研究新领

域的问题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学术会议/文集 

  

 

［正题名］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实录 

［副题名］图文版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黄勇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主题词］知识分子/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黄勇 著 

  

 

［正题名］党员、党权与党争 

［副题名］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一责任人］王奇生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由华夏英才基金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王奇生 著 

  

 

［正题名］新学苦旅 



［副题名］中国科学文化兴起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刘大椿，吴向红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明代/民国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明代/民国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明代/民国 

［知识责任］刘大椿 著 

［知识责任］吴向红 著 

  

 

［正题名］雪域高原不会忘记 

［副题名］1904 年英国侵略西藏史 

［第一责任人］胡岩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西藏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 

［主题词］西藏人民抗英斗争（1904）/史料 

［知识责任］胡岩 著 

  

 

［正题名］劫难 

［副题名］1947 年春热振事件 

［第一责任人］廉湘民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西藏百年风云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和有关档案写成的一部实录，叙述了发生在拉萨 1947

年春天的“热振事件”并分析其前因后果，揭示了临近和平解放的旧西藏上层统治阶级内部

斗争的血雨腥风。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 

［知识责任］廉湘民 著 

  

 

［正题名］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依田憙家著 

［译者］卞立强…[等]译 

［译者］卞立强校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依田憙家著作集 （四）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包括十九世纪后半期日中两国对近代国家的认识、振兴产业的政策，

以及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文化形态的比较等内容。 



［主题词］近代史/比较研究/日本/中国/近代 

［主题词］比较历史学/研究/日本/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依田熹家 著 

［次知识责任］卞立强 译 

［次知识责任］严立贤 译 

［次知识责任］叶坦 译 

［次知识责任］蒋岩松 译 

［次知识责任］卞立强 校 

  

 

［正题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选介了近期结项中的 75 项成果，涵盖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领域的 22 个学

科。各篇成果简介的体例结构、内容繁简、行文风格不尽相同，对少数成果简介的内容作了

适当调整或删减。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技成果/简介/中国/现代 

  

 

［正题名］南怀瑾谈历史与人生 

［第一责任人］南怀瑾原著 

［译者］练性乾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主题词］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南怀瑾 原著 

［次知识责任］练性乾 编 

  

 

［正题名］晚清史研究 

［并列题名］The Study of late Qing Period 

［第一责任人］郑剑顺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南强史学丛书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郑剑顺 著 

  

 

［正题名］清代状元奇谈 

 



［正题名］清代状元谱 

［第一责任人］周腊生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历代状元系列书 

［附注内容］本书上辑专门辑录清代状元的奇闻轶事，对状元们的求学生涯、夺魁情状、宦

海浮沉、禀性风范、奇遇怪癖、成败得失等诸方面作了生动的描绘；下编为有清一代 114

名状元一一立传。 

［主题词］状元/列传/中国/清代 

［主题词］科举制度/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周腊生 著 

  

 

［正题名］中日战争内幕全公  

［副题名］纪实图文珍藏版 

［第一责任人］楚云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中日战争这场大战，如何引发？威吓引发？又如何发展？如何了解？本书一一

道来。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 

［知识责任］楚云 著 

  

 

［正题名］美镜头 

［副题名］百年中国女性形象 

［副题名］珍藏版 

［第一责任人］李子云，陈惠芬，成平主编 

［译者］陈惠芬，李子云，龚静撰文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女性/形象/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李子云 主编 

［知识责任］陈惠芬 主编 

［知识责任］成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惠芬 撰文 

［次知识责任］李子云 撰文 

［次知识责任］龚静 撰文 

  

 

［正题名］“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 

［副题名］侵华日军伪满洲国境要塞群实录 

［第一责任人］周艾民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侵华/史料 

［知识责任］周艾民 著 

  

 

［正题名］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尚义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将晋商商贸活动的扩展区域划分为几个区，

对区域之间的商贸关系及扩展机制进行探讨，分析晋商商贸活动区域扩展的特点，得出晋商

形成及其扩展的规律和人地关系的原因。 

［主题词］商业经营/历史地理/研究/山西省 

［知识责任］王尚义 著 

  

 

［正题名］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第一责任人］郑匡民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郑匡民 著 

  

 

［正题名］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 

［第一责任人］（日）中村雄二郎著 

［译者］孙彬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文化/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中村雄二郎 著 

［次知识责任］孙彬 译 

  

 

［正题名］遭遇解放 

［副题名］1890-1930 年代的中国女性 

［并列题名］The Liberation of Women 

［第一责任人］刘慧英编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妇女解放/历史/中国/1890-1930 

［知识责任］刘慧英 编著 



  

 

［正题名］人民政协纪事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收录了纪念人民政协成立 55 周年的纪念文章；下册

收录的文章主要记述了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事例以及新老委员抒发对人民政

协的真挚情感。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正题名］人民政协纪事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收录了纪念人民政协成立 55 周年的纪念文章；下册

收录的文章主要记述了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事例以及新老委员抒发对人民政

协的真挚情感。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正题名］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唐正芒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抗日战争/文化史/西北地区 

［主题词］抗日战争/文化史/西南地区 

［知识责任］唐正芒 著 

  

 

［正题名］票号商帮解读 

［第一责任人］赵荣达编著 

［译者］张应康摄影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晋商文化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晋商鼎盛时期的代表性商帮——晋中票帮的发生、发展及其成功秘诀，熟悉了

解的人还不很多，本书试图围绕票帮的历史和其所创造的商业文明做一解读。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山西省 

［主题词］票号/经济史/山西省 

［主题词］商业史/研究/山西省 



［知识责任］赵荣达 编著 

［次知识责任］张应康 摄影 

  

 

［正题名］中國的租界 

［副题名］[图集] 

［第一责任人］潘君祥，李家璘主编 

［译者］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等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对租界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的作用进行分析，

并反映其产生、发展直到被收回的全过程。 

［主题词］租界/中国/史料/图集 

［知识责任］潘君祥 主编 

［知识责任］李家璘 主编 

  

 

［正题名］权力与公正 

［副题名］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 

［第一责任人］赵旭东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主题词］农村/群众自治/调查报告/河北省 

［知识责任］赵旭东 著 

  

 

［正题名］现代上海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现代上海研究中心冯小敏主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上海/文集 

［知识责任］冯小敏 主编 

  

 

［正题名］见证中国 

［副题名］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著 

［译者］沈苏儒，贾宗谊，钱雨润译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全世界报道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全书回顾了他幼年移居中国，1951 年再次来到中国，参



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的全部过程。 

［知识责任］爱泼斯坦 著 

［知识责任］Israel 著 

［次知识责任］沈苏儒 译 

［次知识责任］贾宗谊 译 

［次知识责任］钱雨润 译 

  

 

［正题名］中国黑道帮会 

［副题名］图文版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易照峰编著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帮会/史料/中国/汇编 

［知识责任］易照峰 编著 

  

 

［正题名］中国黑道帮会 

［副题名］图文版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易照峰编著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帮会/史料/中国/汇编 

［知识责任］易照峰 编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与世界 

［副题名］互动与比较 

［第一责任人］王晓秋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近代史/对比研究/中国/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王晓秋 著 

  

 

［正题名］史学方法导论 

［副题名］傅斯年史学文辑 

［第一责任人］傅斯年著 

［译者］雷颐点校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朗朗书房 国学基础文库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傅斯年先生 1918 年至 1941 年的十三篇有关史学问题的学术文章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颐先生点校。 

［主题词］史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次知识责任］雷颐 点校 

  

 

［正题名］上海 

［副题名］近代新文明的形态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主编 

［译者］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研究院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所录论文内容涉及上海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城市建设，特别是公共空间的拓

展；上海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形成；上海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变异等。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上海市/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苏智良 主编 

  

 

［正题名］警醒中国人 

［副题名］走近陈独秀 

［第一责任人］刘永谋，王兴彬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人文精神系列读本 吴光远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永谋 著 

［知识责任］王兴彬 著 

  

 

［正题名］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国灿著 

［译者］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考察和分析了宋元、明清和近现代（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三个时

期江南地区的城镇发展进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城市化现象，重点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村

城市化的动力系统与影响因素、市镇发展状况与农村社会变革、农村城市化的地域格局与发

展水平等问题。 

［主题词］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华东地区 

［知识责任］陈国灿 著 

  

 

［正题名］中国女性文化 

［书目卷册］NO.4 



［并列题名］The Female Culture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王红旗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主题词］女性/文化/专题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王红旗 主编 

  

 

［正题名］圣城拉萨 

［第一责任人］（英）斯潘塞·查普曼著 

［译者］向红笳，凌小菲译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西藏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 

［主题词］游记/西藏/1936.7-1937.2 

［知识责任］查普曼 著 

［次知识责任］向红笳 译 

［次知识责任］凌小菲 译 

  

 

［正题名］往事和近事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社会科学/杂文集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丛书］1949 年卷 

［第一责任人］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的首卷，分为序编和正编。序编从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 1949 年 9 月 20 日止。正编从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起，至 1949 年 12 月 31 日止。 

［主题词］现代史/编年体/中国/1949 

［主题词］中国/现代史/1950/编年体 

  

 

［正题名］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辑编为四部分：专项研究、社会理论与方法、人物纪念、阅读与思考，收录：

制度变迁和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农村工业化中的历史角色、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

学生涯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学/丛刊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 

  

 

［正题名］中国地下社会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晚清秘密社会卷 

［第一责任人］秦宝琦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卷讲述清代后期的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 

［主题词］社会问题/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秦宝琦 著 

  

 

［正题名］童書業歷史地理論集 

［第一责任人］童書業著 

［译者］童教英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現代史學家文叢 

［主题词］历史地理/文集/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童书业 著 

［次知识责任］童教英 整理 

  

 

［正题名］教育与社会改造 

［副题名］雷沛鸿与近代广西教育及社会 

［并列题名］Educ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第一责任人］曹天忠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曹天忠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何玉长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丛书 

［主题词］社会制度/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何玉长 著 

  

 

［正题名］中国工业史 

［丛书］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刘国良编著 

［出版者］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刘国良 编著 

  

 

［正题名］天津的邮驿与邮政 

［第一责任人］仇润喜，阎文启编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 来新夏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天津 

［主题词］邮电业/概况/天津 

［知识责任］仇润喜 编著 

［知识责任］阎文启 编著 

  

 

［正题名］见证百年西藏 

［副题名］西藏历史见证人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张晓明编 

［出版者］五湖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方式、访谈的形式对二十世纪西藏的历史事件进行介绍，涉及西藏

自治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 

［主题词］历史事件/西藏自治区/20 世纪 

［主题词］历史人物/回忆录/20 世纪 

［知识责任］张晓明 编 

  

 

［正题名］卢沟桥抗战 

［副题名］抗战第一枪 

［第一责任人］高鹏文 

［译者］金爽图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图片中国抗战 2 

［主题词］七·七事变/史料/图集 

［知识责任］高鹏文 著 

［次知识责任］金爽 图 

  

 

［正题名］苏州商会档案丛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一九一二——一九一九年 

［第一责任人］马敏，祖苏主编 

［译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主题词］商会-档案资料/苏州市/1905-1911 

［主题词］商会/史料/苏州/1912-1919 

［知识责任］马敏 主编 

［知识责任］祖苏 主编 

  

 

［正题名］老协和 

［第一责任人］董炳琨，杜慧群，张新庆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中国科学圣地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 

［知识责任］董炳琨 著 

［知识责任］杜慧群 著 

［知识责任］张新庆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一责任人］李国忠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按照中央政权的更迭顺序全面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发

展，特别着重于思想的论争、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划分、中央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主题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国忠 著 

  

 

［正题名］我的长征 



［副题名］寻访健在老红军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黄国柱…等[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以纪实文学的体式，记述经历 1955 年授衔现居于各地干休所的 国将帅，

散布于红土地、黄土地之上老红军的事迹，讲述其革命经历、长征经过。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研究/1934-1936 

［知识责任］黄国柱 编 

  

 

［正题名］我的长征 

［副题名］寻访健在老红军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黄国柱…等[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以纪实文学的体式，记述经历 1955 年授衔现居于各地干休所的 国将帅，

散布于红土地、黄土地之上老红军的事迹，讲述其革命经历、长征经过。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研究/1934-1936 

［知识责任］黄国柱 编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三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 发文献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唐润明主编 

［译者］重庆市档案馆编 

［出版日期］重庆 

［出版者］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不详] 

［丛编题名］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丛书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西南地区/西北地区/1937-1945 

［知识责任］唐润明 主编 

  

 

［正题名］中国邮政简史 

［第一责任人］姜希河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姜希河 总编 

  

 

［正题名］中国之邮政事业 

［第一责任人］赵曾钰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45.9 重庆出版 

［主题词］邮电业/概况/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赵曾珏 编著 

  

 

［正题名］交通史 

［第一责任人］（武进）王倬编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23.9 

［主题词］交通史/中国 

［知识责任］王倬 编辑 

  

 

［正题名］证券市场漫谈 

［第一责任人］宫著铭，肖梦编著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附注内容］书中描述证券的性质、种类、以及证券市场交易的过程，同时还强调了法律对

我国拓展证券市场的意义，并附有可资借鉴的有关法规和交易所简介。 

［主题词］有价证券/金融市场 

［知识责任］宫著铭 编著 

［次知识责任］肖梦 编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主题词］金融市场/中国/近代 

  

 

［正题名］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祖武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是《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

浙东学术文化的深刻思想内涵及代表人物的理论贡献，体现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具有很高的

学术价值，对进一步深入 展研究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浙江省/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陈祖武 主编 

  

 

［正题名］任弼时与陈琮英 

［第一责任人］李韧，王聚英，任远志著 

［出版者］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知识责任］李韧 著 

［知识责任］王聚英 著 

［知识责任］任远志 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学术史 

［副题名］1834-1949 

［第一责任人］李秀云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 

［主题词］新闻学史/中国/1834-1949 

［知识责任］李秀云 著 

  

 

［正题名］郭沫若随笔集 

［第一责任人］郭平英，方未选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文学大师经典短萃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郭平英 选编 

［知识责任］方未 选编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十七期（二○○四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主编 

［译者］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4/丛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正题名］基督教会史 

［并列题名］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第一责任人］（美）布鲁斯·雪莱（Bruce Shelley）著 

［译者］刘平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未名译库 基督教文化译丛 

［附注内容］全书将基督教的历史划分为耶稣和使徒时代、大公基督教时代、基督教罗马帝

国时期、基督教中世纪、宗教改革时代、理性与复兴时代、进步时代、意识形态时代八部分，

书简明地勾勒出基督教两千年的发展历史。 

［主题词］基督教史/世界 

［知识责任］雪莱 著 

［知识责任］Shelley 著 

［次知识责任］刘平 译 

  

 

［正题名］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四卷 

［并列题名］Studies in Sinology 

［书目卷册］Volume ⅩⅣ 

［第一责任人］袁行霈主编 

［译者］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幕府 

［第一责任人］黎仁凯…[等]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晚清四大幕府丛书 张钧衡主编 

［知识责任］黎仁凯 著 

  

 

［正题名］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副题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第一责任人］金林祥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 沅，余子侠主编 第一辑 

［附注内容］金林祥（1948- ），上海宝山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系副主

任、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主题词］高等学校/学校管理/中国 

［知识责任］金林祥 著 

  

 

［正题名］袁氏当国 

［第一责任人］唐德刚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唐德刚作品集 

［附注内容］远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上自孙文缔造共和肇始，下逮蔡锷护国运动兴起，论述了袁世凯如何在晚

清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政府之间养敌自重以觊觎总统宝座、宋教仁刺杀案的历史谜团到底暗示

了什么背景、孙中山的个性对他改造国民党以谋求革命有何影响、袁氏当国时期的内政外交

如何复杂多变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唐德刚 著 

  

 

［正题名］三晋枭雄 

［副题名］阎锡山传 

［第一责任人］苗挺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谈故说今丛书 子通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力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认识和看待阎锡山这个历史人物，通过复杂的

历史事件揭示阎锡山的人生过程。 

［知识责任］苗挺 著 

  

 

［正题名］赵朴初因缘人生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赵朴初与许多政治家、宗教人士以及许多国际友人、党和国家领导

人等的密切交往及深厚的友谊。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报人浦熙修 

［第一责任人］朱正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为浦熙修的传记。内容包括：早岁哪知世事艰，为了胜利，为了新中国，，

坐牢，适应新时代等。 

［知识责任］朱正 著 

  

 

［正题名］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 

［第一责任人］闫天灵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以汉族移民及汉族移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心，对移民的原因、方式、类型、

过程、数量、移民的定居化与本土化、移民过程中的蒙汉关系、移民社会的社会问题进行全

面考察。 

［主题词］汉族/移民/研究/内蒙古自治区/近代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内蒙古自治区/近代 

［知识责任］闫天灵 著 

  

 

［正题名］西制东渐 

［副题名］近代制度的嬗变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主编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制度文明与中国社会 葛剑雄总主编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熊月之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选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1 

［主题词］领袖/中国共产党/著作 

［知识责任］周恩来 著 

  

 

［正题名］周恩来选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1 

［主题词］领袖/中国共产党/著作 

［知识责任］周恩来 著 

  

 

［正题名］刘少奇选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领袖/中国共产党/著作 

［知识责任］刘少奇 著 

  

 

［正题名］刘少奇选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领袖/中国共产党/著作 

［知识责任］刘少奇 著 

  

 

［正题名］回忆军事家邓小平 

［第一责任人］中央文献研究室，解放军档案馆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军事思想/研究/文集 

  

 

［正题名］顧廷龍年譜 

［第一责任人］沈津编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知识责任］沈津 编著 

  

 

［正题名］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李彤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丛书 4 何俊编 

［附注内容］本书取名于余先生作为美国汉学研究访华团团长写成的同名总结报告。另外收

入了由余先生汇总的访问活动与讨论日记，以及差不多同时完成并与主题相关的一篇专论。 

［主题词］史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李彤 译 

  

 

［正题名］中華文史論叢 

［书目卷册］总第七十八辑 

［第一责任人］李國章，趙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正题名］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正题名］曾国藩幕府 

［第一责任人］刘建强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晚清四大幕府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曾国藩的政治生涯、曾国藩的幕府组成、曾国藩幕府的重要人物、

曾国藩的幕僚个人简历等。 

［主题词］幕府/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建强 著 

  

 



［正题名］清史论丛 

［书目卷册］2005 年号 

［第一责任人］张捷夫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清朝内 制度述论》、《清初翰林院研究》、《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

《建州左卫初建过程考实》、《皖派朴学述论》等论文。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丛刊 

［知识责任］张捷夫 主编 

  

 

［正题名］山东重要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朱铭，王宗廉主编 

［丛书］先秦时期 

［第一责任人］王克奇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先秦时期 

［知识责任］朱铭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宗廉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克奇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重要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朱铭，王宗廉主编 

［丛书］秦汉至隋唐时期 

［第一责任人］党明德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秦汉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隋唐 

［知识责任］朱铭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宗廉 主编 

［知识责任］党明德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重要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朱铭，王宗廉主编 

［丛书］宋元明清时期 

［第一责任人］刘德增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宋元明清时期 

［知识责任］朱铭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宗廉 主编 

［知识责任］刘德增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重要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朱铭，王宗廉主编 

［丛书］晚清时期 

［第一责任人］王如绘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晚清时期 

［知识责任］朱铭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宗廉 主编 

［知识责任］王如绘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重要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朱铭，王宗廉主编 

［丛书］北洋政府时期 

［第一责任人］刘大可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民国 

［知识责任］朱铭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宗廉 主编 

［知识责任］刘大可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重要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朱铭，王宗廉主编 

［丛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第一责任人］翁惠明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民国 

［知识责任］朱铭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宗廉 主编 



［知识责任］翁惠明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重要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朱铭，王宗廉主编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孙占元，杨明清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1937-1945 

［知识责任］朱铭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宗廉 主编 

［知识责任］孙占元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杨明清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重要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朱铭，王宗廉主编 

［丛书］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臧济红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山东省/1945-1949 

［知识责任］朱铭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宗廉 主编 

［知识责任］臧济红 本卷主编 

  

 

［正题名］向西方学习 

［副题名］走近胡适 

［第一责任人］胡文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人文精神系列读本 吴光远总主编 

［知识责任］胡文生 著 

  

 

［正题名］回家 

［副题名］一个人的图说历史 

［第一责任人］黄茵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摄影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茵 著 

  

 

［正题名］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 

［副题名］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传奇人生 

［第一责任人］康国雄口述 

［译者］何蜀整理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康国雄 口述 

［次知识责任］何蜀 整理 

  

 

［正题名］社会的又一层面 

［副题名］中国近代女佣 

［第一责任人］陆德阳，王乃宁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女性/工资劳动者/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陆德阳 著 

［知识责任］王乃宁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变迁与社会进步 

［第一责任人］林明，马建红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法律史论丛 第十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中国法律史学会第七届代表大会 2003 年学术年会上的学术论文 41

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二部分是“制度史与思想史研究”；

第三部分是“综论”。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林明 主编 

［知识责任］马建红 主编 

  

 

［正题名］分职定位 

［副题名］历代职官制度 

［第一责任人］臧知非，沈华著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制度文明与中国社会 葛剑雄总主编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臧知非 著 

［知识责任］沈华 著 

  

 

［正题名］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第一责任人］冯尔康著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名家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清代以前传记载体及其分类，清代列传体传记专著、碑传体传记专

著，纪传体清代通史中的人物传记史料等内容。 

［主题词］人物研究/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冯尔康 著 

  

 

［正题名］秘密和耻辱 

［副题名］日本社会的交流结构 

［第一责任人］（日）正村俊之著 

［译者］周维宏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周维宏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试图分析日本赖以存在的交流结构。分为秘密和耻辱；义理和娇情；里和

外；行为的意图性和非意图性；情和无私、秘密的社会技术等六章。 

［主题词］人间交往/社会学/日本 

［知识责任］正村俊之 著 

［次知识责任］周维宏 译 

  

 

［正题名］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 

［并列题名］HIstory and Its Understanding and Expianation 

［第一责任人］周建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哲学新视界系列丛书 詹石窗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哲学研究专著。作者依据所掌握的第一、

二手外文资料直接追踪国外学术发展动态，其论题遍涉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主要问题，在

关于历史的本体言说、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主体性及历叙述与意义重建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

自己的理论见解。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周建漳 著 

  

 

［正题名］与历史对话 

［副题名］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并列题名］Conversation with History 

［副题名］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第一责任人］杨祥银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介绍了口述史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综述了中国及其世界十三个

国家口述史学的发展概况，并讨论了口述史学中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主题词］口述历史学/研究 

［知识责任］杨祥银 著 

  

 

［正题名］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研究（1949-1985） 

［副题名］以湖北省为中心的个案分析 

［第一责任人］梅德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2001 年度重大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从产权与分配制度、农户经济行为、制度绩效以及政府作用等方面，考察

建国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过程，并预期其发展趋势。 

［主题词］农村经济/经济组织/研究/中国/1949-1985 

［知识责任］梅德平 著 

  

 

［正题名］杂碎 

［副题名］关于京城的只言片影 

［第一责任人］SOHO 中国有限公司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现代 

［主题词］随笔/作品/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SOHO 中国有限公司 编著 

  

 

［正题名］浮生手记（1886-1954） 

［副题名］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 

［第一责任人］骆憬甫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知识责任］骆憬甫 著 

  

 

［正题名］中華文史論叢 

［书目卷册］总第七十七辑 

［第一责任人］李國章，趙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为文史研究文集，收录探讨传统文化思想、现象的文章有：《明清士大夫

与耶稣会士的交往及其心态》、《王安石身后评价考述》等。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秦城战犯改造纪实 

［第一责任人］邢克鑫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战犯/改造/中国/史料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邢克鑫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 

［副题名］1921-1949 

［第一责任人］肖东波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党的理论建设史的学术专著，它对于全党树立理论新风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 

［知识责任］肖东波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 

［第一责任人］朱英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传统行会及其在近代的演变，近代同业公会的兴起与发展，近代同

业公会的组织体系与治理结构，“入世”后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行业组织/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行业组织/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朱英 主编 

  



 

［正题名］八十年来家国 

［副题名］梅益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杨兆麟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梅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党在新闻广播、社会科学、百科出版战

线上的杰出战士和组织者，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学者。 

［知识责任］杨兆麟 主编 

  

 

［正题名］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 

［第一责任人］王继平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晚清湖南学术思想是学术界尚没有充分研究的领域，但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的。作为极有特色的区域学术思想，它不仅对湖南学术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晚清中

国学术思想史上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涉及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的学

术思想。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湖南省/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继平 主编 

  

 

［正题名］项美丽在上海 

［第一责任人］王璞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主人公项美丽是美国人，英文名称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作家。

另是《宋氏三姐妹》的作者。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璞 著 

  

 

［正题名］黄郛传 

［第一责任人］张学继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黄郛是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人物，

本书包含 82 幅历史图片。 

［知识责任］张学继 著 

  

 

［正题名］风雨五十年 

［副题名］蒋介石与宋美龄（画史） 



［第一责任人］李艳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李艳 编著 

  

 

［正题名］程潜大传 

［第一责任人］陈利明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主人公程潜，是被誉为名国历史上难得的“军中才子”和“儒将”、从辛

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抗日战争到湖南起义，充满坎坷和传奇的一生。书中附有 100 幅珍贵

图片。 

［知识责任］陈利明 著 

  

 

［正题名］清代文書檔案圖鑒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清朝整个国家机器是以皇帝为中心而运转的。二整个庞大的政治机器的运转必

须依靠文书这个上传下达的纽带来带动，所以清朝有一整套非常系统、严密的文书制度和相

应的文书处理机构。此部《清代文书档案图鉴》反映了清朝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

方面的情况。 

［主题词］文书档案/中国/清代/图录 

［知识责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著 

  

 

［正题名］京都礼俗 

［第一责任人］文安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老北京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资料源于全国政协文史系统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文安 主编 

  

 

［正题名］古刹寻踪 

［第一责任人］文安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老北京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资料源于全国政协文史系统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主题词］寺庙/简介/北京 

［知识责任］文安 主编 

  

 

［正题名］园林雅趣 

［第一责任人］文安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老北京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资料源于全国政协文史系统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主题词］古典园林/简介/北京 

［知识责任］文安 主编 

  

 

［正题名］中国节 

［副题名］图说民间传统节日 

［第一责任人］李露露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并茂地形式介绍了中国民间四季节日。 

［主题词］节令/风俗习惯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露露 著 

  

 

［正题名］历史与当下 

［并列题名］History and now 

［第一责任人］陈恒执行主编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史学前沿 第二辑 

［主题词］史学/思想/文集/世界 

［知识责任］陈恒执行 主编 

  

 

［正题名］赫鲁晓夫传 

［并列题名］Khrushchev 

［第一责任人］徐隆彬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以通俗性的传记写法，以新的资料为依据，展示了赫鲁晓夫作为一名政治



家的政治生涯，对其一生进行了历史性的评价。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苏联 

［知识责任］徐隆彬 著 

  

 

［正题名］辜鸿铭 

［副题名］拖长辫的北大教授 

［第一责任人］钟兆云著 

［出版者］中国长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北大名人再现丛书 吕莺主编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钟兆云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 

［第一责任人］汪敬虞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一命题的论文汇编，是作者毕生研

究的结集之一，包括六十多年来撰写的论文、评论共 20 篇，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进行深入研

究。如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中国资本的估计，中国工业生产、结构与生产力的状况变化，

抗日战争前与抗日战争时期工业化生产与就业问题等，多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

节乃至空白，不仅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的经济 现状，而且对认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规律以

及当前现代化建设事业多有重要的意义。 

［主题词］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汪敬虞 著 

  

 

［正题名］金代科举 

［第一责任人］薛瑞兆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科举制度/研究/中国/金代 

［知识责任］薛瑞兆 著 

  

 

［正题名］上海红颜往事 

［第一责任人］三闲著 

［出版者］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张爱玲、陆小曼、胡蝶、小凤仙、周璇、阮玲玉、李香兰、许广平、

孟小冬、丁玲等各界名人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女性/生平事迹/上海/现代 



［知识责任］三闲 著 

  

 

［正题名］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 

［丛书］清朝后期卷 

［第一责任人］王行国，夏培卓著 

［译者］王行国摄影 

［出版者］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洪秀全、李鸿章、康有为、谭嗣同、梁启

超等人的照片和传记。 

［主题词］名人/列传/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名胜古迹/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王行国 著 

［知识责任］夏培卓 著 

［次知识责任］王行国 摄影 

  

 

［正题名］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 

［丛书］民国卷 

［第一责任人］王行国，夏培卓著 

［译者］王行国摄影 

［出版者］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黄兴、袁世凯、蔡锷、黎元洪、吴佩孚、蔡元培、鲁迅、闻

一多等各界名人的照片和传记。 

［主题词］名人/列传/中国/民国 

［主题词］名胜古迹/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王行国 著 

［知识责任］夏培卓 著 

［次知识责任］王行国 摄影 

  

 

［正题名］奋斗终生 

［副题名］廖成美将军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冷韶昭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纪念文集是廖成美将军革命一生、战斗一生、无私奉献一生的缩影，从不同

角度、不同层次反映了他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事迹。 

［主题词］将军/纪念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冷韶昭 主编 

  

 



［正题名］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 

［副题名］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 

［第一责任人］冒荣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 沅，余子侠主编 第一辑 

［主题词］高等学校/学校管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冒荣 著 

  

 

［正题名］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 

［副题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第一责任人］吴洪成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 沅，余子侠主编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卷前收有大量珍贵照片。分为：擢秀南 ·翘楚清华，临危受命·革故鼎

新，时穷节现·砥柱中流，广博深邃的高等教育思想，两岸清华校长五章内容 

［主题词］高等学校/学校管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洪成 著 

  

 

［正题名］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 

［副题名］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占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提出和发挥了以新社会主义为对象的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

原理，重新认识和评价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系统研究和恢复了 1953 年以前中共

新社会主义理论史的历史原貌，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即使中国特色新社会

主义的初级阶段。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研究 

［主题词］社会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王占阳 著 

  

 

［正题名］陈丕显回忆录 

［副题名］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第一责任人］陈丕显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陈丕显 著 

  

 



［正题名］周恩来印象 

［第一责任人］丁晓平，方健康编选、校注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丁晓平 编选、校注 

［知识责任］方健康 编选、校注 

  

 

［正题名］我的特务生涯 

［第一责任人］沈醉口述 

［译者］沈美娟整理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沈醉·往事[丛书] 

［知识责任］沈醉 口述 

［次知识责任］沈美娟 整理 

  

 

［正题名］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 

［副题名］巴金与黄源通信录 

［第一责任人］秋石，黄明明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文汇纪实丛书 

［主题词］书信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书信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秋石 编 

［知识责任］黄明明 编 

  

 

［正题名］龐樸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六家浅说 

［第一责任人］庞朴著 

［译者］刘贻群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哲学基本问题与中国哲学史研究》、《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及研究

方法的讨论》、《论孔子的思想中心》等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 

［主题词］文史哲/文集 

［主题词］哲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庞朴 著 

［次知识责任］刘贻群 编 

  



 

［正题名］龐樸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古墓新知 

［第一责任人］庞朴著 

［译者］刘贻群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初读郭店楚简》、《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震惊世界学术界

的地下文献--关于郭店楚简的对话》等有关对出土文献的研究的文章。 

［主题词］文史哲/文集 

［主题词］出土文物/文献/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庞朴 著 

［次知识责任］刘贻群 编 

  

 

［正题名］龐樸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忧乐圆融 

［第一责任人］庞朴著 

［译者］刘贻群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断想》、《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当前国

内文化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等有关对中国文化的文章。 

［主题词］文史哲/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庞朴 著 

［次知识责任］刘贻群 编 

  

 

［正题名］龐樸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一分为三 

［第一责任人］庞朴著 

［译者］刘贻群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庸”平议》、《对立与三分》、《一分为三--中国哲学的贡献》

等有关对宇宙规律研究的文章。 

［主题词］文史哲/文集 

［知识责任］庞朴 著 

［次知识责任］刘贻群 编 

  



 

［正题名］李立三红色传奇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李思慎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知识责任］李思慎 著 

  

 

［正题名］李立三红色传奇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李思慎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知识责任］李思慎 著 

  

 

［正题名］李鸿章幕府 

［第一责任人］牛秋实，范展，高顺艳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晚清四大幕府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李鸿章的政治生涯、李鸿章的幕府组成、李鸿章幕府的重要人物、

李鸿章的幕僚个人简历等。 

［主题词］幕府/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牛秋实 著 

［知识责任］范展 著 

［知识责任］高顺艳 著 

  

 

［正题名］印尼华侨史 

［副题名］古代至 1949 年 

［第一责任人］李学民，黄昆章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东南亚华侨史丛书 

［主题词］华侨/历史/印度尼西亚/古代-1949 

［主题词］华人/历史/印度尼西亚/古代-1949 

［知识责任］李学民 著 

［知识责任］黄昆章 著 

  

 

［正题名］印尼华侨华人史 

［副题名］1950 至 2004 年 



［第一责任人］黄昆章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华侨/历史/印度尼西亚/1950-2004 

［主题词］华人/历史/印度尼西亚/1950-2004 

［知识责任］黄昆章 著 

  

 

［正题名］胡适 

［副题名］新派传统的北大教授 

［第一责任人］周海波著 

［出版者］中国长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北大名人再现丛书 吕莺主编 

［知识责任］周海波 著 

  

 

［正题名］张謇 

［副题名］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 

［第一责任人］虞和平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虞和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言商仍向儒、现代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创建大生资本集

团、张謇的盐业改革思想和实践、推动新式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等。 

［知识责任］虞和平 主编 

  

 

［正题名］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 

［第一责任人］王济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近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王济民 著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 

［副题名］慈禧曾孙口述实录 

［第一责任人］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根正 著 

［知识责任］郝晓辉 著 

  



 

［正题名］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 

［并列题名］Classic & Interpretation 

［第一责任人］刘小枫，陈少明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经典与解释 5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世界/古代 

［主题词］教育思想史/研究/世界/古代 

［知识责任］刘小枫 主编 

［知识责任］陈少明 主编 

  

 

［正题名］婉容、文绣传 

［副题名］中国末代皇后和皇妃 

［第一责任人］王庆祥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附带有 180 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知识责任］王庆祥 著 

  

 

［正题名］荣氏家族 

［第一责任人］陈重伊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陈重伊 著 

  

 

［正题名］乐在民国 

［第一责任人］戴雄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吃喝玩乐在民国 孙晋云，王晓华主编 

［附注内容］该书共分为十一个专题，叙说了民国时期如何寻找乐子方面的奇闻轶事。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戴雄 著 

  

 

［正题名］喝在民国 

［第一责任人］王卫国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吃喝玩乐在民国 孙晋云，王晓华主编 



［附注内容］该书共分为二十三个专题，叙说了民国时期在喝茶及饮酒方面的奇闻轶事。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饮料/风俗习惯/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卫国 著 

  

 

［正题名］吃在民国 

［第一责任人］王晓华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吃喝玩乐在民国 孙晋云，王晓华主编 

［附注内容］该书共分为二十九个专题，叙说了民国时期在饮食方面的奇闻轶事。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饮食/风俗习惯/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晓华 著 

  

 

［正题名］玩在民国 

［第一责任人］张庆军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吃喝玩乐在民国 孙晋云，王晓华主编 

［附注内容］该书共分为十五个专题，叙说了民国时期如何玩乐方面的奇闻轶事。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庆军 著 

  

 

［正题名］风流故居 

［副题名］中国城市人文地图 

［第一责任人］李洁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作者在本书中把他所到过的八座城市中，近百年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

精英的故居一一拍照下来，并配以文字说明，以供大家了解。 

［主题词］名人/故居/简介/中国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李洁 著 

  

 

［正题名］见证百年西藏 

［书目卷册］续 

［丛书］西藏历史见证人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张晓明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方式、访谈的形式对二十世纪西藏的历史事件进行介绍，涉及“西

藏乡村社会生活的变迁、从饮食文化的变迁看我们藏民族”等主题。 

［主题词］历史事件/西藏自治区/20 世纪/史料 

［主题词］历史人物/回忆录/20 世纪 

［知识责任］张晓明 编 

  

 

［正题名］温故 

［书目卷册］之二 

［第一责任人］刘瑞琳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了 28 篇文章，具体包括《热闹的月坛北街》、《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

意》、《墓石之魂》、《老铁二区的那家商店》等。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瑞琳 主编 

  

 

［正题名］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 

［副题名］毛泽东与贺子珍 

［第一责任人］孔东梅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知识责任］孔东梅 著 

  

 

［正题名］中国秘密战 

［副题名］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 

［第一责任人］郝在今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评价，也堪称 为成功 为出色，

同时也 为保密 少披露。本书作者直接采访情报、安全、保卫、公安部门的多为高层人物，

掌握大量素材，全面而真实的揭示了中国隐秘战线的真相。 

［主题词］情报机构/工作/中国/现代 

［主题词］公安/工作/中国/现代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郝在今 著 

  

 

［正题名］叛国奸贼 



［副题名］大汉奸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回永广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民国名人的 后结局·之四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民国时期大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的结局。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回永广 著 

  

 

［正题名］我所亲历的桂南、桂柳会战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 

［附注内容］桂南会战：是 1939 年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广西境内进行的重大对日作

战战役之一。桂柳会战：是 1944 年秋中国军队在广西境内进行的重大对日作战战役之一。

本书是原国民党将领对桂南、桂柳会战的回忆录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1937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 

［书目卷册］第一部 

［第一责任人］李颖，程美东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毛泽东一生多个动人的故事，从中了解了他的活动足迹、他崇高的

风格风范、他的辉煌业绩、他那睿智的思想。 

［知识责任］李颖 主编 

［知识责任］程美东 主编 

  

 

［正题名］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 

［书目卷册］第二部 

［第一责任人］李颖，程美东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毛泽东一生多个动人的故事，从中了解了他的活动足迹、他崇高的

风格风范、他的辉煌业绩、他那睿智的思想。 

［知识责任］李颖 主编 

［知识责任］程美东 主编 

  



 

［正题名］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 

［第一责任人］张世保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主题词］社会思潮/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世保 著 

  

 

［正题名］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 

［副题名］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治洪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从广泛的资料收集出发，构建了杜维明学术思想的基本结构，对杜的思想

观点作了全面、清晰的呈现，可使读者周全地了解第三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场、观点、关切，

以及了解当今世界学界儒学讨论的前沿课题和与儒学研究相关的社会、文化研究的 新发

展。 

［主题词］新儒学/研究 

［知识责任］胡治洪 著 

  

 

［正题名］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主题词］清代/历史编纂学/体裁/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编纂学/体裁/研究/文集 

  

 

［正题名］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主题词］清代/历史编纂学/体裁/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编纂学/体裁/研究/文集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 



［第一责任人］黄康永口述 

［译者］朱文楚整理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国民党特工秘档丛书 

［主题词］军统局/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特务组织/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黄康永 口述 

［次知识责任］朱文楚 整理 

  

 

［正题名］法国——中国 

［副题名］两个世界的碰撞 

［第一责任人］（法）缪里尔·德特里（Muriel Detrie）原著 

［译者］余磊，朱志平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发现之旅 78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France—Chine Quand deux mondes se Yencontren 

［附注内容］本书 140 余张图片展现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国和法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内容包

括“对话的 始”、“对话中断”、“对话恢复：合作与诱惑”以及“文化换位与交融”四章。 

［主题词］中法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 

［知识责任］德特里 著 

［知识责任］Detrie 著 

［次知识责任］余磊 译 

［次知识责任］朱志平 译 

  

 

［正题名］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国安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丛编题名］15 至 20 世纪长江流域经济 、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 陈锋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以明清乡村基层组织里甲、保甲等为线索，探讨中国传统国家权力与基层

社会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的设置、演变和功能等的考察，揭示两湖地

区的地域性特征，为今后两湖地域社会史及其他地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参照。 

［主题词］乡村/政治制度/社会变迁/研究/湖南省/明清时代 

［主题词］乡村/政治制度/社会变迁/研究/湖北省/明清时代 

［主题词］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湖南省/明清时代 

［主题词］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湖北省/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杨国安 著 

  



 

［正题名］基督教理论与现代 

［第一责任人］（德）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著 

［译者］朱雁冰，李承言，刘宗坤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刘小枫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了 11 篇关于基督教理论与现代研究的文章，即《现代精神的本质》、

《现代主义》、《宗教情感的先验问题》、《基督教理论的基本概念》等。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知识责任］特洛尔奇 著 

［知识责任］Troeltsch 著 

［次知识责任］朱雁冰 译 

［次知识责任］李承言 译 

［次知识责任］刘宗坤 译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书目卷册］卷伍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十四篇文章，对两宋的学术源流、纷争、儒释异同等进行讨论，文

章有《二程学术述评》、《程朱与孔孟》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书目卷册］卷叁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学者上起两汉，下迄南北朝的十二篇论文，追本溯源以梁代《昭明文

选》为主要题材，及文论《司马迁生年考》、《东汉经学略论》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书目卷册］卷贰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国学大师的二十篇论文，上起孔子、下迄秦代，对于儒、道、墨、名

四家思想内容的异同、年代的先后递变等进行了分析考订。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书目卷册］卷壹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学者的思想史论文七篇，涉及中国古代山居考、北方农作物考等华夏

先民基本境遇的考察，及对于《诗》、《易》的学术探究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书目卷册］卷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对宋以后元一代、直至明初的学术进行讨论，论述文章有：《读明初 国

诸臣诗文集》、《金元统治下之新道教》、《理学与艺术》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书目卷册］卷柒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学者的十七篇学术文章，以讨论阳明一派为中心的明代理学思想为主，

以及对公安派三袁、宋明理学在海外影响的讨论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书目卷册］卷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关于隋唐的学术思想论文十六篇，大多为剖析佛教禅宗六祖慧能与后

世门人神会的异同的文章，及对大儒王通、韩愈的讨论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陵合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选取晚清和民国初年为考察时段，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各界对铁路外债

的反应，并选取主要的铁路外债，对响应的铁路外债观进行个案考察，试图揭示近代中国关

于铁路外债问题认识的演变历程和基本特质。 

［主题词］铁路运输/外债/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外债/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马陵合 著 

  

 

［正题名］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 

［第一责任人］冯尔康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中国家庭·家族·宗族研究系列 

［主题词］家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冯尔康 著 

  

 

［正题名］在陈云身边的十年 

［副题名］记一位伟人的晚年生活 

［第一责任人］赵天元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知识责任］赵天元 著 

  

 

［正题名］李约瑟与中国古代文明图典 

［第一责任人］王钱国忠，钟守华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知识责任］王钱国忠 主编 

［知识责任］钟守华 主编 

  

 



［正题名］叶祖孚讲北京 

［第一责任人］[叶祖孚著] 

［译者］秦薇选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北京通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杂文集 

［知识责任］叶祖孚 著 

［次知识责任］秦薇 选编 

  

 

［正题名］刘叶秋讲北京 

［第一责任人］[刘叶秋著] 

［译者］刘闻选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北京通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杂文集 

［知识责任］刘叶秋 著 

［次知识责任］刘闻 选编 

  

 

［正题名］朱家溍讲北京 

［第一责任人］[朱家溍著] 

［译者］杨良志选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北京通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杂文集 

［知识责任］朱家溍 著 

［次知识责任］杨良志 选编 

  

 

［正题名］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 

［副题名］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蔡勤禹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社会救济/组织机构/研究/上海/民国 

［知识责任］蔡勤禹 著 

  

 

［正题名］岑仲勉史學論文續集 

［第一责任人］岑仲勉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岑仲勉著作集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作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贾岛、杜佑、李德裕、李商隐等人的

身世事迹及其文集的稽考；还有对多种唐代典籍和唐人笔记文集的校勘、辨伪、补遗、集释

等等。 

［主题词］史评/中国/唐代/文集 

［知识责任］岑仲勉 著 

  

 

［正题名］社会科学的观点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并列题名］The Idea of a Socl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第一责任人］（英）彼得·温奇（Wineh, P.）著 

［译者］张庆熊…[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 

［知识责任］温奇 著 

［知识责任］Wineh 著 

［次知识责任］张庆熊 译 

  

 

［正题名］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 

［并列题名］Unser the Iifluence 

［第一责任人］（美）阿尔文·施密特（Alvin Sehmidt）著 

［译者］汪晓丹，赵巍译 

［译者］苏欲晓校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名未译库·基督教文化译丛 

［主题词］基督教/社会影响/研究 

［知识责任］施密特 著 

［知识责任］Sehmidt 著 

［次知识责任］汪晓丹 译 

［次知识责任］赵巍 译 

［次知识责任］苏欲晓 校 

  

 

［正题名］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 

［第一责任人］少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少华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了十一位未走上共和国授衔台的中共著名军事家：叶挺、段德昌、黄



公略、曾中生、许继慎、蔡申熙、刘志丹、方志敏、左权、彭雪枫和罗炳辉。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少华 著 

  

 

［正题名］宋子文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 

［第一责任人］《文史精华》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文史精华》珍品书系 (1997) 

［附注内容］本书是编者将 1995——2000 年间出版的《文史精华》加以整理，从中选出影

响较大、质量较高、史料价值珍贵、可读性强、值得阅藏的文章，每年一册约 40 万字，汇

集成册。此册是 1997 年之册，书名是其中一篇的篇名。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近代/青年读物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现代/青年读物 

  

 

［正题名］金受申讲北京 

［第一责任人］[金受申著] 

［译者］杨良志选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北京通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杂文集 

［知识责任］金受申 著 

［次知识责任］杨良志 选编 

  

 

［正题名］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 

［第一责任人］杨大春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分析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晚清政府，对于基督教会的政策和措施。反

映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文化既抵制又接纳、既抗争又妥协的矛盾心态。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政策/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杨大春 著 

  

 

［正题名］走出晚清 

［副题名］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 

［并列题名］Beyond the Late Qing Dynasty 

［副题名］Foreign-related Personalities and China' View of the World 

［第一责任人］李扬帆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国际问题论丛 Series of Internationai Study eng 

［附注内容］李扬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主题词］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扬帆 著 

  

 

［正题名］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 

［副题名］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 

［并列题名］Chinese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 

［副题名］Sixty Years of Chnage in Lu Village Yunnan 

［第一责任人］（加）宝森著 

［译者］胡玉坤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 刘东主编 

［主题词］乡村/妇女/问题/调查/研究/云南/禄村/1939-1989 

［知识责任］宝森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书目卷册］卷捌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是对清代国学思想史的研究，文章有：《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记

姚立方＜礼记通论＞》等，并涉及对民国康、章的研究。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百年好合 

［副题名］图说古代婚姻文化 

［第一责任人］陈江著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图说古代社会生活 周武，陈江主编 

［主题词］婚姻/文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江 著 

  

 

［正题名］京城舊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立足北京市西城区，漫话古都旧事民俗。分为岁时祭祀、节令盛事、庙会

传承、商号往来、住行忆旧、饮食集珍、老店纵横、艺扬四海、文体拾趣、婚丧旧俗、公益

之举和口语传情几个部分。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城区 

［主题词］风俗习惯/西城区/史料 

  

 

［正题名］视域变化中的中国人文与思想世界 

［第一责任人］王中江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王中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分为五编：人格、人文和经典世界；共同体生活样式与个体生活样式；

传统社会解体过程中的文化选择立场及其论辩；另一种文明视野下的儒、道传统；两个领域：

经验实证与超验预设。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中江 著 

  

 

［正题名］民族精神的华章 

［副题名］史学与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钱茂伟，王东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组合成 16 个专题，论述了中国传统史学。内容包括“生发于灵魂的

深处：中国史学的深层意识”、“轴心时代的精神展 ：史官文化的演变”、“出入于经邦治国

之道：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等。 

［主题词］史学/关系/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茂伟 著 

［知识责任］王东 著 

  

 

［正题名］土地改革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罗平汉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农村变迁丛书 

［主题词］土地改革/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罗平汉 著 

  

 



［正题名］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 

［副题名］1928-1949 

［并列题名］Judicial Corruption and Lost Control Over Society 

［副题名］1928-1949 

［第一责任人］张仁善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 

［主题词］司法机关/廉正建设/研究/中国/1928-1949 

［知识责任］张仁善 著 

  

 

［正题名］西学与变法 

［副题名］《万国公报》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林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终刊于 1907 年、发行时间达 28 年的《万国公报》，对其及时报导中

外时事要闻，介绍西学、鼓吹变法维新，从而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影响颇大的办刊特点与思

想进行研究。 

［主题词］社会科学/报纸/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报纸/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林 著 

  

 

［正题名］泣血的记忆 

［副题名］汉口美军集体强暴事件揭秘 

［第一责任人］丁少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1948 年 8 月 7 日夜,汉口鄱阳街景明大楼发生了 30 余名洋人强奸 10 余位中国

女人的事件。本书披露了该事件中的内幕。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丁少颖 著 

  

 

［正题名］这些从秦国来 

［副题名］中国问题论集 

［并列题名］Th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第一责任人］（英）赫德著 

［译者］叶凤美译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国家青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描述了义和团期间使馆被围困的情形，深入分析了其中所反映的中西

方博奕过程中诸多纠葛，内容涉及中外贸易等方面。 

［主题词］中国/问题/研究/清后期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史料/中国/1899-1900 

［知识责任］赫德 著 

［次知识责任］叶凤美 译 

  

 

［正题名］历史的碎片 

［第一责任人］郭存孝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收 50 多篇文章，有《李鸿章在美国》、《苏曼殊扶桑寻母记》、《清末民国

与澳大利亚建交史探秘》等。 

［主题词］历史事件/研究/中国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郭存孝 著 

  

 

［正题名］晚清官督商办研究 

［第一责任人］罗肇前著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罗肇前 著 

  

 

［正题名］革命与历史 

［副题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并列题名］Revolution and History 

［副题名］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第一责任人］（美）阿里夫·德里克著 

［译者］翁贺凯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国/1919-1937 

［知识责任］德里克 著 

［次知识责任］翁贺凯 译 

  

 

［正题名］1912 初试共和 

［第一责任人］廖大伟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中国 20 世纪显要之年丛书 第 1 辑 张宪文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针对历史重大转折点 1912 年，记述作为帝制终结、民

国 元的共和与专制、战争与和平的一年。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12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12 

［知识责任］廖大伟 著 

  

 

［正题名］清代“五服”文献概论 

［第一责任人］邓声国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人“五服”文献的学术论著。作者立足于传

统文献学研究角度，对清代“五服”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主题词］葬礼/服饰/文献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邓声国 著 

  

 

［正题名］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副题名］1368-1911 

［第一责任人］徐茂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 唐力行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研究院规划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规划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主题词］绅士/研究/中国/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主题词］社会史/研究/中国/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徐茂明 著 

  

 

［正题名］历史怎样选择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黄允升…[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黄允升 著 

  

 

［正题名］闽台区域研究丛刊 

［书目卷册］第三辑 

［丛书］闽台基督教问题研究专辑 

［第一责任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编 



［译者］谢必震辑执行本主编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泉州景教探踪》、《荷据台湾时期的基督教学学校教育》、《从教会

契约文书看近代教会势力对福建民间社会的影响》等论文。 

［主题词］地方史/丛刊/福建省 

［主题词］地方史/丛刊/台湾省 

［主题词］基督教史/研究/福建省 

［主题词］基督教史/研究/台湾省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辑执行本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一輯 

［书目卷册］第一冊 

［丛书］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一輯 

［书目卷册］第二冊 

［丛书］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一輯 

［书目卷册］第三冊 

［丛书］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一輯 

［书目卷册］第四冊 

［丛书］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一輯 

［书目卷册］第五冊 

［丛书］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一輯 

［书目卷册］第六冊 

［丛书］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一輯 

［书目卷册］第七冊 

［丛书］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一輯 

［书目卷册］第八冊 

［丛书］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一輯 

［书目卷册］第九冊 

［丛书］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一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1662-1723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二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1662-1723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三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1662-1723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四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1662-1723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五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1662-1723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六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1662-1723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七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1662-1723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八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1662-1723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九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十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十一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十二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史料/1662-1723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十三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1662-1723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二輯 

［书目卷册］第十四冊 

［丛书］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1662-1723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一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二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三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四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五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六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七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八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九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十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十一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十二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十三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十四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十五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十六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十七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十八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十九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三輯 

［书目卷册］第二十冊 

［丛书］閩臺民閒關係族譜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氏族谱系/福建省/台湾省 

［主题词］移民/史料/福建省/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一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二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三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四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五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六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七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八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九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十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十一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十二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十三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十四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十五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十六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十七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四輯 

［书目卷册］第十八冊 

［丛书］臺灣相關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一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二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三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四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五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六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七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八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九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地图/河流/中国 

［主题词］地图/海洋/中国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十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福建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十一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十二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医案/中医/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十三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十四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十五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五輯 

［书目卷册］第十六冊 

［丛书］臺灣輿地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一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二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三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四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五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六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省 

［主题词］奏议/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七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八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九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十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十一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六輯 

［书目卷册］第十二冊 

［丛书］臺灣事件史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七輯 

［书目卷册］第一冊 

［丛书］林爾嘉家族及民閒文書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附注内容］板桥林家是清代台湾 富有、 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

被迫割让给日本，林家大家长林维源率族人内迁厦门，带回许多重要文献档案。由于 1914

年底鼓浪屿鹿耳礁林宅发生火灾，1948 年林尔嘉携眷返台时带走一部分材料，以及经年流

失，林家文档遗失颇多。厦门图书馆现存板桥林家资料，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公 发表过，

契此机缘，以“史存原貌”的形式较全面地公 这些材料，比将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板桥林

家的深入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七輯 

［书目卷册］第二冊 

［丛书］林爾嘉家族及民閒文書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附注内容］板桥林家是清代台湾 富有、 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

被迫割让给日本，林家大家长林维源率族人内迁厦门，带回许多重要文献档案。由于 1914

年底鼓浪屿鹿耳礁林宅发生火灾，1948 年林尔嘉携眷返台时带走一部分材料，以及经年流

失，林家文档遗失颇多。厦门图书馆现存板桥林家资料，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公 发表过，

契此机缘，以“史存原貌”的形式较全面地公 这些材料，比将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板桥林

家的深入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七輯 

［书目卷册］第三冊 

［丛书］林爾嘉家族及民閒文書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附注内容］板桥林家是清代台湾 富有、 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

被迫割让给日本，林家大家长林维源率族人内迁厦门，带回许多重要文献档案。由于 1914

年底鼓浪屿鹿耳礁林宅发生火灾，1948 年林尔嘉携眷返台时带走一部分材料，以及经年流

失，林家文档遗失颇多。厦门图书馆现存板桥林家资料，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公 发表过，

契此机缘，以“史存原貌”的形式较全面地公 这些材料，比将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板桥林

家的深入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七輯 

［书目卷册］第四冊 

［丛书］林爾嘉家族及民閒文書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附注内容］板桥林家是清代台湾 富有、 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

被迫割让给日本，林家大家长林维源率族人内迁厦门，带回许多重要文献档案。由于 1914

年底鼓浪屿鹿耳礁林宅发生火灾，1948 年林尔嘉携眷返台时带走一部分材料，以及经年流

失，林家文档遗失颇多。厦门图书馆现存板桥林家资料，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公 发表过，

契此机缘，以“史存原貌”的形式较全面地公 这些材料，比将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板桥林

家的深入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七輯 

［书目卷册］第五冊 

［丛书］林爾嘉家族及民閒文書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附注内容］板桥林家是清代台湾 富有、 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

被迫割让给日本，林家大家长林维源率族人内迁厦门，带回许多重要文献档案。由于 1914

年底鼓浪屿鹿耳礁林宅发生火灾，1948 年林尔嘉携眷返台时带走一部分材料，以及经年流

失，林家文档遗失颇多。厦门图书馆现存板桥林家资料，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公 发表过，



契此机缘，以“史存原貌”的形式较全面地公 这些材料，比将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板桥林

家的深入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林尔嘉/家族/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七輯 

［书目卷册］第六冊 

［丛书］林爾嘉家族及民閒文書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附注内容］板桥林家是清代台湾 富有、 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

被迫割让给日本，林家大家长林维源率族人内迁厦门，带回许多重要文献档案。由于 1914

年底鼓浪屿鹿耳礁林宅发生火灾，1948 年林尔嘉携眷返台时带走一部分材料，以及经年流

失，林家文档遗失颇多。厦门图书馆现存板桥林家资料，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公 发表过，

契此机缘，以“史存原貌”的形式较全面地公 这些材料，比将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板桥林

家的深入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林尔嘉/家族/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七輯 

［书目卷册］第七冊 

［丛书］林爾嘉家族及民閒文書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附注内容］板桥林家是清代台湾 富有、 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

被迫割让给日本，林家大家长林维源率族人内迁厦门，带回许多重要文献档案。由于 1914

年底鼓浪屿鹿耳礁林宅发生火灾，1948 年林尔嘉携眷返台时带走一部分材料，以及经年流

失，林家文档遗失颇多。厦门图书馆现存板桥林家资料，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公 发表过，

契此机缘，以“史存原貌”的形式较全面地公 这些材料，比将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板桥林

家的深入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经济合同/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七輯 

［书目卷册］第八冊 

［丛书］林爾嘉家族及民閒文書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附注内容］板桥林家是清代台湾 富有、 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

被迫割让给日本，林家大家长林维源率族人内迁厦门，带回许多重要文献档案。由于 1914

年底鼓浪屿鹿耳礁林宅发生火灾，1948 年林尔嘉携眷返台时带走一部分材料，以及经年流

失，林家文档遗失颇多。厦门图书馆现存板桥林家资料，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公 发表过，

契此机缘，以“史存原貌”的形式较全面地公 这些材料，比将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板桥林

家的深入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七輯 

［书目卷册］第九冊 

［丛书］林爾嘉家族及民閒文書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附注内容］板桥林家是清代台湾 富有、 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

被迫割让给日本，林家大家长林维源率族人内迁厦门，带回许多重要文献档案。由于 1914

年底鼓浪屿鹿耳礁林宅发生火灾，1948 年林尔嘉携眷返台时带走一部分材料，以及经年流

失，林家文档遗失颇多。厦门图书馆现存板桥林家资料，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公 发表过，

契此机缘，以“史存原貌”的形式较全面地公 这些材料，比将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板桥林

家的深入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七輯 

［书目卷册］第十冊 

［丛书］林爾嘉家族及民閒文書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附注内容］板桥林家是清代台湾 富有、 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

被迫割让给日本，林家大家长林维源率族人内迁厦门，带回许多重要文献档案。由于 1914

年底鼓浪屿鹿耳礁林宅发生火灾，1948 年林尔嘉携眷返台时带走一部分材料，以及经年流



失，林家文档遗失颇多。厦门图书馆现存板桥林家资料，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公 发表过，

契此机缘，以“史存原貌”的形式较全面地公 这些材料，比将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板桥林

家的深入研究。 

［附注内容］晋江黄氏族人于清代到台湾经商者甚众，鹿港郊行就有不少黄氏族人经营其中。

本族谱有许多关于族人在泉州、厦门、鹿港经营郊行的记载，这些记载对于研究清代福建与

台湾民间商业历史甚为珍贵。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文獻匯刊 

［书目卷册］第七輯 

［书目卷册］第十一冊 

［丛书］林爾嘉家族及民閒文書資料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支平主編 

［第一责任人］林國平，謝必震副主編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银行及台湾省文

献委员会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辑了《台湾文献汇刊》，共整理出版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余种。

这套文献丛刊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 基本和 重要的自料。这次首批整理出版的

《台湾文献汇刊》共分七辑一百册。 

［附注内容］板桥林家是清代台湾 富有、 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

被迫割让给日本，林家大家长林维源率族人内迁厦门，带回许多重要文献档案。由于 1914

年底鼓浪屿鹿耳礁林宅发生火灾，1948 年林尔嘉携眷返台时带走一部分材料，以及经年流

失，林家文档遗失颇多。厦门图书馆现存板桥林家资料，以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公 发表过，

契此机缘，以“史存原貌”的形式较全面地公 这些材料，比将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板桥林

家的深入研究。 

［附注内容］《云霄杨氏弘农衍派家谱叙录军功志》为杨氏家族记录其清初先祖杨胜年的“军

功录报”。杨胜年于清初顺治年间在汀州府参加才家抗清活动，后投桥降清军，经历闽台战

事，积有战功。 

［主题词］地方史/汇刊/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支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国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必震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书目卷册］2003 年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有 34 篇论文。这些论文分别从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思想

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历史。/中国/近代/研究/文集 

  

 

［正题名］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 

［副题名］中国近代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龚书铎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 龚书铎卷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龚书铎 著 

  

 

［正题名］中国博物馆史论 

［第一责任人］吕济民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故宫学术文库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这位早年留学苏联的国家博物专家的学术文集，文章围绕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博物馆事业的一系列问题，及关于创建社会主义博物馆学体系的论述、名人与博物馆、

世界博物馆的演变和发展等共 40 篇文章。 

［主题词］博物馆事业/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吕济民 著 

  

 

［正题名］从同盟到伙伴 

［副题名］中俄（苏）关系 50 年 

［第一责任人］刘德喜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中苏同盟互助关系的建立，到 90 年代中期中俄占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苏同盟互助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其不同特点，

对中俄（苏）两国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两国的外交战略，产生了巨大而深渊的影响。中苏

同盟从友好到破裂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中俄（苏）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重要戒鉴。 

［主题词］中俄关系/研究/中国/俄国/现代 

［主题词］中苏关系/研究/中国/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刘德喜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第一责任人］陈茂同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官制/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陈茂同 著 

  

 

［正题名］中国民营书业调查 

［副题名］中国民营出版蓝皮书 

［第一责任人］刘革学，刘芳编著 

［出版者］中国水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全书共分为六部分：介绍当代中国民营书业的发展演变历程；展现中国民营书

业部分从业人物，透国他们的身影和足迹，更清晰地读懂中国民营书业；民营书业经营之道，

揭示其赢利能力的秘密；中国民营书业发展迅速、成就昭著，但也存在难以摆脱的苦衷；分

析中国民营书业的走势，预测中国民营书业的未来；探讨中国民营书业的发展战略战术、方

略方针。 

［主题词］出版工作/私营/经济/概况/中国/1949- 

［知识责任］刘革学 编著 

［知识责任］刘芳 编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学之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李矗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中国新闻学发展历程的有关条目 1000余条，时间跨度自远古至 2002

年年底，大体分为古代部分（远古代～1814 年）、近代部分（1815～1918 年）、现代部分（1919～

1948 年）、当代部分（1949～2002 年）。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知识责任］李矗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谈判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杨圣清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杨圣清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谈判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杨圣清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杨圣清 主编 

  

 

［正题名］生活中的陈云 

［第一责任人］李梦汶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共和国领袖生活丛书 于俊道 

［知识责任］李梦汶 著 

  

 

［正题名］穿越群体 

［第一责任人］吴炫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沪上学人思想随笔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穿越群体的个体》、《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原创》、《文学的不自

信》、《文化尺度在哪里？》等近百篇随笔。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吴炫 著 

  

 

［正题名］那充满魅惑力的舞蹈 

［第一责任人］谈瀛洲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沪上学人思想随笔 

［附注内容］本书收《被亲吻的嘴唇-——罗塞蒂与他的三位模特儿》、《莎士比亚与“黑暗

夫人”》、《哈佛的图书馆》等 50 多篇随笔。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谈瀛洲 著 

  

 

［正题名］小楼一夜听春雨 

［第一责任人］江晓原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沪上学人思想随笔 

［附注内容］本书收《那部期待中的大片啊！》、《大清早 会 死人》、《中国房中术：理论

与技巧》、《再谈“正确”与“科学”》近百篇随笔。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江晓原 著 

  

 

［正题名］可言，可思 

［第一责任人］张生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沪上学人思想随笔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梁思成》、《 药方的辛格》、《都市人墨菲法则》、《面向文学本身》、

《让人心碎的世界》等近 50 篇随笔。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张生 著 

  

 

［正题名］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文集》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已故教授顾诚先生的众弟子及生前学界好友、

家人追思他的纪念暨研究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正题名］中国观念史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等]著 

［译者］苑淑娅编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王中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除了选择比较重要的有关中国哲学概念的讨论外，还适当选择了更具一般

性的中国文化观念方面的讨论，本书力求反映 20 世纪末期有关中国观念海内外进行的研究

成果。 

［主题词］哲学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次知识责任］苑淑娅 编 

  

 

［正题名］中国西藏地方货币 

［第一责任人］曹刚著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中国的货币已经有四千年的历史，而西藏地方货币作为中国货币文化之一支，



更具有自己独特的的地方色彩。关于对西藏地方货币的研究，国内外学多专家学者都曾作过

大量的工作，但迄今为止似乎仍没有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的专著。本

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主题词］货币史/西藏 

［主题词］货币/鉴赏/西藏 

［知识责任］曹刚 著 

  

 

［正题名］元史学 

［副题名］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第一责任人］（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著 

［译者］陈新译 

［译者］彭刚校 

［出版者］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人文与社会译丛 刘东主编 

［主题词］历史编纂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怀特 著 

［知识责任］White 著 

［次知识责任］陈新 译 

［次知识责任］彭刚 校 

  

 

［正题名］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副题名］清代社会生活图记 

［第一责任人］冯尔康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从皇宫帝苑到市井胡同的悠悠往事，逼真再现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百态。 

［主题词］社会生活/概况/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冯尔康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水利法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成伟，薛显林主编 

［出版者］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水利/研究/河南省/民国 

［知识责任］郭成伟 主编 

［知识责任］薛显林 主编 

  

 

［正题名］顾准画传 

［第一责任人］罗银胜，梁倩婷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罗银胜 著 

［知识责任］梁倩婷 著 

  

 

［正题名］中国沐浴文化 

［第一责任人］殷伟，任玫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循踪溯源、神话传说、神秘信仰、人生礼俗、千载风俗、宗教礼仪、

浴事杂纂、另类沐浴、哲思文彩、涉浴公案等章节。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沐浴/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殷伟 著 

［知识责任］任玫 著 

  

 

［正题名］时代印记 

［副题名］穿行于中国百年报刊之林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标语口号（时代呐喊 强音） 

［第一责任人］周伟主编 

［译者］王云红，姜军，彭德永编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一百多年来的 236 条标语口号，并通过它们见证历史。不同的时代

蕴育了不同的标语口号，而这些标语口号又成为时代呐喊的 强音。每一次的呼号都精要地

记录了社会变迁和沧桑世事，那些曾经的呐喊至今听来仍是那么生动有力。本书将引领我们

置身往昔的呐喊中，体味激情，洞察时事，思索未来。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901～2001/史料 

［主题词］新闻/作品/中国/1901～2001/选集 

［知识责任］周伟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云红 编著 

［次知识责任］姜军 编著 

［次知识责任］彭德永 编著 

  

 

［正题名］天津的人口变迁 

［第一责任人］陈卫民编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 来新夏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天津 



［主题词］人口迁徙/史料/中国/天津 

［知识责任］陈卫民 编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3.3 

［书目卷册］总第十五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辑设有论文、评论、通讯、述评四个栏目，收有《什么是对意识的反思？》、

《布朗修的文学思想》、《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等 20 余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顾颉刚自述 

［第一责任人］刘俐娜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学人自述文丛 

［知识责任］刘俐娜 编 

  

 

［正题名］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第一责任人］（美）周明之著 

［译者］雷颐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的中心是分析胡适在晚清和民国以来新旧交替与中西激荡的环境中，所产

生的痛苦挣扎和无所适从的疏离感。同时也对傅斯年、丁玲等一批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政治那

种进退失据、辞受两难的处境，对传统文化那种爱之痛苦、破之更痛苦的复杂心理，对国家

和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等问题，坐力深入细致的分析。 

［主题词］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明之 著 

［次知识责任］雷颐 译 

  

 

［正题名］毛泽东书法艺術 

［第一责任人］李树庭著 

［出版者］湖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知识责任］李树庭 著 

  

 

［正题名］中华百年报刊大系 

［副题名］1815-2003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报业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自 1815 年在马六甲出版近代中文报刊以来截至 2003 年跨度 188

年的中国报刊 1102 种，介绍刊名、刊号、主办、创刊时间、发行范围、发行量，及 本等。 

［主题词］报纸/中国/1815～2003/史料 

［主题词］期刊/中国/1815～2003/史料 

  

 

［正题名］中华百年报刊大系 

［副题名］1815-2003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报业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自 1815 年在马六甲出版近代中文报刊以来截至 2003 年跨度 188

年的中国报刊 1102 种，介绍刊名、刊号、主办、创刊时间、发行范围、发行量，及 本等。 

［主题词］报纸/中国/1815～2003/史料 

［主题词］期刊/中国/1815～2003/史料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天津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地方志/天津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天津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地方志/天津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天津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地方志/天津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天津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地方志/天津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天津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地方志/天津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天津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地方志/天津 

  

 

［正题名］中国教育大系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教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顾明远总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20 世纪中国教育》是《中国教育大系》的五大系列中的一个系列。本册为《民



国教育》，包括民国教育论文选和民国教育制度考两部分。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顾明远 总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大系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教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顾明远总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20 世纪中国教育》是《中国教育大系》的五大系列中的一个系列。本册《革

命教育论文选》，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教育理论方面所作的探索和贡献为主

题，系统选编有代表性、有影响的教育论文成册，分为四个部分：一、前期马克思主义者的

论述；二、毛泽东等当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三、教育家、教育活动家的论述；四、教育理

论专题研究论文选。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教育理论/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顾明远 总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大系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教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顾明远总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20 世纪中国教育》是《中国教育大系》的五大系列中的一个系列。本册为《中

国革命根据地的教育》，选编叙述革命根据地教育的重要文献和研究成果，内容分四个部分：

一、概述，分期叙述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发展历史；二、主要方针、政策、法规，文献选辑；

三、革命根据地教育专论，选自建国后报刊上发表的有关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有影响的研究论

文；四、教育大事记。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革命根据地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革命根据地 

［知识责任］顾明远 总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大系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教育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顾明远总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20 世纪中国教育》是《中国教育大系》的五大系列中的一个系列。本册为《20

世纪香港教育》、《20 世纪台湾教育》、《20 世纪澳门教育》，其资料编选上限不限于 20 世纪，

而是包括了整个殖民时期当地的教育。另外为力保存资料原貌，对资料中的一些政制问题和

称谓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保留，这些是要特别说明的。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史料/香港/20 世纪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史料/澳门/20 世纪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史料/台湾/20 世纪 

［知识责任］顾明远 总主编 

  

 

［正题名］技术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Technology 

［第一责任人］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主编 

［书目卷册］第Ⅰ卷 

［丛书］远古至古代帝国衰落 

［副题名］史前至公元前 500 年左右 

［第一责任人］王前，孙希忠主译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 早是牛津出版社于 1954-1978 年出版，已成为迄今 为权威的涵盖旧石

器时代至 20 世纪中期的技术通史，被誉为“影响 20 世纪的科巨著”。本册含 36 幅网凸版图

版，570 幅正文插图。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古代 

［知识责任］辛格 主编 

［知识责任］霍姆亚德 主编 

［知识责任］霍尔 主编 

［知识责任］王前 主译 

［知识责任］孙希忠 主译 

  

 

［正题名］技术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Technology 

［第一责任人］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主编 

［书目卷册］第Ⅱ卷 

［丛书］地中海文明与中世纪 

［副题名］约公元前 700 年至约公元 1500 年 

［第一责任人］潜伟主译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 早是牛津出版社于 1954-1978 年出版，已成为迄今 为权威的涵盖旧石

器时代至 20 世纪中期的技术通史，被誉为“影响 20 世纪的科巨著”本册含 44 幅网凸版图



版，700 幅正文插图。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公元前 700 年至公元 1500 年 

［知识责任］辛格 主编 

［知识责任］霍姆亚德 主编 

［知识责任］霍尔 主编 

［知识责任］潜伟 主译 

  

 

［正题名］技术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Technology 

［第一责任人］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主编 

［书目卷册］第Ⅲ卷 

［丛书］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 

［副题名］约 1500 年至 1750 年 

［第一责任人］高亮华，戴吾三主译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 早是牛津出版社于 1954-1978 年出版，已成为迄今 为权威的涵盖旧石

器时代至 20 世纪中期的技术通史，被誉为“影响 20 世纪的科巨著”。本册含 32 幅网凸版图

版，349 幅正文插图。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1500-1750 

［知识责任］辛格 主编 

［知识责任］霍姆亚德 主编 

［知识责任］霍尔 主编 

［知识责任］高亮华 主译 

［知识责任］戴吾三 主译 

  

 

［正题名］技术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Technology 

［第一责任人］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主编 

［书目卷册］第Ⅳ卷 

［丛书］工业革命 

［副题名］约 1750 年至约 1850 年 

［第一责任人］辛元欧主译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 早是牛津出版社于 1954-1978 年出版，已成为迄今 为权威的涵盖旧石

器时代至 20 世纪中期的技术通史，被誉为“影响 20 世纪的科巨著”。本册含 42 幅网凸版图

版，415 幅正文插图。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1750-1850 



［知识责任］辛格 主编 

［知识责任］霍姆亚德 主编 

［知识责任］霍尔 主编 

［知识责任］辛元欧 主译 

  

 

［正题名］技术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Technology 

［第一责任人］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主编 

［书目卷册］第Ⅴ卷 

［丛书］19 世纪下半叶 

［副题名］约 1850 年至约 1900 年 

［第一责任人］远德玉，丁云龙主译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 早是牛津出版社于 1954-1978 年出版，已成为迄今 为权威的涵盖旧石

器时代至 20 世纪中期的技术通史，被誉为“影响 20 世纪的科巨著”。本册含 151 幅正文插

图。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1850-1900 

［知识责任］辛格 主编 

［知识责任］霍姆亚德 主编 

［知识责任］霍尔 主编 

［知识责任］远德玉 主译 

［知识责任］丁云龙 主译 

  

 

［正题名］技术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Technology 

［第一责任人］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主编 

［书目卷册］第Ⅵ卷 

［丛书］20 世纪 

［副题名］约 1900 年至约 1950 年（上部） 

［第一责任人］姜振寰，赵毓琴主译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 早是牛津出版社于 1954-1978 年出版，已成为迄今 为权威的涵盖旧石

器时代至 20 世纪中期的技术通史，被誉为“影响 20 世纪的科巨著”。本册含 290 幅正文插

图。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1900-1950 

［知识责任］辛格 主编 

［知识责任］霍姆亚德 主编 

［知识责任］霍尔 主编 



［知识责任］姜振寰 主译 

［知识责任］赵毓琴 主译 

  

 

［正题名］技术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Technology 

［第一责任人］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主编 

［书目卷册］第Ⅶ卷 

［丛书］20 世纪 

［副题名］元 1900 年至约 1950 年（下部） 

［第一责任人］刘则渊，孙希忠主译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 早是牛津出版社于 1954-1978 年出版，已成为迄今 为权威的涵盖旧石

器时代至 20 世纪中期的技术通史，被誉为“影响 20 世纪的科巨著”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1900-1950 

［知识责任］辛格 主编 

［知识责任］霍姆亚德 主编 

［知识责任］霍尔 主编 

［知识责任］刘则渊 主译 

［知识责任］孙希忠 主译 

  

 

［正题名］毛泽东诗词史话 

［副题名］甲申新本 

［第一责任人］萧永义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知识责任］萧永义 著 

  

 

［正题名］天津的九国租界 

［第一责任人］杨大辛编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 来新夏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天津 

［主题词］租界/史料/中国/天津 

［知识责任］杨大辛 编著 

  

 

［正题名］延安鲁艺风云录 

［第一责任人］王培元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战时期的一所重要而特殊的文艺学院，本书以细致而明

晰的文字叙述该学院组建、发展到壮大的具体过程，在现并探求延安文艺思想复杂状貌，众

多著名文化、政治人物再这一时期的实况。 

［知识责任］王培元 著 

  

 

［正题名］ 故纸犹香 

［第一责任人］徐雁著 

［出版者］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古玩家说 第 1 辑 成江，山谷、海路主编 

［主题词］古旧图书/收藏/中国 

［知识责任］徐雁 著 

  

 

［正题名］老会馆 

［第一责任人］王贵祥本册主编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古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冯骥才主编 

［主题词］会馆公所/古建筑/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王贵祥 本册主编 

  

 

［正题名］越縵堂日記 

［书目卷册］1 

［丛书］甲寅日记 

［丛书］越缦堂日記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著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丛刊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江苏省“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越縵堂日記》在学术界被受青睐，除因李慈铭的名重一时外，主要还在于日

记的内容：一是日记对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史事记录、

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社会风貌均有详实记述，足可资后代文史学者参采；二是

日记中有大量的读书札记，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三是日记中有大量诗

词、骈文的创作，作品具有唐、宋遗风，对研究作者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慈銘 著 

  

 

［正题名］越縵堂日記 

［书目卷册］2 

［丛书］越缦堂日記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著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丛刊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江苏省“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越縵堂日記》在学术界被受青睐，除因李慈铭的名重一时外，主要还在于日

记的内容：一是日记对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史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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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有大量的读书札记，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三是日记中有大量诗

词、骈文的创作，作品具有唐、宋遗风，对研究作者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慈銘 著 

  

 

［正题名］越縵堂日記 

［书目卷册］16 

［丛书］荀學齋日記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著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丛刊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江苏省“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越縵堂日記》在学术界被受青睐，除因李慈铭的名重一时外，主要还在于日

记的内容：一是日记对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史事记录、

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社会风貌均有详实记述，足可资后代文史学者参采；二是

日记中有大量的读书札记，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三是日记中有大量诗

词、骈文的创作，作品具有唐、宋遗风，对研究作者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慈銘 著 

  

 

［正题名］越縵堂日記 

［书目卷册］17 

［丛书］荀學齋日記后集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著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丛刊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江苏省“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越縵堂日記》在学术界被受青睐，除因李慈铭的名重一时外，主要还在于日

记的内容：一是日记对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史事记录、

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社会风貌均有详实记述，足可资后代文史学者参采；二是

日记中有大量的读书札记，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三是日记中有大量诗

词、骈文的创作，作品具有唐、宋遗风，对研究作者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慈銘 著 



  

 

［正题名］越縵堂日記 

［书目卷册］18 

［丛书］荀學齋日記后集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著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丛刊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江苏省“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越縵堂日記》在学术界被受青睐，除因李慈铭的名重一时外，主要还在于日

记的内容：一是日记对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史事记录、

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社会风貌均有详实记述，足可资后代文史学者参采；二是

日记中有大量的读书札记，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三是日记中有大量诗

词、骈文的创作，作品具有唐、宋遗风，对研究作者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慈銘 著 

  

 

［正题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副题名］第一批至第五批 

［书目卷册］第Ⅰ卷 

［第一责任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文物保护/中国/图录 

［主题词］名胜古迹/简介/中国/图录 

  

 

［正题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副题名］第一批至第五批 

［书目卷册］第Ⅱ卷 

［第一责任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文物保护/中国/图录 

［主题词］名胜古迹/简介/中国/图录 

  

 

［正题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副题名］第一批至第五批 

［书目卷册］第Ⅲ卷 



［第一责任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1961 年至 2001 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五批共一千二百七十一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制度，但公布

只是第一部，而将其编辑出版、发掘和展示其价值，也是次项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此，

2002 年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和文物出版社共同策划并立为国家项目，将第一批至第五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结集出版。 

［主题词］文物保护/中国/图录 

［主题词］名胜古迹/简介/中国/图录 

  

 

［正题名］清代考据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康松著 

［出版者］湖北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崇文学术文库 湖北大学古文献研究书系 

［主题词］考据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郭康松 著 

  

 

［正题名］异化与抗争 

［副题名］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佟新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 29 卷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女性工作史和职业生涯的著作。作者运用事实上社

会学和女性学的理论，分析了自 19 世纪末 始出现的中国女工，在不同历史阶段以及在工

作过程中形成的独立利益极其有效的政治行动；揭示了女工与国家、重大社会事件、社会结

构调整以及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讨论了女工的阶级属性、工作和家庭关系、职业生涯特点等；

是社会学、农村兴学和劳动经济学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书。 

［主题词］妇女/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佟新 著 

  

 

［正题名］同学非少年 

［副题名］陈平原 夏晓虹随笔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夏晓虹著 

［出版者］太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连理文丛 陈华昌，黄道京主编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平原 著 

［知识责任］夏晓虹 著 

  

 

［正题名］国民党五大“王牌军”的兴灭 

［第一责任人］《文史精华》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文史精华》珍品书系 (1998) 

［附注内容］本书是编者将 1995——2000 年间出版的《文史精华》加以整理，从中选出影

响较大、质量较高、史料价值珍贵、可读性强、值得阅藏的文章，每年一册约 40 万字，汇

集成册。此册是 1998 年之册，书名是其中一篇的篇名。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近代/青年读物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现代/青年读物 

  

 

［正题名］追忆杨 慧牺牲前后 

［第一责任人］《文史精华》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文史精华》珍品书系 (2000) 

［附注内容］本书是编者将 1995——2000 年间出版的《文史精华》加以整理，从中选出影

响较大、质量较高、史料价值珍贵、可读性强、值得阅藏的文章，每年一册约 40 万字，汇

集成册。此册是 2000 年之册，书名是其中一篇的篇名。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近代/青年读物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现代/青年读物 

  

 

［正题名］英雄儿女各春秋 

［副题名］中山人民抗日斗争图志 

［第一责任人］郭昉凌主编 

［译者］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中山市 

［知识责任］郭昉凌 主编 

  

 

［正题名］西风拂夕阳 

［副题名］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 

［第一责任人］萧致治，杨为东编撰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1517-1840/编年史 



［知识责任］萧致治 编撰 

［知识责任］杨为东 编撰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 

［第一责任人］赵凌云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的成果。本书共 9 章：科学社会主义经济观

的确立与对工农经济斗争的领导；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确立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全面

展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全面创新与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等。 

［主题词］经济工作/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赵凌云 主编 

  

 

［正题名］上海姓氏寻根 

［第一责任人］许洪新著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回梦百年上海·寻根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寓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于生动活泼的漫话之中，是一本科学性与可读性结

合得很好的雅俗共赏的书。介绍了上海市张、王、陈、朱、徐等 10 大姓氏。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 

［主题词］姓氏/研究/上海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上海 

［知识责任］许洪新 著 

  

 

［正题名］茅盾画传 

［第一责任人］钟桂松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茅盾是我国著名的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同时是“五

四”以来我国现代文学运动的伟大先驱者和 拓者之一，是中国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

人。他创作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绘制了规模

宏大的历史画卷，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钟桂松 著 

  

 

［正题名］川人大抗战 

［第一责任人］郑光路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四川 

［知识责任］郑光路 著 

  

 

［正题名］高长虹与鲁迅及许广平 

［第一责任人］廖久明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廖久明 著 

  

 

［正题名］荣氏父子 

［第一责任人］陈冠任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 20 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 

［知识责任］陈冠任 著 

  

 

［正题名］山东省立师范学院校友录 

［副题名］1940-1948 

［第一责任人］山东省立师范学院校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4.12 

 

［正题名］国民黨與廣東農民運動 

［第一责任人］梁尚賢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岭南文库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著者梁尚贤先生赠阅 

［主题词］海陆丰农民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梁尚贤 著 

  

 

［正题名］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 

［第一责任人］闻黎明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第二辑（2004 年）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13688 的一册由作者闻黎明先生赠阅 

［附注内容］作者研究了第三种力量在在抗日战争中从分散到聚合，其政治主张从温和到激

烈，其政治倾向从近国到近共的的过程，从第三种力量形成过程这个政治侧面，描绘了近代

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闻黎明 著 

  

 

［正题名］闻一多画传 

［第一责任人］闻黎明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闻黎明 著 

  

 

［正题名］中国外交辞典 

［第一责任人］唐家璇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辞典收录上起先秦下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古代中国外交、近现代中国外

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辞目三千余条，涵盖了外交理论、政策、事件、文献、人物、机

构。 

［主题词］外交/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唐家璇 主编 

  

 

［正题名］甲午战争与朝鲜 

［第一责任人］王如绘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丛编题名］勿忘甲午 戚俊杰，刘玉明丛书主编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研究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关系/研究/朝鲜 

［知识责任］戚俊杰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玉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如绘 著 

  

 

［正题名］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 

［第一责任人］王家俭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丛编题名］勿忘甲午 戚俊杰，刘玉明丛书主编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研究 

［主题词］北洋海军/史料 

［知识责任］戚俊杰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玉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家俭 著 

  

 

［正题名］甲午日谍秘史 

［第一责任人］戚其章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丛编题名］勿忘甲午 戚俊杰，刘玉明丛书主编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研究 

［主题词］间谍/情报活动/研究/日本/1871-1894 

［知识责任］戚俊杰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玉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戚其章 著 

  

 

［正题名］甲午战争的和战之争 

［第一责任人］孙占元…[等]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丛编题名］勿忘甲午 戚俊杰，刘玉明丛书主编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研究 

［知识责任］戚俊杰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玉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孙占元 著 

［知识责任］张登德 著 

［知识责任］翟红芬 著 

［知识责任］王凤青 著 

  

 

［正题名］甲午中日海战 

［第一责任人］苏小东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丛编题名］勿忘甲午 戚俊杰，刘玉明丛书主编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史料 

［知识责任］戚俊杰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玉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苏小东 著 

  

 



［正题名］甲午辽东鏖兵 

［第一责任人］王记华，董进一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丛编题名］勿忘甲午 戚俊杰，刘玉明丛书主编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研究 

［知识责任］戚俊杰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玉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记华 著 

［知识责任］董进一 著 

  

 

［正题名］甲午战争在威海 

［第一责任人］戚海莹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丛编题名］勿忘甲午 戚俊杰，刘玉明丛书主编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研究 

［知识责任］戚俊杰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玉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戚海莹 著 

  

 

［正题名］反割台抗日运动 

［第一责任人］柯平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丛编题名］勿忘甲午 戚俊杰，刘玉明丛书主编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史料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台湾/1894-1895 

［知识责任］戚俊杰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玉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柯平 著 

  

 

［正题名］甲午日军罪行录 

［第一责任人］苏小东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丛编题名］勿忘甲午 戚俊杰，刘玉明丛书主编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研究 

［知识责任］戚俊杰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玉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苏小东 著 

  

 

［正题名］梁氏饮冰室藏書目錄 

［第一责任人］国立北平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梁启超（1873-1912），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是

中国近代史上著述甚丰、影响极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本书目是梁氏戊戌以后所聚之书目

录，于 1933 年编排出版。现按原书影印出版，同时还可为研究梁启超提供新的视角。 

［主题词］私人藏书/图书目录/中国/近代 

  

 

［正题名］日本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第一责任人］陈宝堂编著 

［出版者］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东邻日本丛书 秦礼君主编 

［主题词］教育事业/概况/日本 

［知识责任］陈宝堂 编著 

  

 

［正题名］《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第一责任人］ 刘淑玲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1902 年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 有影响的私营

报纸。前人对它的研究多从政治态度论说，本书是作者把它放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的历

史主题中，加以论述和研究的。 

［主题词］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淑玲 著 

  

 

［正题名］结构、历史与行为 

［副题名］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 

［第一责任人］何俊志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附注内容］本课题研究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的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史所使用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并借用了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从政治科学发展的范式转变角度来研究历史制度主义这

一研究范式的学术价值 

［主题词］政治/派别/研究 

［知识责任］何俊志 著 

  

 

［正题名］从一座城市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俞礼祥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明研究社会分层的意义及社会分层的方法；

第二部分，从整体上分析武汉阶层变化的背景、现状和趋势；第三部分，对当前武汉的社会

各阶层进行具体分析；第四部分，介绍了两个特殊群体即贫困者群体和妇女群体；第五部分，

对阶层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 

［主题词］阶层/分析/武汉市/现代 

［知识责任］俞礼祥 主编 

  

 

［正题名］清代扬州学记 

［第一责任人］张舜徽著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清代扬州学记》是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1911-1992）

先生系统研究扬州学派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他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之一。书中先生广

征博引，对扬州诸儒之“通学”详加论述，广为彰扬。叙述较为平实，议论颇为精当，对研

究扬州学派极具参考价值。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文学流派/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幻灭的梦 

［副题名］翁文灏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第一责任人］李学通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学者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工业化/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学通 著 

  

 

［正题名］津沽旧市相 

［第一责任人］由国庆文 



［译者］田恒玉图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从衣着、饮食、家居、出行、闲趣、手艺、风俗、杂话、精彩链接等方面

记录了解放前津沽地区各行业的历史文化。 

［主题词］城市史/天津市/史料 

［主题词］风俗习惯/天津市/史料 

［主题词］职业/天津市/史料 

［知识责任］由国庆 文 

［次知识责任］田恒玉 图 

  

 

［正题名］中俄建交 55 周年 

［副题名］1949-2004 

［并列题名］К 55летию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

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 росс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第一责任人］周力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中俄关系/国际关系史/1949-2004/画册/汉俄对照 

［知识责任］周力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喜玛拉雅学术文库 港台学人系列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副题名］汤一介 乐黛云随笔 

［第一责任人］汤一介，乐黛云著 

［出版者］太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连理文丛 陈华昌，黄道京主编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汤一介 著 

［知识责任］乐黛云 著 

  



 

［正题名］内战结束的前夜 

［副题名］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生活 

［并列题名］Assignment Shanghai: phootoaphs on the eve of revolutino 

［第一责任人］（美）杰克·伯恩斯摄影 

［译者］吴呵融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温故影象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1945-1949/摄影集 

［知识责任］伯恩斯 摄影 

［次知识责任］吴呵融 译 

  

 

［正题名］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 

［第一责任人］李家驹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2 

［知识责任］李家驹 著 

  

 

［正题名］沈从文与丁玲 

［第一责任人］李辉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李辉传记作品系列 

［知识责任］李辉 著 

  

 

［正题名］周扬与冯雪峰 

［第一责任人］徐庆全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徐庆全 著 

  

 

［正题名］纸上观影录 

［副题名］1912-1949 

［第一责任人］张伟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收藏一绝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921-1949 年中国老电影的说明书、影片特刊、海报和广告，以及

出品情况等。 



［主题词］电影/宣传画/收藏/中国/1912-1949 

［知识责任］张伟 著 

  

 

［正题名］半世雄图 

［副题名］晚清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第一责任人］王建华著 

［出版者］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晚清的军事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 端，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

现代化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从多个角度对晚清的军事教育现代化历程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剖析，深入探讨了晚清军事教育改革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和

影响。 

［主题词］军事教育/军事史/中国/1840-1911 

［知识责任］王建华 著 

  

 

［正题名］新中国外交谈判 

［第一责任人］陈敦德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纪实的手法、翔实的记述、易读的文字，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外交

事件、历史人物与时代环境作了生动描绘；加上使用海内外的解密档案材料，及与当事人极

为难得的访问，展示了新中国的诞生，结束旧中国的百年屈辱外交， 创中国外交的新纪元。

同时，使这个极为严肃的政治性作品，具有一般历史题材及政治题材著作所未有的可读性。 

［主题词］外交/谈判/中国/1949-1978/史料 

［知识责任］陈敦德 著 

  

 

［正题名］买书琐记 

［第一责任人］范用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闲趣坊 03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六十余位有“书癖”的人，讲述自己和别人买书的故事。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范用 编 

  

 

［正题名］抚摸北京 

［副题名］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 

［第一责任人］邹仲之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闲趣坊 04 

［附注内容］本书作为《北京——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的赓续，精选 34 为当代作家、学

人言说北京的散文、随笔 42 篇，分七辑。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邹仲之 编 

  

 

［正题名］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刘武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武生 著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珍藏版 

［书目卷册］捌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2005.4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料/世界 

  

 

［正题名］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49～ 

  

 

［正题名］陈独秀父子仨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东方名流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副题名］视野、角度与方法 

［第一责任人］葛兆光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三联讲坛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

整理成书，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

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

问题。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葛兆光 著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一编 

［丛书］奉天全省地舆图说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一编 

［丛书］湖南地舆图说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一编 

［丛书］广东图说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一编 

［丛书］江苏全省地图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一编 

［丛书］浙江全省舆图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一编 

［丛书］浙江全省舆图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霓虹灯外 

［副题名］20 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并列题名］Beyond the Neon Lights 

［副题名］Everday Shanghai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卢汉超著 

［译者］段炼，吴敏，子羽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上海史研究译丛 The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eng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译出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卢汉超 著 

［次知识责任］段炼 译 

［次知识责任］吴敏 译 

［次知识责任］子羽 译 

  

 

［正题名］梦影集 

［副题名］我的电影记忆 

［第一责任人］谢其章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电影评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谢其章 著 

  

 

［正题名］旧墨记 

［副题名］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 

［第一责任人］方继孝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收藏近代人物的手稿、信札、字画既久，以他对前贤的熟悉，在书中

讲述了清末民国时期数十位著名学者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学界文坛的掌故逸闻。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手迹/名人/中国/近代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方继孝 著 



  

 

［正题名］中国清代营房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赵生瑞著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千余个县以上行政区划单位的名称及其以后的变更、八旗防御、绿

营守备以上官员所辖部队和晚清各军、各类军事单位的番号及其沿革，对他们所住营房的规

模、来源以及管理、维修等举措均有记述。 

［主题词］营房/军队后方勤务/军事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赵生瑞 著 

  

 

［正题名］中国清代营房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赵生瑞著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千余个县以上行政区划单位的名称及其以后的变更、八旗防御、绿

营守备以上官员所辖部队和晚清各军、各类军事单位的番号及其沿革，对他们所住营房的规

模、来源以及管理、维修等举措均有记述。 

［主题词］营房/军队后方勤务/军事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赵生瑞 著 

  

 

［正题名］任弼时百周年纪念 

［副题名］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正题名］任弼时百周年纪念 

［副题名］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正题名］桃花映面宋美龄 

［第一责任人］阳武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知识责任］阳武 著 

  

 

［正题名］清官梦 

［副题名］吴晗传 

［第一责任人］刘光永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知识责任］刘光永 著 

  

 

［正题名］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一九四九年七月——一九五○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刘少奇 著 

  

 

［正题名］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一九五○年四月——一九五○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刘少奇 著 

  

 

［正题名］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一九五一年一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刘少奇 著 

  

 

［正题名］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一九五二年一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刘少奇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康沛竹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防灾/研究/中国/1949- 

［主题词］救灾/研究/中国/1949- 

［知识责任］康沛竹 著 

  

 

［正题名］晚清粤東客籍詩人群體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真義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新纪元文丛之二 

［附注内容］本书系作者赠阅 

［主题词］文学/研究/清后期 

［主题词］诗歌/研究/清后期 

［知识责任］郭真义 著 

  

 

［正题名］诗文漫话 

［第一责任人］赖贤传著 

［出版者］中国三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大地文丛·诗文漫话 

［附注内容］本二册书由广东梅州嘉应学院赖贤传赠阅 

［附注内容］《诗文漫话》收集了作者八十年代至 2001 年 4 月在古典诗歌、诗人、当代作家

作品、文体评说、新闻与文化、语法修辞与学习态度和方法等 39 篇文章、论文与短评，是

作者自 1960 年自印尼回国后除诗文创作、新闻通讯报道外的“集大成者。”其中有些文章曾

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有些则是新近写成还未及面世。内容分为四辑。 

［主题词］文学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赖贤传 著 

  

 

［正题名］追求民族富强和人性圆满 

［副题名］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透视 



［第一责任人］龚郭清著 

［出版者］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知识责任］龚郭清 著 

  

 

［正题名］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 

［并列题名］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свяэи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культуры в э

поху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第一责任人］王奇主编 

［译者］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中俄建交 55 周年之际，“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国

际论坛与 2004 年 3 月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本书从科技、教育、文化交流三个方面论述了

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全书分为领导致辞、战略关系、科技交流、教育交流、文化交流五个篇

章。 

［主题词］中俄关系/国际关系史/1949-2004 

［知识责任］王奇 主编 

  

 

［正题名］曹靖华 

［第一责任人］[曹苏玲…[等]策划] 

［出版者］河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知识责任］曹苏玲 策划 

  

 

［正题名］山東濟寧孫氏家乘濟州孫氏文史集成 

［第一责任人］孙沂，孙渭，孙介先，孙继先主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4 

［知识责任］孙沂 主编 

［知识责任］孙渭 主编 

［知识责任］孙介先 主编 

［知识责任］孙继先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水力电力史 

［副题名］1904-2000 

［书目卷册］第一册（第一稿） 

［第一责任人］朱军主编 

［出版者］中国电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记述中国水力发电建设事业发展进程的史书，年代自 1904—2000 年，

个别情况略有延长。编者力求全面、客观介绍反映中国水力发电建设事业发展的史实，分述

了各个专业技术进步的历程，业绩、经验、教训，歌颂了数代水电人的伟大奉献精神。全书

分四册共计 4 篇出版。 

［主题词］电力工业/经济史/中国/1904-2000 

［主题词］水力电力工业/经济史/中国/1904-2000 

［知识责任］朱军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第一位海军司令 

［副题名］丁汝昌 

［第一责任人］李厚木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海军/军事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厚木 著 

  

 

［正题名］京都奇叟 

［副题名］京味文化的发现与收藏 

［第一责任人］黄殿琴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黄殿琴 著 

［副本数］1 

 

 

［正题名］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孙修福主编 

［译者］何玲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主题词］海关/大事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孙修福 主编 

［次知识责任］何玲副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证券法 

［第一责任人］王志华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国际金融法论丛 

［附注内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通过对中国近代证券发行、交易及经纪人法律制度理论与实践的考察

研究，力图探寻中国近代证券时常及证券法规政策的“中国特色”，为解决今天证券法制建

设的现实问题提供“中国的”历史借鉴。 

［主题词］证券法/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志华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经典广告创意评析 

［副题名］《申报》七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林升栋著 

［出版者］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广告大观》系列丛书 陈徐彬主编 

［附注内容］《申报》会聚了近现代商业广告创意的精华，本书即以《申报》每十年为一个

跨度，共分 8 个时期来评析各种典型广告，每个时期都挖掘出某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侧重

从广告创意的角度深入来谈，涉及各行各业，配以大量广告图片，使之更加直观。 

［主题词］商业广告/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商业广告/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林升栋 著 

  

 

［正题名］东亚近代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副题名］东亚近代经济形成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日）中村哲主编 

［译者］王玉茹监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东亚/近代 

［知识责任］中村哲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玉茹 监译 

  

 

［正题名］新中国外交史 

［第一责任人］黄安余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以区域为线索，以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为主线，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了

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外交历程，从而使读者懂得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新中国在冷战

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奉行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功的

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黄安余 著 

  

 

［正题名］醒俗画报精选 

［副题名］清末民初社会风情 

［第一责任人］侯杰，王昆江编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醒俗画报》是 1907 年 3 月社会活动家温世霖等人在发天津起创办的，该报以

“唤醒国民、校正陋俗”为宗旨，报道点评了当时社会各种新奇事物、习俗风尚、市井民情，

为我们保留了清末民初天津社会生活 真实的历史细节。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天津/清后期/图集 

［知识责任］侯杰 编著 

［知识责任］王昆江 编著 

  

 

［正题名］近代以来天津城市化进程实录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近代以来天津城市化进程实录》一书，以史论与史料相结合的形式，展示出

天津城市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历史进程，其中绪论及各篇概述部分为编者所撰述，所收录的历

史档案均为重要佐证。 

［主题词］城市化/研究/史料/天津/近代 

  

 

［正题名］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 

［副题名］1937-1945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上海档案史料丛编 

［附注内容］上海市档案馆所存担案丰富浩繁，为适应史学界和有关单位研究工作的需要。

我馆陆续予以选编公布。现特分辑汇编出版《上海档案史料丛编》，所选档案史料均系本馆

所藏，极少其它单位保管的历史档案，所选档案按时间顺序编排，一般原文照录。本辑主题

是“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华东地区/1937-1945 

  

 

［正题名］追寻现代中国 

［副题名］1600-1912 年的中国历史 

［第一责任人］（美）史景迁著 

［译者］黄纯艳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 研究系列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1600-1912 

［知识责任］史景迁 著 

  

 

［正题名］老北京的煤业 

［第一责任人］袁树森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兔儿爷老北京史地民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北京地区煤从 采、运输、加工、销售，直到使用的种种情况。包

括煤窑、煤矿组织、生产，矿工们的工作、生活，煤的储运、销售情况，历代政府对煤业的

管理，与煤业相关的种种习俗和文化。 

［主题词］煤炭工业/工业经济/概况/北京市 

［知识责任］袁树森 著 

  

 

［正题名］中國民族史料匯編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编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作者曾系统阅读二十五史等许多古籍，对秦汉前及明代部分进行系统摘录了有

关少数民族的大量史料，并加上了本人的按语，其中包括了作者的研究心得和看法。这些材

料对掌握我国各民族的基本史料十分重要；对了解和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历史上我国各民

族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民族历史/史料/汇编/中国 

［知识责任］潘光旦 编著 

  

 

［正题名］清代官场图记 

［第一责任人］李乔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清代/图集 

［知识责任］李乔 著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 

［第一责任人］（美） 张纯如著 

［译者］马志行…[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知识责任］张纯如 著 



［次知识责任］马志行 译 

  

 

［正题名］曹寅与康熙 

［副题名］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第一责任人］（美）史景迁著 

［译者］郭茜…[等]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从清代宫廷档案、史料中搜集素材，对皇室宠臣的命运做了独特而深刻的

揭示，同时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康熙本人的性格。 

［知识责任］史景迁 著 

［次知识责任］郭茜 译 

  

 

［正题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 

［第一责任人］赵珍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西北地区/清代 

［主题词］生态环境/研究/西北地区/清代 

［知识责任］赵珍 著 

  

 

［正题名］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 

［副题名］20 世纪 20-40 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 

［第一责任人］赵立彬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制度转型丛书 桑兵主编 

［附注内容］“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制度转型丛书”获得 985 和 211 工程建设项目的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各种报刊、著述、档案、书信、日记等中外文献，在考订史实、厘清

渊源的基础之上，重在揭示全盘西化思潮的发生、成潮、高涨、式微的阶段变化，描述了思

潮内部不同人物和群体间立论的的差异及在论战中的复杂表现，探寻各方主张的关系及其与

社会的交互影响，克服笼统理解和片面评价。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1920-1949 

［知识责任］赵立彬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  

［副题名］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 

［第一责任人］孙宏云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制度转型丛书 桑兵主编 

［附注内容］“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制度转型丛书”获得 985 和 211 工程建设项目的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探究晚清民国的主要学术单位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历史，从具体的学

术史事揭示中国现代政治学展 过程的渊源脉络。 

［主题词］政治学/研究/中国/1926-1937 

［知识责任］孙宏云 著 

  

 

［正题名］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 

［第一责任人］刘增合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制度转型丛书 桑兵主编 

［附注内容］“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制度转型丛书”获得 985 和 211 工程建设项目的资助 

［附注内容］晚清的财政体制出现重大变动，鸦片税收成为中央和地方举办行政的重要财源。

清末禁烟使得各类新政事业经费危机进一步加深，各种财政措施难以补救。中央与地方督抚

的财政矛盾随之突出。禁政、财政与新政之间的平衡取舍成为一个可供考察的历史变量。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刘增合 著 

  

 

［正题名］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 

［副题名］以『帝后黨争』為中心的探討 

［第一责任人］林文仁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主旨，在透过对 1885-1898 年间，晚清政治结构中，满洲新贵集团与汉官

僚，围绕因德宗亲政而渐浮现之“帝后党争”，所进行之派系整合与对抗之观察与掌握，进

一步呈现此间各种重大事件，包括中日甲午战争、中俄蜜约、瓜分危机、戊戌维新与政变等

之清晰图像，及其联系线索，期以提供充实晚清政治史理解之另种路线。 

［主题词］宫廷/政治斗争/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政治集团/政治斗争/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林文仁 著 

  

 

［正题名］北京 

［副题名］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王德威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学术史丛书 陈平原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题词］文化史/国际学术会议/北京/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编 

［知识责任］王德威 编 

  

 

［正题名］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责任人］陈明远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文汇原创丛书 肖关鸿主编 

［主题词］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明远 著 

  

 

［正题名］海上乱弹 

［第一责任人］黄裳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黄裳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编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许纪霖 编 

  

 

［正题名］连战大陆行纪实 

［第一责任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研究部编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通讯/作品集/中国/当代 

  

 

［正题名］宋楚瑜大陆行纪实 

［第一责任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研究部编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通讯/作品集/中国/当代 

  



 

［正题名］中国现代教育问题史论 

［副题名］中国教育现代化诸矛盾范畴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剑萍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剑萍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其泰主编 

［译者］陈其泰，许殿才，沈颂金撰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 翟林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系首次对于中国历史考证学这一研究领域作系统的梳理、深层次的 掘，

并从中西学术交流的高度予以科学懂得说明和理论的总结，标志着对 20 世纪学术史的研究

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主题词］历史/考证/方法/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陈其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其泰 撰著 

［次知识责任］许殿才 撰著 

［次知识责任］沈颂金 撰著 

  

 

［正题名］中日古代帝王年号及大事对照表 

［第一责任人］李寅生编著 

［出版者］四川出版集团 

［出版者］四川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帝王/年号/历史年表/中国/日本/前 206-1912 

［主题词］历史事件/历史年表/中国/日本/前 206-1912 

［知识责任］李寅生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丛书］婚嫁志 

［第一责任人］吴存浩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风俗习惯/社会史/中国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吴存浩 著 

  

 

［正题名］国殇 

［副题名］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张洪涛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知识责任］张洪涛 著 

  

 

［正题名］国民党中常委的 后归宿 

［书目卷册］第一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冯春龙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中国国民党从 1924 年一大召 到 1934 年败退台湾，共产生过 80 余位中常委。

这些人曾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对中国历史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有正面的，也

有负面的。历史已过去了多年，当年的国民党中常委都已作古，其功过评价自有他论。 

［知识责任］冯春龙 编著 

  

 

［正题名］国民党中常委的 后归宿 

［书目卷册］第一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冯春龙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中国国民党从 1924 年一大召 到 1934 年败退台湾，共产生过 80 余位中常委。

这些人曾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对中国历史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有正面的，也

有负面的。历史已过去了多年，当年的国民党中常委都已作古，其功过评价自有他论。 

［知识责任］冯春龙 编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史为乐主编 

［译者］邓自欣，朱玲玲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历史地名/辞典/中国 

［知识责任］史为乐 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自欣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玲玲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史为乐主编 

［译者］邓自欣，朱玲玲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历史地名/辞典/中国 

［知识责任］史为乐 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自欣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玲玲 副主编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诗古微（道光初修吉堂刻二卷本，道光中古微堂刻二十卷本）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册收魏源研究《诗》（即《诗经》）的学术专著两种，即《诗古微》二卷本和

二十卷本。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书古微、禹贡说、书古微四书、老子本义、蒙雅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册收《书古微》、《禹贡说》、《书古微四书》、《老子本义》、《蒙雅》等八种著

作。其中《书古微四书》所含四作，是魏源青壮年时代的经学著述之作。《蒙雅》则是魏源

应书生读典籍之需而编纂的识字课本。 

［主题词］《诗经》/研究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圣武记（附夷艘寇海记）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册收录的《圣武记 》是第一部探索清代盛衰的史书，酝酿准备于清朝统治

危机四伏之时，发愤完成于鸦片战争失败民族遭受前屈辱之际。《夷艘寇海记》是一部较全

面鸦片战争的 早的历史专著。 

［主题词］政治史/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鸦片战争/研究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海国图志（卷一至卷十二）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四册至第七册为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之《海国图志》，是一

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以《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

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多篇论文进行扩编，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完稿并初刻印行，为五

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为六十卷。随后又不断增补，至咸丰二年（1852 年）成一百卷。本

册为百卷本《海国图志》之卷一至卷十二。 

［主题词］地理/知识/世界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海国图志（卷十三至卷三十六）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四册至第七册为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之《海国图志》，是一

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以《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

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多篇论文进行扩编，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完稿并初刻印行，为五

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为六十卷。随后又不断增补，至咸丰二年（1852 年）成一百卷。本

册为百卷本《海国图志》之卷十三至卷三十六。 

［主题词］地理/知识/世界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海国图志（卷三十七至卷六十一）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四册至第七册为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之《海国图志》，是一

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以《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

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多篇论文进行扩编，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完稿并初刻印行，为五

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为六十卷。随后又不断增补，至咸丰二年（1852 年）成一百卷。本

册为百卷本《海国图志》之卷三十七至卷六十一。 

［主题词］地理/知识/世界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海国图志（卷六十二至卷一百）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四册至第七册为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之《海国图志》，是一

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以《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

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多篇论文进行扩编，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完稿并初刻印行，为五

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为六十卷。随后又不断增补，至咸丰二年（1852 年）成一百卷。本

册为百卷本《海国图志》之卷六十二至卷一百。 

［主题词］地理/知识/世界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册 

［丛书］元史新编（卷一至二十七）本纪 列传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八册至第十一册为魏源编著之《元史新编》，是一部系统反映元

代兴亡极其社会根源的纪传体史书。全书九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卷、表七

卷、志三十二卷。本册为《元史新编》之卷一至卷二十七，其中之卷一至卷十四为本纪，卷

十五至卷二十七为列传。 



［主题词］人物/列传/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九册 

［丛书］元史新编（卷二十八至五十六） 列传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八册至第十一册为魏源编著之《元史新编》，是一部系统反映元

代兴亡极其社会根源的纪传体史书。全书九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卷、表七

卷、志三十二卷。本册为《元史新编》之卷二十八至五十六，内容为相臣、文臣、言臣、儒

林、文苑、良吏、忠义、孝义、列女等列传。 

［主题词］人物/列传/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元史新编（卷五十七至七十二） 表志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八册至第十一册为魏源编著之《元史新编》，是一部系统反映元

代兴亡极其社会根源的纪传体史书。全书九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卷、表七

卷、志三十二卷。本册为《元史新编》之卷五十七至七十二，内容为宗师世系、诸王、三公、

宰相、氏族等七表和历法、地理等志。 

［主题词］人物/列传/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丛书］元史新编（卷七十三至九十五） 志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八册至第十一册为魏源编著之《元史新编》，是一部系统反映元

代兴亡极其社会根源的纪传体史书。全书九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卷、表七

卷、志三十二卷。本册为《元史新编》之卷二十八至五十六，内容为相臣、文臣、言臣、儒



林、文苑、良吏、忠义、孝义、列女等列传。 

［主题词］人物/列传/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丛书］古微堂内外集 

［丛书］古微堂诗集 

［丛书］补录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册为魏源著作的诗文集，收《魏默深文集》即《古微堂内外集》、《古微堂诗

集》和二集得志外的诗文《补录》。全册共收文 195 篇，诗 900 余首，联 74 首。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丛书］皇朝经世文编（卷一至卷十四） 学术 治学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十三册至第十九册共百二十卷，是贺长龄、魏源等编辑的《皇

朝经世文编》。本册收录的是卷一至卷十四，其中卷一至卷六为学术；卷七至卷十四为治体，

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的参考书籍。 

［主题词］历史/研究/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丛书］皇朝经世文编（卷十五至卷三十三） 吏政 户政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十三册至第十九册共百二十卷，是贺长龄、魏源等编辑的《皇

朝经世文编》。本册收录的卷十五至卷三十三；其中卷十五至卷二十五为吏政一至十一；卷

二十六至卷三十三为户政一至八，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的参考书籍。 

［主题词］历史/研究/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丛书］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至卷五十三） 户政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十三册至第十九册共百二十卷，是贺长龄、魏源等编辑的《皇

朝经世文编》。本册收录的卷三十四至卷五十三，内容继上册为户政九至二十八，是研究清

代历史的重要的参考书籍。 

［主题词］历史/研究/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六册 

［丛书］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四至卷六十九） 礼政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十三册至第十九册共百二十卷，是贺长龄、魏源等编辑的《皇

朝经世文编》。本册收录的卷五十四至卷六十九，内容为礼政一至十六，是研究清代历史的

重要的参考书籍。 

［主题词］历史/研究/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七册 

［丛书］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至卷八十九） 兵政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十三册至第十九册共百二十卷，是贺长龄、魏源等编辑的《皇

朝经世文编》。本册收录的卷七十至卷八十九，内容为兵政一至二十，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

要的参考书籍。 

［主题词］历史/研究/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八册 

［丛书］皇朝经世文编（卷九十至卷一百五） 刑政 工政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十三册至第十九册共百二十卷，是贺长龄、魏源等编辑的《皇

朝经世文编》。本册收录的卷九十至卷一百五，其中卷九十至卷九十四为刑政一至五；卷九

十五卷一百五至为工政一至十一，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的参考书籍。 

［主题词］历史/研究/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九册 

［丛书］皇朝经世文编（卷一百六至卷一百二十） 工政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魏源全集》第十三册至第十九册共百二十卷，是贺长龄、魏源等编辑的《皇

朝经世文编》。本册收录的卷一百六至卷一百二十，内容继上册为工政，是研究清代历史的

重要的参考书籍。 

［主题词］历史/研究/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魏源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册 

［丛书］淮北票盐志略 

［丛书］净土四经 

［丛书］诗比兴笺 

［丛书］魏源传记资料、大事年表、行踪图 

［第一责任人］（清）魏源著 

［译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册为《魏源全集》 后一册，收《淮北票盐志略》、《净土四经》、《诗比兴前

笺》、《魏源传记资料》、《魏源大事年表》、《魏源行踪图》。本册之末有全集的《编校后记》，

内容为刊于第一册的全集《出版说明》之补充。 

［主题词］历史/研究/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历史与转义 

［副题名］隐喻的兴衰 

［并列题名］History and Tropology 

［副题名］The Rise and Fall Metaphor 

［第一责任人］（荷）F.R. 安克施密特著 

［译者］韩震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历史哲学译丛 韩震主编 

［附注内容］2005 年中文简体字版，经由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授权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独家出版者。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 

［主题词］隐喻/研究 

［知识责任］安克施密特 著 

［次知识责任］韩震 译 

  

 

［正题名］形式的内容 

［副题名］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 

［并列题名］The Content of the Form 

［副题名］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第一责任人］（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著 

［译者］董立河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历史哲学译丛 韩震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论文集，由 8 篇文章组成，是作者在 1979-1986 年间对叙事理论和

历史再现问题的研究成果。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怀特 著 

［知识责任］White 著 

［次知识责任］董立河 译 

  

 

［正题名］历史解释 

［副题名］重演和实践推断 

［第一责任人］（美）雷克斯·马丁著 

［并列题名］Historical Explanation 



［副题名］Re-enactment and Pracical Inference 

［译者］王晓红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历史哲学译丛 韩震主编 

［附注内容］2005 年中文简体字版，经由 Rex Martin 授权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独家出版者。 

［主题词］历史/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马丁 著 

［次知识责任］王晓红 译 

  

 

［正题名］一代才子钱锺书 

［第一责任人］汤晏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知识责任］汤晏 著 

  

 

［正题名］明代的漕运 

［第一责任人］（美）黄仁宇著 

［译者］张皓等译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系作者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 

［主题词］漕运/交通运输史/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黄仁宇 著 

  

 

［正题名］不息集 

［副题名］回忆张岱年先生 

［第一责任人］陈来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陈来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第一责任人］沈容著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集结了作者的回忆性散文，记录了她从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到改革 放后离

休的经历片断，分别再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文革”等时期的风云变幻及我党

我军高层人物的活动轨迹。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沈容 著 

  

 

［正题名］大家 

［书目卷册］4 

［并列题名］GREAT MASTERS 

［第一责任人］薛继军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大家》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一档大型人物访谈节目，访谈对象是在科教

文卫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专家，自 2003 年 5 月 播至今，已录了近百位大家精彩的人

生故事，深身地感动了无数的观众。本期访谈人物有王选、戚发韧、严仁英、陈中伟、启功

等。 

［主题词］名人/访谈录/中国 

［知识责任］薛继军 主编 

  

 

［正题名］晚清新学史论 

［第一责任人］陈国庆著 

［出版者］三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晚清新学（即近代由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的

发展演变历程，剖析了晚清时期各种思潮的优劣得失，并对当时众多思想家的活动作了评述。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陈国庆 著 

  

 

［正题名］中国纵横 

［副题名］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 

［第一责任人］（美）史景迁著 

［译者］夏俊霞…[等]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史景迁 著 

［次知识责任］夏俊霞 译 

  

 

［正题名］中国皇帝 

［副题名］康熙自画像 

［第一责任人］（美）史景迁著 



［译者］吴根友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知识责任］史景迁 著 

［次知识责任］吴根友 译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龚云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史学专辑 陈祖武，杨泓主编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15843 的一册由著者张海鹏赠送。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海鹏 著 

［知识责任］龚云 著 

  

 

［正题名］南京战 

［副题名］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 

［副题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 120 人的证言 

［第一责任人］（日）松冈环编著 

［译者］沈维藩译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松冈环 编著 

［次知识责任］沈维藩 译 

  

 

［正题名］朱学范传 

［第一责任人］陆象贤，刘宋斌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知识责任］陆象贤 著 

［知识责任］刘宋斌 著 

  

 

［正题名］张之洞传 

［第一责任人］谢放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知识责任］谢放 著 



  

 

［正题名］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第一责任人］刘德军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4-1945）/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德军 主编 

  

 

［正题名］魅力陈云 

［第一责任人］余玮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余玮 著 

  

 

［正题名］束星北档案 

［副题名］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第一责任人］刘海军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物理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刘海军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丛书］禁忌志 

［第一责任人］任骋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风俗习惯/社会史/中国 

［主题词］禁忌/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任骋 著 

  

 

［正题名］索我理想之中华 

［副题名］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责任人］李华兴，张元隆，李海生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国家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华兴 著 

［知识责任］张元隆 著 

［知识责任］李海生 著 

  

 

［正题名］晚清映像 

［副题名］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沈弘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 始，利用在世界各地讲学和访问之余，遍访当

地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收集到不少有关近代中国的老照片，其中大部分收拾国内难得一见

的珍贵照片。沈弘教授陆续对这些老照片进行整理、研究，并向公众发表，引起了相当的关

注。本书就是其第一本集子。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摄影集 

［知识责任］沈弘 编著 

  

 

［正题名］历史学家茶座 

［书目卷册］总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王兆成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历史/笔记/中国 

［主题词］历史/掌故/中国 

［主题词］历史/旧闻（史料）/中国 

［主题词］历史/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王兆成 主编 

  

 

［正题名］紫金山天文台史稿 

［副题名］中国天文学现代化个案 

［第一责任人］江晓原，吴燕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江晓原 著 

［知识责任］吴燕 著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 

［第一责任人］刘戟锋，刘艳燕，谢海燕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研制/工程/技术史/大科学/中国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戟锋 著 

［知识责任］刘艳燕 著 

［知识责任］谢海燕 著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正题名］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副题名］1949-1966 

［第一责任人］张柏春…[等]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苏关系/技术转移/研究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柏春 著 

［知识责任］姚芳 著 

［知识责任］张久春 著 

［知识责任］蒋龙 著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正题名］大家 

［书目卷册］1 

［并列题名］GREAT MASTERS 

［第一责任人］薛继军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大家》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一档大型人物访谈节目，访谈对象是在科教

文卫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专家，自 2003 年 5 月 播至今，已录了近百位大家精彩的人

生故事，深身地感动了无数的观众。本期访谈人物有丁肇中、汤一介、王希季、胡亚美等 8

位。 

［主题词］名人/访谈录/中国 

［知识责任］薛继军 主编 



  

 

［正题名］大家 

［书目卷册］2 

［并列题名］GREAT MASTERS 

［第一责任人］薛继军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大家》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一档大型人物访谈节目，访谈对象是在科教

文卫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专家，自 2003 年 5 月 播至今，已录了近百位大家精彩的人

生故事，深身地感动了无数的观众。本期访谈人物有陈省身、张光斗、王忠诚、戴逸、丁聪

等 8 位。 

［主题词］名人/访谈录/中国 

［知识责任］薛继军 主编 

  

 

［正题名］大家 

［书目卷册］3 

［并列题名］GREAT MASTERS 

［第一责任人］薛继军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大家》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一档大型人物访谈节目，访谈对象是在科教

文卫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专家，自 2003 年 5 月 播至今，已录了近百位大家精彩的人

生故事，深身地感动了无数的观众。本期访谈人物有谈家桢、张培刚、冯其庸、罗哲文、尚

长荣等。 

［主题词］名人/访谈录/中国 

［知识责任］薛继军 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丛书］乡村社会卷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乡村/社会/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丛书］少数民族卷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少数民族/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乾嘉学术编年 

［第一责任人］陈祖武，朱彤窗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学术思想/编年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祖武 著 

［知识责任］朱彤窗 著 

  

 

［正题名］日本对华无偿援助实录 

［第一责任人］周冬霖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所涉及的主要是日本对华援助中的无偿援助部分项目，偏重与所见到的事

实。它不是日本对华无偿援助的统计报告，与一般的新闻报道也颇有些区别，跟学术研究也

有明显不同，是一部全景式的“实录”。 

［主题词］经济援助/中日关系/研究/1980- 

［知识责任］周冬霖 

  

 

［正题名］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的讨论 

［第一责任人］龚书铎，李文海主编 

［译者］宋小庆，梁丽萍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历史卷 龚书铎，李文海主编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宋小庆 著 

［知识责任］梁丽萍 著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 

［第一责任人］方敏，宋卫忠，邓京力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历史卷 龚书铎，李文海主编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题词］历史人物/人物研究/研究方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方敏 著 

［知识责任］宋卫忠 著 

［知识责任］邓京力 著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丛书主编 

  

 

［正题名］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争论 

［第一责任人］龚书铎，李文海主编 

［译者］郭双林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历史卷 龚书铎，李文海主编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题词］传统文化/关系/现代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郭双林 著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 

［第一责任人］梁景和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历史卷 龚书铎，李文海主编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梁景和 著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丛书］信仰志 

［第一责任人］郑土有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风俗习惯/社会史/中国 

［主题词］信仰/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郑土有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 

［第一责任人］李兆华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数学/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数学/教育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兆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 

［书目卷册］卷一 

［丛书］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吕大吉，牟钟鉴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宗教/关系/传统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吕大吉 著 

［知识责任］牟钟鉴 著 

  

 

［正题名］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 

［书目卷册］卷二 

［丛书］宗教·哲学·伦理 

［第一责任人］余敦康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宗教/关系/传统文化/中国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余敦康 著 

  

 

［正题名］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 

［书目卷册］卷三 

［丛书］宗教·文艺·民俗 

［第一责任人］牟钟鉴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宗教/关系/传统文化/中国 

［主题词］宗教/关系/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牟钟鉴 著 

  

 

［正题名］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 

［书目卷册］卷四 

［丛书］宗教·政治·民族 

［第一责任人］张践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宗教/关系/传统文化/中国 

［主题词］宗教/关系/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践 著 

  

 

［正题名］新編汪中集 

［第一责任人］（清）汪中著 

［译者］田漢雲點校 

［出版者］广凌书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规划项目，江苏省“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知识责任］汪中 著 

［次知识责任］田汉云 点校 

  

 

［正题名］唐继尧护国讨袁文稿 

［第一责任人］[唐继尧著] 

［译者］杜奎昌辑注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唐继尧及蔡锷、李烈钧，都是当年以云南为中心发起反对袁世凯废弃民国、卖

国求荣、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所以，本书是唐继尧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大量文

稿，应当成为研究护国运动的重要史料。 

［知识责任］唐继尧 著 

［次知识责任］杜奎昌 辑注 

  

 

［正题名］西方历史叙述学 

［第一责任人］陈新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陈新 著 

  

 

［正题名］五库斋清史丛稿 

［第一责任人］何龄修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著者五十七篇文章，分为六组，绝大部分是关于清史的，只有很少

几篇属于明史或不涉及清史；还有几篇是回忆、悼念老师和前辈学者或不涉及清史的文章。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何龄修 著 

  

 

［正题名］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副题名］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第一责任人］（德）余凯思著 

［译者］孙立新译 

［译者］刘新利校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说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余凯思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德国汉学家。他所写的关于胶澳租界的

历史著作，不仅为近代中德关系史研究而且也为整个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引进了一套新理

念，读之令人耳目一新。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胶州市/1897-1914 

［知识责任］余凯思 著 

［次知识责任］孙立新 译 

［次知识责任］刘新利 校 

  

 

［正题名］善與人间 

［副题名］明清以来的慈善與教化 

［第一责任人］游子安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宗教/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民国 

［主题词］慈善事业/概况/中国/明代/民国 

［知识责任］游子安 著 

  

 



［正题名］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卫平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苏南历史与社会丛 王卫平，王国平主编 

［附注内容］苏州大学“211”立项课题 

［附注内容］“区域（苏南）经济与社会发展”标志性成果 

［主题词］文化/关系/社会/研究/华东地区 

［知识责任］王卫平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 

［副题名］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 

［第一责任人］王卫平，黄鸿山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慈善事业/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卫平 著 

［知识责任］黄鸿山 著 

  

 

［正题名］青春滴血 

［副题名］三线学兵连绝唱 

［第一责任人］吴迪著 

［出版者］华龄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首次披露了中国学生军的故事，通过详细描写襄渝铁路过程中显为人知的

秘闻。 

［主题词］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吴迪 著 

  

 

［正题名］西藏史话 

［第一责任人］陈庆英…[等]著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西藏》视点·丛书 朱维群主编 

［附注内容］书后附《西藏历史年表》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 

［知识责任］陈庆英 著 

［知识责任］丹珠昂奔 著 

［知识责任］喜饶尼玛 著 

［知识责任］廖东凡 著 



［知识责任］张晓明 著 

［知识责任］周爱明 著 

  

 

［正题名］神奇之由 

［副题名］探究雪域佛教 

［第一责任人］朱越利著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西藏》视点·丛书 朱维群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 

［主题词］喇嘛教/研究 

［知识责任］朱越利 著 

  

 

［正题名］金钥匙·十七条协议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周爱明，袁莎著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西藏》视点·丛书 朱维群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 

［主题词］历史事件/研究/西藏 

［知识责任］周爱明 著 

［知识责任］袁莎 著 

  

 

［正题名］金钥匙·十七条协议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周爱明，袁莎著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西藏》视点·丛书 朱维群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 

［主题词］历史事件/研究/西藏 

［知识责任］周爱明 著 

［知识责任］袁莎 著 

  

 

［正题名］南京沦陷八年史（1937 年 12 月 13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经盛鸿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 

［附注内容］本册是本书的上册，主要叙述南京沦陷前后及南京大屠杀。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1937.12-1938-2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南京/1937-1945 

［知识责任］经盛鸿 著 

  

 

［正题名］南京沦陷八年史（1937 年 12 月 13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经盛鸿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 

［附注内容］本册是本书的下册，主要叙述南京的沦陷及光复。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1937.12-1938-2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南京/1937-1945 

［知识责任］经盛鸿 著 

  

 

［正题名］对接与冲突 

［副题名］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 

［第一责任人］张军民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主题词］三民主义/研究/1925-1945 

［知识责任］张军民 著 

  

 

［正题名］冷战与内战 

［副题名］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 

［第一责任人］张振江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主题词］美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44-1946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 

［知识责任］张振江 著 

  

 

［正题名］军人从政 

［副题名］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 



［第一责任人］郑泽隆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李汉魂，字伯豪，号南华。1895 年生于广东吴川县。从 1939 年 1 月奉命接任

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不久兼任广东省军管区司令、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和第三十

五集团军总司令，集政、党大权和部分军权于一身，是民国时期主持粤政时间 长的一位主

席，是抗战时期广东省国民党的主要实权人物，在广东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广东省/1937-1945 

［知识责任］郑泽隆 著 

  

 

［正题名］走向大国之路 

［副题名］邓小平与中美建交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高瞻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研究/1970-1990 

［知识责任］高瞻 著 

  

 

［正题名］『少数人』的责任 

［副题名］丁文江的思想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谷小水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谷小水 著 

  

 

［正题名］肯尼迪政府与中国 

［副题名］『遏止但不孤立』政策的缘起 

［第一责任人］温强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美国/1960-1970 

［知识责任］温强 著 

  



 

［正题名］150 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 

［副题名］1823-1990 

［书目卷册］23 辑 

［第一责任人］汪熙，（日）田尻利主编 

［译者］傅德华副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系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923-1990 年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公 出版、发行的与中美关系

研究直接有关的专著、论文和论文集的文献资料目录，包括书名（篇名）、作者和出版机构

名称几出版（发表）时间；同时兼收三国部分尚未公 发表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篇名、作者

及所在院校。共收录中文文献目录 2800 条，英文文献目录 2400 条，日文文献条目录 1600

条。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专题目录/中英对照/1823-1990 

［知识责任］汪熙 主编 

［知识责任］田尻利 主编 

［次知识责任］傅德华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副题名］1979-2000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收录了 1979-2000 年间，在国内出版的部

分史学期刊、大学学报（哲社版或社科版）等相关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

（1840-1949）研究的学术论文、资料与述评；第二部分是著作：收录了 1979-2000 年间国

内正式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史（1840-1949）的主要著作、资料及文集、工具书等，为史学

研究者提供了一部 20 年来国内近代史领域较为完整、系统的专题目录索引。 

［主题词］专题目录/近代史/中国/1979-2000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正题名］红底金字 

［副题名］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 

［第一责任人］刘仰东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独特的生活经历。具体介绍了“复课闹革命”、

课外活动、玩、三种精神食粮、三大运动、日常生活等。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仰东 著 

  

 

［正题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 

［并列题名］A Study on the Resource Committee of Nftional Government 

［第一责任人］薛毅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资源委员会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属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工业建设的机构。“九一

八”事变后，一些有远见的爱国人士觉察出日本侵略势力必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纷纷向

国民政府建言献策，主张大力发展工业，增强国力，及早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于是诞生了

资源委员会。该机构自 1932 年 在南京成立至 1952 年在台湾撤消。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薛毅 著 

  

 

［正题名］影像史记 

［第一责任人］肖同庆著 

［出版者］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影像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大部分的内容是结合影象读历史的札记，有些是作者本人编辑记录片的解

说词，但同时本书有很多是作者无法在电视上说清楚的私人感受。本书的第七章是《言说的

魅力：关于口述史学》，研究了口述史学的产生、作用；第八章是《困惑与冲突：关于纪录

片的栏目化运作》，阐述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历史、现状与作用。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口述历史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纪录片/电影史/中国 

［主题词］纪录片/电视史/中国 

［知识责任］肖同庆 著 

  

 

［正题名］中国秘语行话词典 

［第一责任人］曲彦斌 ，徐素娥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自唐宋至近代的行话语词 12000 余条。 

［主题词］社会习惯语/汉语/词典/中国 

［知识责任］曲彦斌 编著 

［知识责任］徐素娥 编著 

  

 

［正题名］朝阳 



［第一责任人］蒋效愚，李凤玲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丛编题名］京畿丛书 张彦博，余春生主编 

［主题词］地方志/朝阳区/史料 

［知识责任］蒋效愚 主编 

［知识责任］李凤玲 主编 

  

 

［正题名］平谷 

［第一责任人］谷玉虎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京畿丛书 张彦博，余春生主编 

［主题词］地方志/平谷区/史料 

［知识责任］谷玉虎 主编 

  

 

［正题名］昌平 

［第一责任人］李国棣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京畿丛书 张彦博，余春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历史沿革、人物春秋、历史事件、民间传说、文物古迹以及昌

平特产。 

［主题词］地方志/昌平区/史料 

［知识责任］李国棣 主编 

  

 

［正题名］延庆 

［第一责任人］徐红年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京畿丛书 张彦博，余春生主编 

［主题词］地方志/延庆县/史料 

［知识责任］徐红年 著 

  

 

［正题名］海淀 

［第一责任人］朱善璐，李进山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京畿丛书 张彦博，余春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海淀变迁；海淀山水；皇家园林；海淀小宅园；古迹景观；



海淀往事；名人轶事；八旗史话；乡土文艺；民间故事。 

［主题词］地方志/海淀区/史料 

［知识责任］朱善璐 主编 

［知识责任］李进山 主编 

  

 

［正题名］丰台 

［第一责任人］李庆荣，孙彦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京畿丛书 张彦博，余春生主编 

［主题词］地方志/丰台区/史料 

［知识责任］李庆荣 主编 

［知识责任］孙彦 主编 

  

 

［正题名］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王中江，安继民著 

［出版者］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戴逸主编 

［主题词］哲学思想/中国/中国 

［知识责任］王中江 著 

［知识责任］安继民 著 

  

 

［正题名］越縵堂讀史札記全編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李慈铭（1830-1894），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嵇人。曾任户部郎中，官至山

西道监察史。他在诗文、考据、小学诸方面造诣颇深，是清末名倾一时的诗人、学者。 

［主题词］史评/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慈铭 著 

  

 

［正题名］越縵堂讀史札記全編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李慈铭（1830-1894），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嵇人。曾任户部郎中，官至山

西道监察史。他在诗文、考据、小学诸方面造诣颇深，是清末名倾一时的诗人、学者。 



［主题词］史评/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慈铭 著 

  

 

［正题名］清朝孚惠全書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彭元瑞撰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是乾隆六十年（1795）由时任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的彭元瑞编辑的，把

乾隆一朝关于蠲免赈贷的谕旨、御制诗章分类分事，按年月成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资

料的不足，其文献价值也因此彰显。书中关于乾隆年间官方救赈活动的实录和总结，也为了

解这一时期的灾荒和政府财政、吏治等情况提供了有意的的线索。 

［主题词］社会救济史/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彭元瑞 撰 

  

 

［正题名］清朝孚惠全書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清）彭元瑞撰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是乾隆六十年（1795）由时任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的彭元瑞编辑的，把

乾隆一朝关于蠲免赈贷的谕旨、御制诗章分类分事，按年月成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资

料的不足，其文献价值也因此彰显。书中关于乾隆年间官方救赈活动的实录和总结，也为了

解这一时期的灾荒和政府财政、吏治等情况提供了有意的的线索。 

［主题词］社会救济史/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彭元瑞 撰 

  

 

［正题名］清朝孚惠全書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彭元瑞撰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是乾隆六十年（1795）由时任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的彭元瑞编辑的，把

乾隆一朝关于蠲免赈贷的谕旨、御制诗章分类分事，按年月成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资

料的不足，其文献价值也因此彰显。书中关于乾隆年间官方救赈活动的实录和总结，也为了

解这一时期的灾荒和政府财政、吏治等情况提供了有意的的线索。 

［主题词］社会救济史/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彭元瑞 撰 

  

 

［正题名］风骨 



［副题名］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第一责任人］肖东发，李云，沈弘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 肖东发主编 

［知识责任］肖东发 主编 

［知识责任］李云 主编 

［知识责任］沈弘 主编 

  

 

［正题名］风物 

［副题名］燕园景观及人文底蕴 

［第一责任人］肖东发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 肖东发主编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肖东发 主编 

  

 

［正题名］清代漕運全書 

［第一责任人］（清）載齡…[等]修纂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漕運是我国历史上一种专业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

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代，到了

清代制度无论是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还是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於完备，成为我国古代

漕运制度的终结者和实践者。清代保存下来的有关漕运的文献甚多，记载 全者为历朝的《漕

運全書》，而以光绪朝载龄主持编修的此套《清代漕運全書》 晚而记述 全。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漕运/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载龄 修纂 

  

 

［正题名］清代漕運全書 

［第一责任人］（清）載齡…[等]修纂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漕運是我国历史上一种专业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

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代，到了

清代制度无论是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还是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於完备，成为我国古代

漕运制度的终结者和实践者。清代保存下来的有关漕运的文献甚多，记载 全者为历朝的《漕

運全書》，而以光绪朝载龄主持编修的此套《清代漕運全書》 晚而记述 全。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漕运/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载龄 修纂 



  

 

［正题名］清代漕運全書 

［第一责任人］（清）載齡…[等]修纂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漕運是我国历史上一种专业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

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代，到了

清代制度无论是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还是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於完备，成为我国古代

漕运制度的终结者和实践者。清代保存下来的有关漕运的文献甚多，记载 全者为历朝的《漕

運全書》，而以光绪朝载龄主持编修的此套《清代漕運全書》 晚而记述 全。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漕运/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载龄 修纂 

  

 

［正题名］清代漕運全書 

［第一责任人］（清）載齡…[等]修纂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漕運是我国历史上一种专业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

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代，到了

清代制度无论是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还是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於完备，成为我国古代

漕运制度的终结者和实践者。清代保存下来的有关漕运的文献甚多，记载 全者为历朝的《漕

運全書》，而以光绪朝载龄主持编修的此套《清代漕運全書》 晚而记述 全。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漕运/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载龄 修纂 

  

 

［正题名］清代漕運全書 

［第一责任人］（清）載齡…[等]修纂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漕運是我国历史上一种专业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

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代，到了

清代制度无论是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还是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於完备，成为我国古代

漕运制度的终结者和实践者。清代保存下来的有关漕运的文献甚多，记载 全者为历朝的《漕

運全書》，而以光绪朝载龄主持编修的此套《清代漕運全書》 晚而记述 全。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漕运/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载龄 修纂 

  

 

［正题名］清代漕運全書 

［第一责任人］（清）載齡…[等]修纂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漕運是我国历史上一种专业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

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代，到了

清代制度无论是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还是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於完备，成为我国古代

漕运制度的终结者和实践者。清代保存下来的有关漕运的文献甚多，记载 全者为历朝的《漕

運全書》，而以光绪朝载龄主持编修的此套《清代漕運全書》 晚而记述 全。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漕运/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载龄 修纂 

  

 

［正题名］清代漕運全書 

［第一责任人］（清）載齡…[等]修纂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漕運是我国历史上一种专业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

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代，到了

清代制度无论是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还是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於完备，成为我国古代

漕运制度的终结者和实践者。清代保存下来的有关漕运的文献甚多，记载 全者为历朝的《漕

運全書》，而以光绪朝载龄主持编修的此套《清代漕運全書》 晚而记述 全。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漕运/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载龄 修纂 

  

 

［正题名］清代漕運全書 

［第一责任人］（清）載齡…[等]修纂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漕運是我国历史上一种专业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

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代，到了

清代制度无论是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还是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於完备，成为我国古代

漕运制度的终结者和实践者。清代保存下来的有关漕运的文献甚多，记载 全者为历朝的《漕

運全書》，而以光绪朝载龄主持编修的此套《清代漕運全書》 晚而记述 全。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漕运/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载龄 修纂 

  

 

［正题名］1937 年中国知识界 

［第一责任人］马嘶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1937 年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转折点：一、是中国学人从安稳走向苦难的；二、

是他们从传统士大夫思想模式走向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新型知识阶层。其中一些人便在火认

热的社会生活中冶炼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本书就是着重介绍了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一

些名人的境遇和做法。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1937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1937 

［知识责任］马嘶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 

［第一责任人］邓礼峰主编 

［译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编写组[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邓礼峰 主编 

  

 

［正题名］老北京与满族 

［第一责任人］爱新觉罗·瀛生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满族/风俗习惯/简介/北京市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 

［知识责任］爱新觉罗·瀛生 著 

  

 

［正题名］左权 

［副题名］一团奔突的火 

［第一责任人］刘红庆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刘红庆 著 

  

 

［正题名］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 

［第一责任人］陈烈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从“小莽苍苍斋”藏品中精选百余件明清、近代人物的诗文手稿、楹联、

条幅、信札及印章等珍贵文物，读者在可以从生动有趣的文章中，了解田家英收藏的故事、

藏品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从中见出田家英的书生襟抱、历史关怀和风骨逸情。 

［主题词］田家英/收藏/作品集 

［知识责任］陈烈 著 

  

 

［正题名］抗战一瞬间 



［第一责任人］秦风编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秦风 编著 

  

 

［正题名］中国书评 

［书目卷册］第一辑 

［并列题名］China Book Review 

［第一责任人］邓正来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书评若干篇，有《探讨法律和信任的经济学基础》、《西方宪政的历史

轨迹》、《知识生产机器与行政支配下的课题审批制》等。 

［主题词］书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邓正来 主编 

  

 

［正题名］陈云与遵义会议 

［第一责任人］费侃如主编 

［译者］遵义会议纪念馆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知识责任］费侃如 主编 

  

 

［正题名］我认识的钱锺书 

［第一责任人］吴泰昌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吴泰昌 著 

  

 

［正题名］宗教与日本社会 

［第一责任人］（日）铃木范久著 

［译者］牛建科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宗教史/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铃木范久 著 

［次知识责任］牛建科 译 

  

 



［正题名］历史不应忘记 

［并列题名］History Shiuld Not Be Forgotten 

［第一责任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著 

［译者］沈苏儒…[等]译 

［出版者］五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爱泼斯坦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全世界报道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全书回顾了他幼年移居中国，1951 年再次来到中国，参

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的全部过程。 

［知识责任］爱泼斯坦 著 

［知识责任］Israel 著 

［次知识责任］沈苏儒 译 

［次知识责任］贾宗谊 译 

  

 

［正题名］永恒丰碑 

［副题名］建党以来 100 位共产党员先进代表 

［第一责任人］《永恒的丰碑：建党以来 100 位共产党员先进代表》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正题名］近代广州社会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刘圣宜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主题词］社会发展/广州市/1840-1919 

［主题词］文化史/广州市/1840-1919 

［知识责任］刘圣宜 著 

  

 

［正题名］张之洞传 

［第一责任人］谢放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知识责任］谢放 著 

  

 

［正题名］中国海洋学史 

［并列题名］History on Oceanography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徐鸿儒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海洋科学丛书 

［知识责任］徐鸿儒 主编 

  

 

［正题名］成中英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成中英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汉学名家书系 汤一介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上个世纪 90 年代所写的部分文章的一个结集。主要探讨以下三个

方面的问题：一、本体诠释学的基础与发展问题；二、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或中国哲学诠释

的重建问题；三、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沟通与融合问题。 

［主题词］汉学/文集 

［知识责任］汤一介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成中英 著 

  

 

［正题名］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 

［第一责任人］蒋伯英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农民运动/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蒋伯英 著 

  

 

［正题名］海峡两岸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张春英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 发·融合 

［第一责任人］撰稿人蔡放波，屠薇君，张春英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台湾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张春英 主编 

［知识责任］蔡放波 撰稿 

［知识责任］屠薇君 撰稿 

［知识责任］张春英 撰稿 

  

 

［正题名］海峡两岸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张春英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变乱·回归 

［第一责任人］撰稿人马德茂，郑保国，张鹏程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台湾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张春英 主编 

［知识责任］马德茂 撰稿 

［知识责任］郑保国 撰稿 

［知识责任］张鹏程 撰稿 

  

 

［正题名］海峡两岸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张春英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内争·对峙 

［第一责任人］撰稿人张春英，钟祥胜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台湾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张春英 主编 

［知识责任］张春英 撰稿 

［知识责任］钟祥胜 撰稿 

  

 

［正题名］海峡两岸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张春英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缓和·统一 

［第一责任人］撰稿人李明强，张春英，马德茂，王军，毛磊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台湾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张春英 主编 

［知识责任］李明强 

［知识责任］张春英 撰稿 

［知识责任］马德茂 撰稿 

［知识责任］王军 撰稿 

［知识责任］毛磊 撰稿 

  

 

［正题名］近代词人考录 

［第一责任人］朱德慈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诗人/人物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德慈 著 



  

 

［正题名］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 

［副题名］广东、香港对广西市场辐射的历史探源 

［第一责任人］黄滨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课题 

［主题词］商人/关系/城镇经济/经济发展/研究/广西 

［知识责任］黄滨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 

［并列题名］The Glimps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Life in Past Dynasties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世愉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中国历代专题生活掠影 

［主题词］科举考试/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世愉 著 

  

 

［正题名］日本帝国的兴衰 

［并列题名］JAPAN'S WAP 

［第一责任人］（英）大卫·巴迪著 

［译者］徐莉娜 ,岳玉庆，曲芳丽译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的图片及随图所配的日本官员和平民的信件、日记、以及细致的叙述，

非常有力地显示了日本帝国的崛起和衰落；从 19 世纪的扩张、对中国的入侵、30 年代军国

主义的兴衰、早期的成功到 1945 年的彻底失败。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日本/图集 

［知识责任］巴迪 著 

［次知识责任］徐莉娜 译 

［次知识责任］岳玉庆 译 

［次知识责任］曲芳丽 译 

  

 

［正题名］书报话旧 

［第一责任人］郑逸梅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郑逸梅作品集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郑逸梅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史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田亮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把对抗战时期史学的研究，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作者试图告诉我们，

抗战史学是这一时期的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所承担的时代使命重大，无论是哪个史学流派，

只要是爱国的，都在抗战的大旗下汇集。从而也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史学上非常特殊的发展

阶段。 

［主题词］ 抗日斗争/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田亮 著 

  

 

［正题名］北京的牌楼牌坊 

［第一责任人］马欣，曹立君著 

［出版者］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了傲然屹立在北京城的牌楼牌坊，它们像颗颗明珠点 在京城各

地。它们凝聚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同时也体现了建筑者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 

［主题词］名胜古迹/古建筑/北京市/图集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 

［知识责任］马欣 著 

［知识责任］曹立君 著 

  

 

［正题名］晚清京师同文馆组织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向阳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附注内容］京师同文馆是晚清 早出现的第一个新式学校组织，不无 创性，具有发生学

上的典型意义。本书作者试图以自己的研究，为其他研究者从微观层面展 京师同文馆组织

个案研究预备一定的学术积累，提供基本的历史背景、逻辑框架。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陈向阳 著 

  

 

［正题名］华南抗战史稿 

［第一责任人］左双文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广东省 

［知识责任］左双文 著 

  

 

［正题名］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 

［第一责任人］王伯琦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汉语法学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是已故著名法学家王伯琦先生两部著作的合作，以上、下部形式重排刊行。

上部是 1956 年出版的《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下部为先生散篇遗作，曾以《王伯

琦法学论著集》为名，于 1998 年刊行。王伯琦先生早年留学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

后致力于政务与学术，而以法学教育为主。一生主治民事法学，兼及法理学 有多部作品行

世。 

［主题词］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伯琦 著 

  

 

［正题名］陈云珍闻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远航，刘晴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张远航 主编 

  

 

［正题名］陈云珍闻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远航，刘晴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张远航 主编 

  

 

［正题名］历史的瞬间 

［副题名］苏联红军在东北 

［并列题名］Историчесие моменты 

［副题名］Войска красное арм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

за в северо- восточном Китае 

［第一责任人］东北烈士纪念馆编（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Музея памят

и павших герое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го Китая）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欧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抗日战争/东北地区/史料 

  

 

［正题名］廈大史學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刘钊…[等]主编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厦大史学》是 2005 年创刊，为年刊。主要内容为研究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

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时和历史文献学。 

［主题词］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刘钊 主编 

［知识责任］王日根 主编 

［知识责任］钞晓鸿 主编 

［知识责任］张侃 主编 

  

 

［正题名］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倪玉平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第二辑（2004） 

［主题词］漕粮/海上运输/关系/社会变迁/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倪玉平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宪政历程 

［副题名］史料荟萃 

［第一责任人］夏新华…[等]整理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附注内容］本“文丛”选印的书籍或选编的论文，纵贯二十世纪始终。凡能代表本世纪不

同时期法律学术水平、法制特色，有较大影响且为当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所需要者，均在选

印之列。 

［主题词］宪法/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夏新华 整理 

［知识责任］胡旭晟 整理 

［知识责任］刘鄂 整理 

［知识责任］甘正气 整理 

［知识责任］万利容 整理 



［知识责任］刘珊珊 整理 

  

 

［正题名］解读长征 

［第一责任人］徐占权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革命史/研究/1934-1936 

［知识责任］徐占权 编著 

  

 

［正题名］20 世纪的精神教训 

［第一责任人］（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著 

［译者］孙立川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是戈尔巴乔夫与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对谈集。他们的对谈应其实

于始与 1993 年，历时一年半之久。两位对谈者学识渊博，见多识广，融历史、文化、文学、

宗教学及东西方哲学与一炉，旁征博引。出口成章，而且谈锋锐利，分析精确，一改枯燥的

学理讨论的沉闷，化繁为简，由博返约，使读者能从这些深入浅出的对谈中有所感悟。 

［知识责任］戈尔巴乔夫 著 

［知识责任］池田大作 著 

［次知识责任］孙立川 译 

  

 

［正题名］老 封 

［副题名］汴梁旧事 

［第一责任人］屈春山，张鸿生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河南老城系列丛书 孙荪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 封市 

［知识责任］屈春山 著 

［知识责任］张鸿生 著 

  

 

［正题名］老南阳 

［副题名］旧事苍茫 

［第一责任人］殷德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河南老城系列丛书 孙荪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南阳市 

［知识责任］殷德杰 著 



  

 

［正题名］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 

［第一责任人］杨立德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知识责任］杨立德 著 

  

 

［正题名］中國舊書業百年 

［第一责任人］徐雁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華夏英才基金學術文庫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讨论近现代中国古旧书业发展历史和经营业态的原创学

术专著。全书共分九个单元，著者以中国古旧书业史为背景，依次叙述了百余年来燕京和江

南古旧业的风貌，掠影了北京、南京、扬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古旧书风情和旧书市场，披露了

近现代以来因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七大“书厄”，回顾了郑振铎等有识之士在社会动荡岁月，

保护和抢救中华典籍文献的义事壮举，反思了“公私和营”对我国古旧书业经营传统的影响。 

［主题词］古旧图书/图书史/中国 

［知识责任］徐雁 著 

  

 

［正题名］1931-1945 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 后一批人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方军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中国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 

［知识责任］方军 著 

  

 

［正题名］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 

［第一责任人］张越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历史卷 龚书铎，李文海主编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越 著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丛书主编 

  



 

［正题名］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 

［第一责任人］牛润珍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历史卷 龚书铎，李文海主编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牛润珍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丛书主编 

  

 

［正题名］陈立夫家事 

［第一责任人］杨树标，李灵英，李海红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杨树标 著 

［知识责任］李灵英 著 

［知识责任］李海红 著 

  

 

［正题名］中国百年军服 

［第一责任人］徐平主编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军服/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徐平 主编 

  

 

［正题名］世纪足音 

［副题名］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 

［第一责任人］资耀华著 

［出版者］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资耀华 著 

  

 

［正题名］日本浪人祸华录 

［第一责任人］梅桑榆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系列图书 

［附注内容］日本浪人，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本书真实地记述了日本浪人在中



国制造的种种阴谋和反下的累累罪行，对广大读者了解日本浪人的侵华活动很有参考价值。 

［主题词］浪人/侵华/史料/日本 

［知识责任］梅桑榆 著 

  

 

［正题名］嬗变与趋向 

［副题名］人文科学篇 

［第一责任人］黄长著，黄育馥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思想文库 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丛书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黄长著 主编 

［知识责任］黄育馥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 

［丛书］历史学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编委会编 

［出版者］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选收 1994-2000 年间毕业于我国高等学校

和科研机构之博士、硕士的优秀学位论文。全书共 150 篇，分为文学、哲学、法学、历史学、

经济学、教育学六大学科卷，共 17 分册。本三卷为“历史学卷”。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 

［丛书］历史学卷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编委会编 

［出版者］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选收 1994-2000 年间毕业于我国高等学校

和科研机构之博士、硕士的优秀学位论文。全书共 150 篇，分为文学、哲学、法学、历史学、

经济学、教育学六大学科卷，共 17 分册。本三卷为“历史学卷”。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 

［丛书］历史学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编委会编 

［出版者］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选收 1994-2000 年间毕业于我国高等学校

和科研机构之博士、硕士的优秀学位论文。全书共 150 篇，分为文学、哲学、法学、历史学、

经济学、教育学六大学科卷，共 17 分册。本三卷为“历史学卷”。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 

［丛书］历史学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编委会编 

［出版者］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选收 1994-2000 年间毕业于我国高等学校

和科研机构之博士、硕士的优秀学位论文。全书共 150 篇，分为文学、哲学、法学、历史学、

经济学、教育学六大学科卷，共 17 分册。本三卷为“历史学卷”。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史学/文集 

  

 

［正题名］一个学者的思想轨迹 

［第一责任人］余永定著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经济学/文集 

［知识责任］余永定 著 

  

 

［正题名］日本近代汉文学 

［第一责任人］高文汉著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人文日本新书 王晓平主编 

［主题词］汉语/文学研究/文学史/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高文汉 著 

  

 

［正题名］布衣与学术 



［副题名］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嘉川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胡应麟，是明代中后期浙东的一位著名文献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当时

首屈一指的大藏书家。本书主要从总体上考察胡应麟的生平情况，重带点是胡应麟的生平志

趣和与王世贞交谊两个论题。 

［知识责任］王嘉川 著 

  

 

［正题名］从延安窑洞到北京外交部街 

［第一责任人］宗道一，傅铮铮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口述与对话》丛书 宗道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的出版得到浙江省重点学科——财政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主题词］外交人员/访问记/中国 

［主题词］外交人员/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宗道一 主编 

［知识责任］傅铮铮 主编 

  

 

［正题名］晚清营业书目 

［第一责任人］周振鹤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书目本身不是为了销售的，只是书店为出售书籍而编制的小册子或单章的供招

贴的传单。这样的书目几乎从未引起学人的注意，更少有人将其一一保存下来。但正是这样

的营业书目充分展示了当时世面上的书籍流行情况，也就是说反映了大众阅读趋向，而这种

趋向与当时社会自身发展是相一致的，也基本上与国家改革的进程相切合，但不会完全合拍。

另外，对历史学而言，片言只字无不是可资用的资料。这些正是编者编辑此书的目的之一。 

［主题词］出版者目录/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周振鹤 编 

  

 

［正题名］中国目录学史 

［第一责任人］姚名达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陈昕主编 

［主题词］目录学/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姚名达 撰 

  

 



［正题名］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 

［第一责任人］苑鲁编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溯游抗战重庆丛书 肆 

［知识责任］苑鲁 编著 

  

 

［正题名］温故 

［书目卷册］之四 

［第一责任人］刘瑞琳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了 28 篇文章，具体包括《热闹的月坛北街》、《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

意》、《墓石之魂》、《老铁二区的那家商店》等。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瑞琳 主编 

  

 

［正题名］萧乾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萧乾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风雨岁月丛书 常君实主编 

［主题词］文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萧乾 著 

  

 

［正题名］教育与女性 

［副题名］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 

［并列题名］Education and Women 

［第一责任人］乔素玲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主题词］妇女/历史/中国/840-1921 

［主题词］教育史/妇女/中国/840-1921 

［知识责任］乔素玲 著 

  

 

［正题名］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 



［书目卷册］第 一辑 

［第一责任人］《历史教学》编辑部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历史教学》编辑部近几年来对一批中、青年历史学者进行了访问，这些学者

思想活跃、功底扎实，大多在五十岁上下，正是学术年龄的黄金阶段。他们的学术成果代表

了目前中国史学的 高水平，或者说代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现在把这些访问录汇为一编，

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主题词］史学家/访问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历史教学》编辑部 编 

  

 

［正题名］甲申一九四四 

［第一责任人］王健虎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中国/1944 

［知识责任］王健虎 著 

  

 

［正题名］鬼子进村 

［副题名］1942 年“五一”大“扫荡”纪实 

［第一责任人］丁晓山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扫荡/史料/冀中地区/1942 

［知识责任］丁晓山 著 

  

 

［正题名］中共厦门地方史专题研究 

［丛书］社会主义时期 

［书目卷册］Ⅱ 

［第一责任人］单辉主编 

［译者］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知识责任］单辉 主编 

  

 

［正题名］水竹居主人日記 

［书目卷册］九 

［丛书］昭和七年（1932）二月六日至昭和十年（1935）二月三日 農曆壬申年元月至甲戌

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張麗俊著 



［译者］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编纂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 43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2004]11 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丰原下南坑人张丽俊所写日记，日记详细记载了日本时期丰原的民生、

社会种种，时间长达二十八年。本书可阅读到当时商社经营、人迹悲歌、台湾礼俗及张家的

家族历史等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台湾社会变迁的史料 

［主题词］侵华史/日本/近代/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史料 

［主题词］家族史 

［知识责任］张丽俊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纂 

［次知识责任］洪秋芬 编纂 

［次知识责任］李毓岚 编纂 

  

 

［正题名］水竹居主人日記 

［书目卷册］十 

［丛书］昭和十年（1935）二月四日至昭和十二年（1937）二月四日 農曆乙亥年元月至丙

子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張麗俊著 

［译者］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编纂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 43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2004]11 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丰原下南坑人张丽俊所写日记，日记详细记载了日本时期丰原的民生、

社会种种，时间长达二十八年。本书可阅读到当时商社经营、人迹悲歌、台湾礼俗及张家的

家族历史等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台湾社会变迁的史料 

［主题词］侵华史/日本/近代/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史料 

［主题词］家族史 

［知识责任］张丽俊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纂 

［次知识责任］洪秋芬 编纂 

［次知识责任］李毓岚 编纂 

  

 

［正题名］灌園先生日記 

［书目卷册］(七) 

［丛书］一九三四年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著 

［译者］许雪姬,吕绍理编辑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2 年[2003]7 月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叢刊 1 

［主题词］现代史/台湾/史料/1927-1955 

［知识责任］林献堂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 

［次知识责任］吕绍理 编 

  

 

［正题名］灌園先生日記 

［书目卷册］(八) 

［丛书］一九三五年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著 

［译者］許雪姬,吕绍理编辑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2004]4 月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叢刊 1 

［主题词］现代史/台湾/史料/1927-1955 

［知识责任］林献堂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 

［次知识责任］吕绍理 编 

  

 

［正题名］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録 

［第一责任人］羅久蓉，游鑑明，瞿海源訪問 

［译者］羅久蓉等紀録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2004）11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歴史叢書 85 

［主题词］妇女/社会生活/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罗久蓉 访问 

［知识责任］游鉴明 访问 

［知识责任］瞿海源 访问 

  

 

［正题名］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 

［第一责任人］陳儀深等访问 

［译者］王景玲等纪录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 6 月[1987.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84 

［主题词］史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陈仪深 访问 

［次知识责任］王景玲 纪录 

  

 



［正题名］難以紀念的紀念 

［副题名］一個北大高才生之死 

［第一责任人］宋詒瑞编 

［出版者］明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学生/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宋诒瑞 编 

  

 

［正题名］口述歷史 

［书目卷册］第 12 期 

［丛书］美麗島事件專輯 

［第一责任人］陳儀深编辑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四月[2004.4] 

［主题词］政治事件/台湾/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陈仪深 编辑 

  

 

［正题名］中国现代化德反思 

［第一责任人］李德全著 

［出版者］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4.2 

［主题词］政论/中国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德全 著 

  

 

［正题名］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 

［第一责任人］李恩涵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外交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恩涵 著 

  

 

［正题名］20 世纪的香港經濟 

［第一责任人］劉蜀永主編 

［译者］饒餘慶等作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经济史/文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十世纪 

［知识责任］刘蜀永 主编 

［次知识责任］饶余庆 作 



［次知识责任］周亮全 作 

［次知识责任］邓树雄 作 

［次知识责任］张俊义 作 

［次知识责任］孙丽莺 作 

［次知识责任］周家建 作 

  

 

［正题名］日治時期臺灣海運發展史 

［第一责任人］松浦章著 

［译者］卞鳳奎译 

［出版者］博揚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海运史/台湾/清代 

［知识责任］松浦章 著 

［次知识责任］卞凤奎 译 

  

 

［正题名］战后日台关系史（1945-1972） 

［第一责任人］陈奉林著 

［出版者］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台湾/1945-172 

［知识责任］陈奉林 著 

  

 

［正题名］中國現代化歷程 

［副题名］漢陽鐵廠（1890-1908） 

［第一责任人］鄭潤培著 

［出版者］新亚研究所，文星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新亞叢書 

［主题词］钢铁工业/工业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洋务运动/近代史 

［知识责任］郑润培 著 

  

 

［正题名］儒家思想與三民主義 

［第一责任人］胡勉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九年四月[1980.4] 

［主题词］三民主义/儒家/影响 

［主题词］先秦哲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胡勉 著 

  



 

［正题名］清華大學師生名錄資料彙編，1927-1949 

［第一责任人］蘇雲峰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校友/清华大学/人名录 

［主题词］学者/中国/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苏云峰 编 

  

 

［正题名］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第一责任人］（法）[Jean L.]作 

［译者］鄭順德译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 5 月[2004.5] 

［主题词］中法战争(1883-1885)/近代史/史料 

［知识责任］L. 作 

［次知识责任］郑顺德 译 

  

 

［正题名］近代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遷 

［第一责任人］胡春惠，薛化元主编 

［出版者］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五月[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与清代驻藏大臣之比较》、《晚清新关之海关监

督制度研究》、《中国大陆党政干部制度改革的综合分析》等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与

思潮诸方面问题的学术论文 32 篇。 

［知识责任］胡春惠 主编 

［知识责任］薛化元 主编 

  

 

［正题名］災難與重建 

［副题名］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林美容，丁仁傑，詹素娟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六月[2005.6] 

［主题词］地震/重建/台湾/1999/文集 

［知识责任］林美容 编 

［知识责任］丁仁杰 编 

［知识责任］詹素娟 编 

  

 

［正题名］學海無涯 

［副题名］近代中國留學生展 



［并列题名］Boundless learning: Foreign-educated students of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香港歷史博物館编 

［出版者］香港历史博物馆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图集 

  

 

［正题名］臺灣文獻析論 

［第一责任人］劉育嘉著 

［出版者］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刘育嘉 

  

 

［正题名］彭述之選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彭述之著 

［出版者］十月书屋 

［出版日期］1986.7 

［知识责任］彭述之 著 

  

 

［正题名］彭述之選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彭述之著 

［出版者］十月书屋 

［出版日期］1986.7 

［知识责任］彭述之 著 

  

 

［正题名］彭述之選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彭述之著 

［出版者］十月书屋 

［出版日期］1986.7 

［知识责任］彭述之 著 

  

 

［正题名］風暴十年 

［副题名］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 

［第一责任人］周鯨文著 

［出版者］时代批评社 

［出版日期］2004 



［知识责任］周鲸文 著 

  

 

［正题名］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美）司徒雷登(J.L.Stuart)著 

［译者］李宜培，潘焕昆，楊孔鑫，江德成译 

［出版者］耿修业 

［出版日期］民国四十三年十一月[1954.11]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司徒雷登 著 

［知识责任］Stuart 

［次知识责任］李宜培 译 

［次知识责任］潘焕昆 译 

［次知识责任］楊孔鑫 译 

［次知识责任］江德成 译 

  

 

［正题名］臺灣社會運動史 

［副题名］（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文化運動 

［第一责任人］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编 

［译者］王乃信等译 

［出版者］创造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编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 中卷 

［主题词］社会运动/中国/台湾/近代 

［主题词］政治运动/台湾/近代 

［主题词］文化运动/文化史/台湾/近代 

［次知识责任］王乃信 译 

  

 

［正题名］臺灣社會運動史 

［副题名］（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政治運動 

［第一责任人］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编 

［译者］王乃信等译 

［出版者］创造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编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 中卷 

［主题词］社会运动/中国/台湾/近代 

［主题词］政治运动/台湾/近代 

［主题词］政治组织/概况/台湾/近代 



［次知识责任］王乃信 译 

  

 

［正题名］臺灣社會運動史 

［副题名］（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共產主義運動 

［第一责任人］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编 

［译者］王乃信等译 

［出版者］创造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编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 中卷 

［主题词］社会运动/中国/台湾/近代 

［主题词］政治运动/台湾/近代 

［主题词］政治组织/概况/台湾/近代 

［主题词］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史/台湾/近代 

［次知识责任］王乃信 译 

  

 

［正题名］臺灣社會運動史 

［副题名］（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無政府主義運動 

［丛书］民族革命運動 

［丛书］農民運動 

［第一责任人］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编 

［译者］王乃信等译 

［出版者］创造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编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 中卷 

［主题词］社会运动/中国/台湾/近代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近代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思想史/台湾/近代 

［主题词］民族革命/革命史/台湾/近代 

［主题词］农民运动/政治史/台湾/近代 

［次知识责任］王乃信 译 

  

 

［正题名］臺灣社會運動史 

［副题名］（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 

［书目卷册］第五册 

［副题名］勞動運動 

［副题名］右翼運動 

［第一责任人］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编 



［译者］王乃信等译 

［出版者］创造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编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 中卷 

［主题词］社会运动/中国/台湾/近代 

［主题词］政治运动/台湾/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政治史/台湾/近代 

［主题词］政治组织/概况/台湾/近代 

［次知识责任］王乃信 译 

  

 

［正题名］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經濟調查報告 

［第一责任人］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經濟調查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四年九月[1985.9]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秦孝儀主编 A32 

［主题词］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农业史/四川/民国 

［次知识责任］秦孝仪 主编 

  

 

［正题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日治與戰後之檔案圖錄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一月[2002.11]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主题词］档案/图集/台湾/近代 

  

 

［正题名］20 世紀中國人的山河歲月 

［并列题名］A Journey through China a pictoeial walk, 1927-1997 

［第一责任人］中華歷史工作室编撰 

［出版者］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7 

［主题词］近代史/图集/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图集/中国 

  

 

［正题名］革命學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六年六月[1986.6] 

［主题词］革命理论/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秦孝仪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名人傳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李云汉主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名人/列传/中国/民国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名人傳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李云汉主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名人/列传/中国/民国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 

［副题名］組訊工作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主編 

［译者］刘维 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二月[1998.12] 

［丛编题名］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 第二十二集 

［知识责任］陳鵬仁 主編 

［次知识责任］刘维  编 

  

 

［正题名］戰時交通 

［第一责任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五年十二月[1976.12]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秦孝儀主编 A34 

［附注内容］本书由王沿津编著《戰時交通政策》；薛光前等著《新驛運々動》；薛光前著《怎

樣推行驛運》；張嘉璈作《戰時交通》影印合编而成。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中国 

［次知识责任］王沿津 编著 

［次知识责任］薛光前 著 

［次知识责任］张嘉璈 作 



［次知识责任］秦孝仪 主编 

  

 

［正题名］革命文獻 

［书目卷册］第 96 辑 

［丛书］抗戰建國史料 

［丛书］社會建設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主编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九月[1984.9]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中国/民国（1912-1945） 

［主题词］国家建设/政治史/中国/民国（1912-1945） 

［知识责任］秦孝仪 主编 

  

 

［正题名］革命文獻 

［书目卷册］第 97 辑 

［丛书］抗戰建國史料 

［丛书］社會建設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主编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九月[1984.9]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中国/民国（1912-1945） 

［主题词］国家建设/政治史/中国/民国（1912-1945） 

［知识责任］秦孝仪 主编 

  

 

［正题名］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 

［第一责任人］李登輝受访 

［译者］鄒景雯纪录 

［出版者］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主题词］台湾问题/地方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李登辉 受访 

［次知识责任］邹景雯 著 

  

 

［正题名］近代台灣史要覽 

［第一责任人］游啟亨编撰 



［出版者］人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游启亨 编撰 

  

 

［正题名］南瀛抗日誌 

［第一责任人］凃顺从著 

［出版者］台南县文化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二月[2000.2] 

［丛编题名］南瀛民俗風情叢書 6 

［主题词］抗日斗争/地方史/台湾/日据时期（1895-1945） 

［知识责任］凃顺从 著 

  

 

［正题名］口述歷史 

［副题名］旗峰會采微 

［第一责任人］葉振輝访问 

［译者］臧紫騏纪录 

［出版者］高雄市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十二月[2003.12] 

［知识责任］叶振辉 访问 

［次知识责任］臧紫骐 纪录 

  

 

［正题名］渡台悲歌 

［副题名］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 

［第一责任人］黃榮洛著 

［出版者］台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丛编题名］協和台灣叢刊 

［主题词］台湾/地方史/近代 

［知识责任］黄荣洛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主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十二月[1983.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秦孝仪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主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十二月[1983.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秦孝仪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主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十二月[1983.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秦孝仪 主编 

  

 

［正题名］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 

［并列题名］The Opening of Formosa to foreign commerce 

［第一责任人］葉振輝著 

［出版者］叶振辉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四年五月[1985.5] 

［主题词］台湾/地方史/清代 

［主题词］台湾/经济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叶振辉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九编 

［丛书］近代歷史上的臺灣 

［第一责任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五年九月[1986.9]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文集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正题名］革命二畫家 

［副题名］高劍父、潘達微合傳 

［第一责任人］臧冠華撰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四年四月[198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画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臧冠华 撰 

  

 

［正题名］風骨嶙峋的長者 

［副题名］蔡培火傳 

［第一责任人］蘇進強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六月[1990.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苏进强 撰 

  

 

［正题名］但求無愧我心 

［副题名］尹仲容傳 

［第一责任人］邱七七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六月[1988.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邱七七 著 

  

 

［正题名］志同道合 

［副题名］邵元冲、張默君夫婦傳 

［第一责任人］張健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三 年八月[1984.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健 著 

  

 

［正题名］扶顛持危 

［副题名］陳英士傳 

［第一责任人］查顯琳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三年六月[1984.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查显琳 著 

  



 

［正题名］東北英豪 

［副题名］朱霽青傳 

［第一责任人］劉心皇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五年四月[1986.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心皇 著 

  

 

［正题名］英風遺烈 

［副题名］田桐傳 

［第一责任人］姜龍昭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民国七十三年三月[1984.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姜龙昭 著 

  

 

［正题名］忠藎垂型 

［副题名］谷正倫傳 

［第一责任人］童世璋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五年四月[1986.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童世璋 著 

  

 

［正题名］念兹在兹 

［副题名］丘念臺傳 

［第一责任人］蘇雲青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三年二月[1984.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诗人 

［知识责任］苏云青 著 

  

 

［正题名］筆雄萬夫 

［副题名］葉楚傖傳 



［第一责任人］劉蘋華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五年六月[1986.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苹华 著 

  

 

［正题名］革命女傑 

［副题名］徐宗漢傳 

［第一责任人］郭晉秀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三年六月[1984.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妇女/人物研究 

［知识责任］郭晋秀 著 

  

 

［正题名］英烈千秋 

［副题名］張自忠傳 

［第一责任人］祝康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三月[1981.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祝康 撰 

  

 

［正题名］百年憶述 

［副题名］先進先賢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合輯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主编 

［译者］宋正儀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10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正仪 編 

  

 

［正题名］百年憶述 



［副题名］先進先賢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合輯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主编 

［译者］宋正儀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11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正仪 編 

  

 

［正题名］百年憶述 

［副题名］先進先賢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合輯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主编 

［译者］宋正儀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1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正仪 編 

  

 

［正题名］百年憶述 

［副题名］先進先賢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合輯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主编 

［译者］宋正儀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13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正仪 編 

  

 

［正题名］百年憶述 

［副题名］先進先賢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合輯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主编 

［译者］宋正儀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14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正仪 編 

  

 

［正题名］葉楚傖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葉楚傖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六月[1983.6] 

［主题词］政论/文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叶楚伧 著 

  

 

［正题名］葉楚傖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葉楚傖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六月[1983.6] 

［主题词］政论/文集/中国/近代 

［主题词］散文/文集 

［知识责任］叶楚伧 著 

  

 

［正题名］葉楚傖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葉楚傖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六月[1983.6] 

［主题词］政论/文集/中国/近代 

［主题词］诗歌/文集 

［知识责任］叶楚伧 著 

  

 

［正题名］民生史觀論叢 

［第一责任人］秦孝儀，文崇一等著 

［译者］近代中國雜志社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三年四月[1984.4] 

［主题词］三民主义/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民生主义/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秦孝仪 著 

［知识责任］文崇一 著 

  

 

［正题名］狄君武先生遺稿 

［第一责任人］狄膺著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五十四年三月[1965.3] 

［知识责任］狄膺 著 

  

 

［正题名］前國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遺集 

［第一责任人］林森著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五十五年二月[1966.2] 

［主题词］政治人物/纪念文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森 著 

  

 

［正题名］劉茂恩先生訪問紀錄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校阅 

［译者］郭易堂，林泉访问纪录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十二月[1992.12]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5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云汉 校阅 

［次知识责任］郭易堂 访问纪录 

［次知识责任］林泉 访问纪录 

  

 

［正题名］郭寄嶠先生訪問紀錄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校阅 

［译者］林泉访问纪录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二月[1993.12]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7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云汉 校阅 



［次知识责任］林泉 访问纪录 

  

 

［正题名］滕傑先先生訪問紀錄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校阅 

［译者］蒋京访问纪录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一月[1993.11]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6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云汉 校阅 

［次知识责任］蒋京 访问纪录 

  

 

［正题名］李郁廷先生訪問紀錄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校阅 

［译者］郭易堂纪录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十二月[1995.12]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9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云汉 校阅 

［次知识责任］郭易堂 纪录 

  

 

［正题名］萧贊育先生訪問紀錄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校阅 

［译者］蒋京纪录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十一月[1992.11]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4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云汉 校阅 

［次知识责任］蒋京 纪录 

  

 

［正题名］鲁青抗戰記實 

［第一责任人］李先良遗著 

［译者］李雲漢校阅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二月[1994.12]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8 

［主题词］抗日战争/国民党/战场/山东/史料 

［知识责任］李先良 著 



［次知识责任］李云汉 校阅 

  

 

［正题名］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赵尔巽等撰 

［译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辑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二月[1994.12]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清代 

［知识责任］赵尔巽 撰 

  

 

［正题名］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赵尔巽等撰 

［译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辑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二月[1994.12]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清代 

［知识责任］赵尔巽 撰 

  

 

［正题名］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輯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光绪（清代） 

［主题词］甲午战争/史料 

  

 

［正题名］法軍侵臺檔補編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法战争(1883-1885)/近代史/史料 

［主题词］对外关系/中国/法国/清代 

  

 

［正题名］满州秘檔選輯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主题词］古代史/史料/中国/清代（1616-1643） 

  

 

［正题名］福建臺灣奏摺 

［第一责任人］[沈葆楨]著 

［译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主题词］地方史/福建/清代/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沈葆桢 著 

  

 

［正题名］毛澤東欽點的一百零八名戰犯的歸宿 

［第一责任人］曉沖主编 

［出版者］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歷史真相系列 6 

［主题词］国民党军/战犯/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晓冲 主编 

  

 

［正题名］紅朝宰相 

［副题名］周恩來人格解剖 

［第一责任人］金钟主编 

［出版者］ 放杂志社 

［出版日期］1998.6 

［丛编题名］開放叢書 

［知识责任］金钟 主编 

  

 

［正题名］夢迴西安關外情 

［副题名］張學良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潘寧東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中廣叢書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潘宁东 著 

  

 

［正题名］歷史的覺醒 

［副题名］香港社會史論 

［第一责任人］施其樂著 

［译者］宋鴻耀译 

［出版者］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社会史/香港/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施其乐 著 

［知识责任］Smith 著 

［次知识责任］宋鸿耀 译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料叢編介紹 

［书目卷册］第一集 

［第一责任人］羅家倫主编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五十七年九月[1968.9]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介绍/中国 

［知识责任］罗家伦 主编 

  

 

［正题名］抗戰時期我國留學教育史料 

［副题名］各省考選留學生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林清芬编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1937-1945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林清芬 编 

  

 

［正题名］抗戰時期我國留學教育史料 

［副题名］各省考選留學生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林清芬编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六月[1998.6]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1937-1945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林清芬 编 

  

 

［正题名］抗戰時期我國留學教育史料 

［副题名］各省考選留學生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林清芬编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四月[1998.4]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1937-1945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林清芬 编 

  

 

［正题名］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五年四月[1986.4] 

［主题词］史学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黃季陸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五年十一月月[1986.11]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论文集 

［知识责任］黄季陆 著 

  

 

［正题名］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黃季陸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五年十一月月[1986.11]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论文集 

［知识责任］黄季陆 著 

  

 



［正题名］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黃季陸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五年十一月月[1986.11]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论文集 

［知识责任］黄季陆 著 

  

 

［正题名］辛亥年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年八月[1981.8] 

［主题词］保路运动/史料/四川省/辛亥革命时期 

  

 

［正题名］辛亥年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史料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年八月[1981.8] 

［主题词］保路运动/史料/四川省/辛亥革命时期 

  

 

［正题名］西北建設考察團報告 

［第一责任人］羅家倫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五十七年五月[1968.5] 

［丛编题名］國史集刊 一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北地区/中国/1943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閻錫山檔案 

［丛书］要電録存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注 

  

 



［正题名］閻錫山檔案 

［丛书］要電録存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注 

  

 

［正题名］閻錫山檔案 

［丛书］要電録存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注 

  

 

［正题名］閻錫山檔案 

［丛书］要電録存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注 

  

 

［正题名］中日戰争與鴉片（1937-1945） 

［副题名］以内蒙古地區為中心 

［第一责任人］（韩）朴橿著 

［译者］游娟鐶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1998.3 

［主题词］鸦片/政策/日本/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敌占区/地区经济/中国 

［知识责任］朴橿 著 

［次知识责任］游娟鐶 译 

  

 

［正题名］清末民初美國在華的企業投資（1818-1937） 

［第一责任人］羅志平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六月[1996.6] 

［丛编题名］民國史學叢書 3 

［主题词］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中国/美国/1818-1937 

［主题词］投资/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罗志平 著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史料概述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介绍/中国 

  

 

［正题名］張嘉璈與中國銀行的經營與發展 

［第一责任人］毛知礪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九月[1996.9] 

［主题词］金融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银行/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毛知礪 著 

  

 

［正题名］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 

［第一责任人］王克文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14 

［主题词］汪精卫/生平事迹 

［主题词］政治人物/中国/近代 

［主题词］汪伪政府/1940-1945 

［知识责任］王克文 著 

  

 

［正题名］曾琦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陳正茂编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六月[1996.6] 

［丛编题名］民國年譜叢書 1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正茂 编著 

  

 



［正题名］國民政府時期外交部工作報告 

［副题名］（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三月[1999.3] 

［主题词］中外关系/报告/中国/近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琇环 编 

  

 

［正题名］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编 

［副题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薛月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1945-1949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 

  

 

［正题名］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编 

［副题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薛月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六月[1998.6]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1945-1949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 

  

 

［正题名］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编 

［副题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薛月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二月[1999.2]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1945-1949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 

  

 

［正题名］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彙编 

［丛书］光復初期臺灣經濟建設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薛月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三月[1995.3]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丛书 

［主题词］经济建设/史料/台湾/1945-1950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 

  

 

［正题名］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 

［副题名］岭峋志節一書生 

［第一责任人］程玉鳳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丛编题名］臺灣史研究論叢 

［主题词］文学作品/研究/中国/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程玉凤 著 

  

 

［正题名］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留學日本事務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林清芬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清芬 编 

  

 

［正题名］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留學日本事務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林清芬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清芬 编 

  

 

［正题名］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留學美國事務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林清芬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二月[2003.2]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清芬 编 

  

 

［正题名］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留學美國事務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林清芬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十二月[2004.12]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清芬 编 

  

 

［正题名］臺灣光復後美援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軍協計劃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三月[1997.3]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主题词］地方/经济史/台湾 

［主题词］美“援”/经济援助/中国/台湾/战后 

［主题词］军事/协作/美国/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周琇环 编 

  

 

［正题名］臺灣光復後美援史料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技術協助計劃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六月[1998.6]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主题词］地方/经济史/台湾 

［主题词］美“援”/经济援助/中国/台湾/战后 



［知识责任］周琇环 编 

  

 

［正题名］國民政府禁煙烟史料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組織法令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朱文原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禁烟运动/政策/中国/民国 

［主题词］鸦片贸易/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文原 编 

  

 

［正题名］方豪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李東華编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民国年谱丛书 4 

［主题词］基督教徒/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史学家 

［知识责任］李东华 编著 

  

 

［正题名］從甲午戰争到中日戰争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月[2001.10] 

［丛编题名］民國史學叢書 7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甲午战争/近代史/中国/日本/文集 

［主题词］抗日战争/近代史/中国/日本/文集 

［知识责任］陈鹏仁 

  

 

［正题名］近代日本政軍外交人員職名錄 

［第一责任人］陳鵬仁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五月[1994.5] 

［丛编题名］國史館民國史料叢書 7 

［主题词］政治人物/人名录/日本/近代 

［主题词］外交人员/人名录/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陈鹏仁 编 



  

 

［正题名］東南亞華僑資料彙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何鳳嬌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三月[1999.3] 

［主题词］华侨/史料/印度尼西亚 

［主题词］华人/史料/印度尼西亚 

［知识责任］何凤娇 编 

  

 

［正题名］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薛月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台湾/1945-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 

  

 

［正题名］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薛月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六月[2003.6]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台湾/1945-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 

  

 

［正题名］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論集 

［第一责任人］宋晞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月[1999.10]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宋晞 著 

  

 

［正题名］所傳為何？ 

［副题名］基督教在華宣教的檢討 

［第一责任人］鲁珍晞（Jessie G. Lutz）编 

［译者］王成勉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十月[2000.10] 

［丛编题名］民國史學叢書 11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基督教/传播/影响/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鲁珍晞 编 

［知识责任］Lutz 

［次知识责任］王成勉 译 

  

 

［正题名］昭和天皇備忘錄 

［第一责任人］栗原健著 

［译者］陳鵬仁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八月[2000.8] 

［主题词］近代史/日本/昭和时代 

［主题词］外交史/日本/昭和时代 

［知识责任］栗原健 著 

［次知识责任］陈鹏仁 译 

  

 

［正题名］戰前日本在華北的走私活動 

［副题名］一九三三～一九三七 

［第一责任人］（韩）孫準植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主题词］走私贸易/经济关系/中国/日本/1933-1945 

［主题词］国际贸易/经济史/中国/日本/1933-1945 

［主题词］掠夺/经济/华北地区/1933-1945 

［知识责任］孙准植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外交行政史略 

［第一责任人］劉達人，謝孟圜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主题词］外交/行政/外交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刘达人 著 

  

 

［正题名］農復會史料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組織沿革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三月[1995.3]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周琇环 编 

  

 

［正题名］農復會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組織沿革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三月[1995.3]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周琇环 编 

  

 

［正题名］西安事變史料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大事記要 

［书目卷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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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ential historical events 

［第一责任人］朱文原编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十月[1997.10]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主题词］西安事变/史料/1936 年 

［知识责任］朱文原 编 

  

 

［正题名］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録彙編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洪喜美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二月[1999.2]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知识责任］洪喜美 编 

  

 

［正题名］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録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洪喜美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二月[2000.2]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知识责任］洪喜美 编 

  

 

［正题名］甲午戰爭前日本之内政與備戰 

［第一责任人］林子候著 

［出版者］大人物书店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研究/1894-1895 

［主题词］政治史/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林子候 著 

［知识责任］林力生 著 

  

 

［正题名］徐悲鴻傳 

［副题名］一代畫聖 

［第一责任人］任甫孟著 

［出版者］天工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八月[1998.8] 

［主题词］画家/传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任甫孟 著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二月[2000.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二月[2000.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十二月[2000.1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十二月[2000.1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四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一月[2001.11]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五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 

［第一责任人］（美）R. J. 史麦赫司脱(R. J. Smethurst)著 

［译者］郭俊鉌译 

［出版者］金禾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月[1994.10] 

［丛编题名］國際視野叢書 10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美国加洲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版本翻译。 

［主题词］军国主义/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史麦赫司脱 著 

［知识责任］Smethurst 

［次知识责任］郭俊鉌 译 

  

 

［正题名］太虛誕生一百周年 

［副题名］國際會議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霍韜晦主编 

［出版者］法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佛教徒/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僧侣 

［知识责任］霍韬晦 主编 

  

 

［正题名］葉水心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周學武著 

［出版者］大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三月[1988.3] 

［主题词］学者/中国/生平事迹/宋代 

［知识责任］周学武 著 

  

 

［正题名］王爾敏教授七十華誕暨榮休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金強主编 

［出版者］《王尔敏教授七十华诞暨荣休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史学家/学术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评论/文集 

［知识责任］李金强 主编 

  

 

［正题名］中央與地方政府間關係與政策執行 

［第一责任人］喻銘鐸著 

［出版者］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十二月[1990.12] 

［丛编题名］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叢書 105 

［主题词］地方/行政管理 

［知识责任］喻铭铎 著 

  

 

［正题名］張作霖野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趙高山著 

［出版者］天工书局 

［出版日期］1996.1 

［主题词］军 /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赵高山 著 

  

 

［正题名］張作霖野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趙高山著 

［出版者］天工书局 

［出版日期］1996.1 

［主题词］军 /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赵高山 著 

  

 

［正题名］清代學術史研究 

［书目卷册］续编 

［第一责任人］胡楚生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二月[1994.12] 

［丛编题名］史學叢書 25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胡楚生 著 

  

 

［正题名］海峽两岸編写〈臺灣史〉的反思與整合 

［第一责任人］陳木杉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7.9 

［丛编题名］臺灣研究叢書 

［主题词］地方史/史学/研究/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陈木杉 著 

  

 

［正题名］中國軍魂 

［副题名］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 

［第一责任人］孫克刚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一月[1993.1]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孙克刚 著 

  

 

［正题名］血染我山河 

［副题名］日本侵華史實 

［第一责任人］方志平著 

［出版者］金禾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主题词］侵华暴行/研究/日本/近代 

［主题词］战争罪责/研究/日本/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日本 



［知识责任］方志平 著 

  

 

［正题名］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鄭樑生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四月[1998.4] 

［丛编题名］文史哲學集成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文集 

［知识责任］郑樑生 著 

  

 

［正题名］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鄭樑生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三月[1999.3] 

［丛编题名］文史哲學集成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文集 

［知识责任］郑樑生 著 

  

 

［正题名］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林慶彰编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儒学/思想史/中国/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林庆彰 编 

［次知识责任］吴德功 作 

［次知识责任］洪弃生 作 

［次知识责任］胡南溟 作 

［次知识责任］章太炎 作 

［次知识责任］连横 作 

［次知识责任］张纯甫 作 

［次知识责任］周定山 作 

［次知识责任］林履信 作 

［次知识责任］郭明昆 作 

［次知识责任］张深切 作 

  

 

［正题名］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林慶彰编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儒学/思想史/中国/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林庆彰 编 

［次知识责任］廖文奎 作 

［次知识责任］黄得时 作 

［次知识责任］江文也 作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地學類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四月[1988.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地學類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四月[1988.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地學類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四月[1988.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史學類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四月[1988.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史學類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四月[1988.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史學類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四月[1988.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史學類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四月[1988.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八册 

［丛书］史學類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四月[1988.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九册 

［丛书］史學類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四月[1988.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史學類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四月[1988.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丛书］政論類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三月[1989.3]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丛书］政論類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三月[1989.3]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丛书］政論類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三月[1989.3]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丛书］政論類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三月[1989.3]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丛书］政論類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三月[1989.3]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六册 

［丛书］文教類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八月[1989.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七册 

［丛书］文教類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八月[1989.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八册 

［丛书］文教類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八月[1989.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九册 

［丛书］文教類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十月[1989.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册 

［丛书］序跋函札類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十二月[1989.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一册 

［丛书］序跋函札類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十二月[1989.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二册 

［丛书］英文著作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三月[1991.3]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册 

［丛书］英文著作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五月[1991.5]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四册 

［丛书］英文著作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五月[1991.5]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張其昀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五册 

［丛书］附錄 

［第一责任人］張其昀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六月[1991.6]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 

［副题名］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 

［第一责任人］汤熙勇，陳怡如编著 

［出版者］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10 月[2001.10] 

［主题词］征兵/战争动员/日本/台湾/1937-1945 

［主题词］地方史/殖民统治/台湾/1937-1945 

［知识责任］汤熙勇 编著 

［知识责任］陈怡如 编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大事記 

［副题名］由鴉片戰爭到台灣經驗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傅安明编著 

［出版者］金禾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 

［知识责任］傅安明 编著 

  

 

［正题名］古代中韓日關係研究 

［副题名］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 

［书目卷册］之一 



［并列题名］Studies 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Korea and Japan in ancient times: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mediaeval history V.1 

［第一责任人］林天蔚，黃約瑟编 

［出版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Centre of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and monographs No.71 V.1 

［主题词］对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日本/古代 

［主题词］对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日本/韩国 

［知识责任］林天蔚 

［知识责任］黄约瑟 编 

  

 

［正题名］甲午戰争前夕中日韓三國之動向 

［第一责任人］林子候著 

［出版者］大人物书店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研究/1894-1895 

［主题词］政治史/日本/近代 

［主题词］政治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史/韩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子候 著 

［知识责任］林力生 著 

  

 

［正题名］武進劉逢禄年譜 

［第一责任人］張廣慶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学者/中国/生平事迹/近代 

［知识责任］张广庆 著 

  

 

［正题名］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入門 

［第一责任人］山根辛夫，中村義，藤井昇三，太田勝洪编 

［并列题名］周啓乾译 

［出版者］金禾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六月[1995.6] 

［丛编题名］國際視野叢書 13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近代 

［知识责任］山根辛夫 编 

［知识责任］中村义 编 

［知识责任］藤井升三 编 

［知识责任］太田胜洪 编 

［次知识责任］周启乾 译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1 

［丛书］民国十六年一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2 

［丛书］民国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3 

［丛书］民国十七年四月至七月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4 



［丛书］民国十七年八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5 

［丛书］民国十八年一月至五月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6 

［丛书］民国十八年六月至十月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7 

［丛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至十九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8 

［丛书］民国十八年四月至九月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中國近百年憲政大事年表 

［第一责任人］簡笙簧主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三月[1992.3]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正题名］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張玉法主编 

［译者］王良卿，何雯琪，吳永川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二月[1998.12] 

［主题词］抗日战争/近代史/文集 

［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良卿 编辑 

［次知识责任］何雯琪 编辑 

［次知识责任］吴永川 编辑 

  

 

［正题名］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張玉法主编 

［译者］王良卿，何雯琪，吳永川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二月[1998.12] 

［主题词］抗日战争/近代史/文集 

［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良卿 编辑 

［次知识责任］何雯琪 编辑 

［次知识责任］吴永川 编辑 

  

 

［正题名］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五月[2000.5] 

［主题词］地方史/文集/香港/近代 

［主题词］地方史/文集/澳门/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文集/中国 

  

 

［正题名］笨港古文書選輯 

［第一责任人］曾品凔编辑 

［译者］卓遵宏，笨港合和民俗發展协會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主题词］文书档案/中国/台湾/图集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图集 

［知识责任］曾品沧 编辑 

［次知识责任］卓遵宏 策划 

  

 

［正题名］楊雲萍藏台灣古文書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曾品凔主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文书档案/中国/台湾/图集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图集 

［知识责任］张炎宪 主编 

［知识责任］曾品沧 主编 

  

 

［正题名］水沙連埔社古文書選輯 

［第一责任人］簡史朗，曾品凔主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2002.12] 

［主题词］文书档案/中国/台湾/图集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图集 



［知识责任］简史朗 主编 

［知识责任］曾品沧 主编 

  

 

［正题名］雷震案史料彙編 

［丛书］雷震回憶錄焚毁案 

［第一责任人］陳世宏，張世瑛，許瑞浩，薛月順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十二月[2003.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世宏 编辑 

［知识责任］张世瑛 编辑 

［知识责任］许瑞浩 编辑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辑 

  

 

［正题名］雷震案史料彙編 

［丛书］國防部檔案選輯 

［第一责任人］陳世宏，張世瑛，許瑞浩，薛月順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十二月[2003.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世宏 编辑 

［知识责任］张世瑛 编辑 

［知识责任］许瑞浩 编辑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辑 

  

 

［正题名］雷震案史料彙編 

［丛书］黃杰警總日記選輯 

［第一责任人］陳世宏，張世瑛，許瑞浩，薛月順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十二月[2003.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世宏 编辑 

［知识责任］张世瑛 编辑 

［知识责任］许瑞浩 编辑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辑 

  

 

［正题名］雷震案史料彙編 

［丛书］雷震獄中手稿 

［第一责任人］陳世宏，張世瑛，許瑞浩，薛月順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十二月[2003.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世宏 编辑 

［知识责任］张世瑛 编辑 

［知识责任］许瑞浩 编辑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辑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文化志 

［副题名］（初稿）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中華民國史文化志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主题词］文化事业/文化史/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外交志 

［副题名］（初稿）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中華民國史外交志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2002.12]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民国 

  

 

［正题名］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副题名］（一九二八～一九三七） 

［第一责任人］李仕德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民国 

［知识责任］李仕德 著 

  

 

［正题名］臺灣主權與一個中國論述大事記 

［第一责任人］臺灣主權與一個中國論述大事記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主题词］台湾问题/大事记 

［知识责任］台湾主权与一个中国论述大事记编辑小组 编 

  

 

［正题名］蔣中正先生在臺軍事言論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相煇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一月[1994.11] 

［丛编题名］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周年叢書 

［主题词］政治人物/军事思想/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相煇 编辑 

  

 

［正题名］蔣中正先生在臺軍事言論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相煇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一月[1994.11] 

［丛编题名］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周年叢書 

［主题词］政治人物/军事思想/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相煇 编辑 

  

 

［正题名］蔣中正先生在臺軍事言論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相煇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一月[1994.11] 

［丛编题名］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周年叢書 

［主题词］政治人物/军事思想/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相煇 编辑 

  

 

［正题名］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 

［丛书］籌建篇 

［并列题名］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R. O. C. and United Nations, Origin 

［第一责任人］葉惠芬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12 月[2001.12]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叶惠芬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策划 

  

 

［正题名］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 

［丛书］重新參與篇 

［书目卷册］上 

［并列题名］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R. O. C. and United Nations, Reparticipation 

［第一责任人］林秋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12 月[2001.12]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林秋敏 编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策划 

  

 

［正题名］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 

［丛书］重新參與篇 

［书目卷册］下 

［并列题名］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R. O. C. and United Nations, Reparticipation 

［第一责任人］林秋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12 月[2001.12]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林秋敏 编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策划 

  

 

［正题名］總裁實踐總理遺志史錄 

［书目卷册］二 

［丛书］十年教訓 

［第一责任人］蕭繼宗主编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五年四月[1975.4] 

［主题词］政论/文集/中国/民国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萧继宗 主编 

  

 

［正题名］總裁實踐總理遺志史錄 

［书目卷册］三 

［丛书］雪耻圖強 

［第一责任人］蕭繼宗主编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五年十月[1975.10] 

［主题词］政论/文集/中国/民国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萧继宗 主编 

  



 

［正题名］總裁實踐總理遺志史錄 

［书目卷册］四 

［丛书］實施憲政 

［第一责任人］蕭繼宗主编 

［译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六年十二月[1977.12] 

［主题词］政论/文集/中国/民国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萧继宗 主编 

  

 

［正题名］中法越南之爭 

［第一责任人］翁萬戈辑 

［出版者］艺文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一月[2002.11] 

［丛编题名］翁同龢文獻叢編 四 

［主题词］中法战争/近代史/史料/1883-1885 

［主题词］中法关系/国际关系史/清代 

［主题词］中越关系/国际关系史/清代 

［知识责任］翁万戈 辑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臺灣省專賣局、臺灣糖業公司檔案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译者］简笙簧主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3]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档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圣 编 

［次知识责任］李旺台 编 

［次知识责任］林秋燕 编 

［次知识责任］张益瞻 编 

［次知识责任］张聪明 编 

［次知识责任］陈士伯 编 

［次知识责任］廖继斌 编 

［次知识责任］刘峰松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六 

［丛书］中國石油公司、臺灣電力公司檔案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译者］简笙簧主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 6 月[2002.6]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档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圣 编 

［次知识责任］李旺台 编 

［次知识责任］林秋燕 编 

［次知识责任］张益瞻 编 

［次知识责任］张聪明 编 

［次知识责任］陈士伯 编 

［次知识责任］廖继斌 编 

［次知识责任］刘峰松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七 

［丛书］臺灣大學、臺北成功中學檔案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译者］简笙簧主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3]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档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圣 编 

［次知识责任］李旺台 编 

［次知识责任］林秋燕 编 

［次知识责任］张益瞻 编 

［次知识责任］张聪明 编 

［次知识责任］陈士伯 编 

［次知识责任］廖继斌 编 

［次知识责任］刘峰松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八 

［丛书］中興大學、臺中技術學院、成功大學、嘉義中學、高雄中學檔案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译者］简笙簧主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3]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档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圣 编 

［次知识责任］李旺台 编 

［次知识责任］林秋燕 编 

［次知识责任］张益瞻 编 

［次知识责任］张聪明 编 

［次知识责任］陈士伯 编 

［次知识责任］廖继斌 编 

［次知识责任］刘峰松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九 

［丛书］國家安全局、臺灣省咨議會檔案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译者］简笙簧主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 12 月[2002.12]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档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圣 编 

［次知识责任］李旺台 编 

［次知识责任］林秋燕 编 

［次知识责任］张益瞻 编 

［次知识责任］张聪明 编 

［次知识责任］陈士伯 编 

［次知识责任］廖继斌 编 

［次知识责任］刘峰松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丛书］十 

［书目卷册］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文獻會檔案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译者］简笙簧主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 12 月[2002.12]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档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圣 编 

［次知识责任］李旺台 编 

［次知识责任］林秋燕 编 

［次知识责任］张益瞻 编 

［次知识责任］张聪明 编 

［次知识责任］陈士伯 编 

［次知识责任］廖继斌 编 

［次知识责任］刘峰松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丛书］十一 

［书目卷册］臺灣縣政府檔案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译者］简笙簧主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 12 月[2002.12]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档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圣 编 

［次知识责任］李旺台 编 

［次知识责任］林秋燕 编 

［次知识责任］张益瞻 编 

［次知识责任］张聪明 编 

［次知识责任］陈士伯 编 

［次知识责任］廖继斌 编 

［次知识责任］刘峰松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丛书］十二 

［书目卷册］彰化縣政府檔案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译者］简笙簧主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 12 月[2002.12]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档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圣 编 

［次知识责任］李旺台 编 



［次知识责任］林秋燕 编 

［次知识责任］张益瞻 编 

［次知识责任］张聪明 编 

［次知识责任］陈士伯 编 

［次知识责任］廖继斌 编 

［次知识责任］刘峰松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丛书］十三 

［书目卷册］臺中縣政府檔案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译者］简笙簧主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2 年 12 月[2003.12]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档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圣 编 

［次知识责任］李旺台 编 

［次知识责任］林秋燕 编 

［次知识责任］张益瞻 编 

［次知识责任］张聪明 编 

［次知识责任］陈士伯 编 

［次知识责任］廖继斌 编 

［次知识责任］刘峰松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丛书］十四 

［书目卷册］臺中縣政府檔案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译者］简笙簧主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2 年 12 月[2003.12]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档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圣 编 

［次知识责任］李旺台 编 

［次知识责任］林秋燕 编 

［次知识责任］张益瞻 编 

［次知识责任］张聪明 编 

［次知识责任］陈士伯 编 



［次知识责任］廖继斌 编 

［次知识责任］刘峰松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丛书］十五 

［书目卷册］臺北市政府、臺東縣政府檔案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译者］简笙簧主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2 年 12 月[2003.12]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档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圣 编 

［次知识责任］李旺台 编 

［次知识责任］林秋燕 编 

［次知识责任］张益瞻 编 

［次知识责任］张聪明 编 

［次知识责任］陈士伯 编 

［次知识责任］廖继斌 编 

［次知识责任］刘峰松 编 

  

 

［正题名］中共教導旅陝北作戰日誌 

［副题名］（1947 年 3 月 22 日～1948 年 3 月 13 日） 

［第一责任人］薛月順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九月[2001.9] 

［丛编题名］國共作戰史料 

［主题词］第一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史料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西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辑 

  

 

［正题名］國民政府檔案 

［书目卷册］一 

［丛书］中華民國國旗與國歌史料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審編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月[2002.10] 

［丛编题名］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出版系列 

［主题词］档案/近代史/中国/民国（1912-1949） 

［主题词］国旗/中国/民国 



［主题词］国歌/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国史馆审编处 编 

  

 

［正题名］國民政府檔案 

［书目卷册］二 

［丛书］國民政府對日情報及意見史料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審編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月[2002.10] 

［丛编题名］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出版系列 

［主题词］档案/近代史/中国/民国（1912-1949）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档案/民国（1912-1949） 

［主题词］抗日战争/档案/中国 

［知识责任］国史馆审编处 编 

  

 

［正题名］國民政府檔案 

［书目卷册］二 

［丛书］國民政府對日情報及意見史料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審編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月[2002.10] 

［丛编题名］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出版系列 

［主题词］档案/近代史/中国/民国（1912-1949）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档案/民国（1912-1949） 

［主题词］抗日战争/档案/中国 

［知识责任］国史馆审编处 编 

  

 

［正题名］國父生辰的考證 

［第一责任人］黃季陸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十一月[1983.11] 

［主题词］政治家/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黄季陆 著 

  

 

［正题名］民主典例與民主憲政 

［第一责任人］黃季陸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九月[1983.9]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黄季陆 著 

  

 

［正题名］我们的總理 

［第一责任人］黃季陸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十一月[1983.11] 

［主题词］政治家/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黄季陆 著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目錄 

［书目卷册］一 

［丛书］籌筆一 

［第一责任人］朱文原主编 

［译者］張鴻銘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月[1998.10] 

［丛编题名］檔案目錄彙編 1 

［主题词］政治人物/档案/目录/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文原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鸿铭 编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目錄 

［书目卷册］二 

［丛书］籌筆二 

［第一责任人］朱文原主编 

［译者］張鴻銘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月[1998.10] 

［丛编题名］檔案目錄彙編 1 

［主题词］政治人物/档案/目录/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文原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鸿铭 编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文物 

［副题名］革命文獻 

［书目卷册］一 

［丛书］北伐史料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審編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月[2002.10] 

［丛编题名］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出版系列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国史馆审编处 编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文物 

［副题名］革命文獻 

［书目卷册］二 

［丛书］寧漢分裂與清黨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審編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月[2002.10] 

［丛编题名］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出版系列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国史馆审编处 编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文物 

［副题名］革命文獻 

［书目卷册］三 

［丛书］剿共與西安事變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審編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月[2002.10] 

［丛编题名］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出版系列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国史馆审编处 编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文物 

［副题名］革命文獻 

［书目卷册］四 

［丛书］中日關係史料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審編處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月[2002.10] 

［丛编题名］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出版系列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国史馆审编处 编 

  

 

［正题名］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经济史/农业经济/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翰笙 编 

［知识责任］薛暮桥 编 

［知识责任］冯和法 编 

  

 

［正题名］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翰笙 编 

［知识责任］薛暮桥 编 

［知识责任］冯和法 编 

  

 

［正题名］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附注内容］本辑收选的是本世纪解放前的资料,前三篇是论述农村的性质调查方法的文章,

其余都是农村实地调查和农村实地报导的资料。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农业经济/工作/文献 

［主题词］农业经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工作/文献 

［主题词］农村/社会调查/中国/1924-1950/文献 

［主题词］社会调查/农村/中国/1924-1950/文献 

［知识责任］陈翰笙 编 

［知识责任］薛暮桥 编 

［知识责任］冯和法 编 

  

 

［正题名］江青畫傳 

［第一责任人］葉永烈編著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司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叶永烈 編著 

  

 



［正题名］李銳談毛澤東 

［第一责任人］李銳著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九思實錄書係（九思文化） 

［知识责任］李銳 著 

  

 

［正题名］軍報内部消息 

［副题名］『文革』親歷實錄 

［第一责任人］盧弘著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九思實錄書係（九思文化）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通过自己在《解放军报》社亲身的经历，披露了大量至尽为人罕知的

内幕，记述了它在“文革”中的特殊作用。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1966-1976 

［知识责任］卢弘 著 

  

 

［正题名］我眼中的他們 

［第一责任人］于光遠著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九思實錄書係（九思文化）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于光远 著 

  

 

［正题名］毛澤東智慧 

［第一责任人］俞吾金著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九思實錄書係（九思文化）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俞吾金 著 

  

 

［正题名］在歷史的風陵渡口 

［第一责任人］高華著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九思實錄書係（九思文化） 

［附注内容］该书从作者 1988 年-2004 年发表的论文精选而成，内容涉及民国史、中共党



史、当代中国史等领域。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高华 著 

  

 

［正题名］十年一夢 

［副题名］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回憶錄 

［第一责任人］徐景賢著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九思實錄書係（九思文化）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徐景贤 著 

  

 

［正题名］我憶鄧小平 

［第一责任人］于光遠著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九思實錄書係（九思文化） 

［知识责任］于光远 著 

  

 

［正题名］聶元梓回憶錄 

［副题名］文革『五大領袖』 

［第一责任人］聶元梓著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九思實錄書係（九思文化）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 

［知识责任］聂元梓 著 

  

 

［正题名］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 

［副题名］位卑未敢忘憂國 

［第一责任人］余習廣主编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九思實錄書係（九思文化） 

［主题词］整风 

［主题词］反右 

［主题词］大跃进/谏言/1957-1962 

［知识责任］余习广 主编 



  

 

［正题名］赤色悲劇 

［第一责任人］陳歆耕著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九思實錄書係（九思文化）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肃反运动 

［主题词］苏区/肃反运动 

［知识责任］陈歆耕 著 

  

 

［正题名］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 

［副题名］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郑仲兵主编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九思實錄書係（九思文化） 

［知识责任］郑仲兵 主编 

  

 

［正题名］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 

［副题名］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郑仲兵主编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時代書係 

［知识责任］郑仲兵 主编 

  

 

［正题名］給你所愛的人民以自由 

［第一责任人］茅以軾著 

［译者］何宗思整理 

［出版者］泰德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時代書係 22 

［主题词］民主/论述 

［主题词］人权/论述 

［主题词］自由/论述 

［知识责任］茅以轼 著 

  

 



［正题名］20 世纪香港社会与文化 

［并列题名］Hong Ko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张丽著 

［出版者］名创国际（新）私人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张丽 著 

  

 

［正题名］文革受難者 

［ 并 列 题 名 ］ Victims of Cultural Revolution---An Investigative Account of 

Persecution,Imprisonment and Murder 

［副题名］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 

［第一责任人］王友琴著 

［出版者］開放雜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開放叢書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回忆录/1966-1976 

［知识责任］王友琴 著 

  

 

［正题名］血色黎明 

［副题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实 

［第一责任人］原立是著 

［出版者］金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红军/纪实/中国 

［知识责任］原立是 著 

  

 

［正题名］唐达成 

［副题名］文坛风雨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陈伟人著 

［出版者］溪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经历 

［知识责任］ 陈伟人 著 

  

 

［正题名］生之舞 

［副题名］一群争取思想自由的先行者 

［第一责任人］陶洛誦著 

［出版者］星輝圖書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经历 



［知识责任］陶洛诵 著 

  

 

［正题名］毛澤東、周恩來與中共領導權的變遷（1931-1945） 

［并列题名］Mao zedong,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副题名］中共歷史上領導權 不穩定 微妙時期的權力鬥爭與演變 

［第一责任人］托馬斯·凱平（Thomas Kampen）著 

［译者］遠暉譯 

［出版者］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8 

［知识责任］凯平 著 

［知识责任］Kampen 

［次知识责任］远晖 译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一）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 12 月[1997]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388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二）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 12 月[1997]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389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1644-1912）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三）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399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四）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3 月[2000]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20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五）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3 月[2000]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21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六）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10 月[2000]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35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七）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10 月[2000]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36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八）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11 月[2000]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37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九）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1 年 5 月[2002]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55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十一）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2 年 7 月[2003]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77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十二）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2 年 7 月[2003]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78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十）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1 年 5 月[2002]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56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十三）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 4 月[2004]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83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十四）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 10 月[2004]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83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清史論集 

［丛书］（十五） 

［第一责任人］莊吉発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4 年 6 月[2005]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503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台湾儒学 

［并列题名］Taiwanese Confucianism 

［副题名］起源·发展与转化 

［第一责任人］陈昭瑛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2000［民国 89 年］ 

［丛编题名］台湾研究系列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研究/台湾省/现代 

［主题词］文化/研究/台湾省/现代 

［知识责任］陈昭瑛 著 

  

 

［正题名］一九三○年代的臺灣 

［副题名］臺灣的第一次黄金時代 

［第一责任人］郭明亮, 葉俊麟著 

［出版者］博揚文化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台湾閲覧室 15 

［附注内容］總策劃: 楊蓮福 

［附注内容］附録 1: 1930 年代建築年表: p189-195 

［附注内容］附録 2: 1930 記事一覽表: p196-200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930 

［知识责任］郭明亮 

［知识责任］叶俊麟 著 

  

 

［正题名］浴火重生 

［副题名］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 

［第一责任人］胡國台著 

［出版者］稲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史學叢書系列 64 

［主题词］高等教育/台湾/抗战时期 

［知识责任］胡国台 著 

  

 

［正题名］臺灣地區歴史學研究彙編 

［副题名］2000-2003 

［第一责任人］蕭道中, 陳世榮, 張維屏主編 

［出版者］國立政治大學歴史學系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政治大學研究彙編 3 

［主题词］史学理论/台湾 

［主题词］历史学/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萧道中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世荣 主编 

［知识责任］张维屏 主编 

  

 

［正题名］林獻堂傳 

［第一责任人］黄富三著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民族运动/先驱 

［知识责任］黄富三 著 

  

 

［正题名］畫中有話 

［副题名］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 

［第一责任人］黄克武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黄克武 

  

 

［正题名］近代華人生卒簡歴表 

［第一责任人］胡健國編著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人物/生卒年/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胡健国 著 

  

 

［正题名］風港營所雜記 

［副题名］牡丹事件史料專題翻譯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印 

［出版者］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殖民地/台湾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殖民地时期 

  

 

［正题名］部落記憶 



［副题名］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 

［书目卷册］（Ⅰ） 

［第一责任人］姑目·苔芭絲著 

［出版者］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雾社事件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殖民地时期 

［知识责任］姑目·苔芭絲 著 

  

 

［正题名］部落記憶 

［副题名］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 

［书目卷册］（Ⅱ） 

［第一责任人］姑目·苔芭絲著 

［出版者］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雾社事件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殖民地时期 

［知识责任］姑目·苔芭絲 著 

  

 

［正题名］台灣中小企業的成長 

［第一责任人］于宗先、王金利著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台湾经济论从 5 

［主题词］企业经济/发展/台湾/当代 

［知识责任］于宗先 著 

［知识责任］王金利 著 

  

 

［正题名］台灣泡沫經濟 

［第一责任人］于宗先、王金利著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台湾经济论从 1 

［主题词］证券/经济/台湾/当代 

［知识责任］于宗先 著 

［知识责任］王金利 著 

  

 

［正题名］基督教思想评论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许志伟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缉分为：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小辑；经典、诠释与神学；中国与基督教：历

史与思想；书评等部分。 

［主题词］基督教/思想评论/丛刊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许志伟 主编 

  

 

［正题名］现代图书馆理念论纲 

［第一责任人］王超湘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提出了图书馆应该重点把握的九种理念，即： 放理念、知识理念、人本

理念、效益理念、全面质量管理理念、信息资源共享理念、特色理念、学习理念和法治理念。 

［主题词］图书馆管理/研究 

［主题词］图书馆管理 

［知识责任］王超湘 著 

  

 

［正题名］《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篇目汇录 

［第一责任人］陈奇主编 

［译者］彭法，冷光伟，黄江华副主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俄同志会”王季同、蔡元培等创办的日报《俄事警闻》（1903 年 12

月 15 日发刊，至 1904 年 2 月 25 日，共刊出 73 号）和为应付时局更名为“争存会”所更名

办的《警钟日报》（1924 年 2 月 26 日发刊，至 1905 年初被查封，共刊行 338 号）的篇目汇

编。 

［附注内容］本书可作为《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的补充。 

［主题词］《俄事警闻》/报纸目录/汇编/中国/1903-1904 

［主题词］《警钟日报》/报纸目录/汇编/中国/1904-1905 

［知识责任］陈奇 主编 

［知识责任］彭法 副主编 

［知识责任］冷光伟 副主编 

［知识责任］黄江华 副主编 

  

 

［正题名］故宫俄文史料 

［第一责任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历史研究》编辑部合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清史译文新编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由《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徐思彦赠送。 



［附注内容］本书是王之相据前故宫文献馆所藏中俄外交史料（1670-1846 年）翻译而成。

1936 年 8 月由前故宫博物院出版 1670-1757 年部分，书名为《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

国来文原档》。1964 年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印油印本，又增加收入王之相后译出部分。

现重新编辑，对目录进行了修改，并将字体转化为简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国界、通航、谴使、通商、欠债、征税、越界、逃亡、损害要偿、犯

人交付等项。 

［主题词］外交史/史料/中国/俄国/1670-1846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俄国/1670-1846/史料 

  

 

［正题名］清史译文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清史译文新编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由《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徐思彦赠送。 

［附注内容］本书原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译的内部杂志。自 1980-1986 年共

编印 11 期（包括专题论文、专著节选、档案史料和人物传记等）。现重新编辑刊印。 

［主题词］译文/史料/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译文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清史译文新编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由《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徐思彦赠送。 

［附注内容］本书原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译的内部杂志。自 1980-1986 年共

编印 11 期（包括专题论文、专著节选、档案史料和人物传记等）。现重新编辑刊印。 

［主题词］译文/史料/中国/清代 

  

 

［正题名］北大史学 

［书目卷册］11 

［并列题名］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论文、读书札记、系友追忆及学术交流信息等。 

［主题词］史学/世界/研究/中国/文集 

［次知识责任］彭小瑜 执行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润涛 执行主编 



  

 

［正题名］山西抗战口述史 

［第一责任人］张成德，孙丽萍主编 

［译者］《山西抗战口述史》课题组编撰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暴行·奴役·苦难 

［第一责任人］高春平，冯素梅，宋丽莉编撰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真实地立体地反映山西抗战的口述史著作。本部集

中反映了日军在山西的暴行以及日军制造的大大小小的惨案，记录了沦陷区、游击区、根据

地人民在日军统治时期的种种苦难。 

［主题词］抗日战争/回忆录/山西省/史料 

［知识责任］张成德 主编 

［知识责任］孙丽萍 主编 

［知识责任］高春平 编撰 

［知识责任］冯素梅 编撰 

［知识责任］宋丽莉 编撰 

  

 

［正题名］山西抗战口述史 

［第一责任人］张成德，孙丽萍主编 

［译者］《山西抗战口述史》课题组编撰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呐喊·觉醒·抗争 

［第一责任人］雒春普，赵俊明，陈旭清编撰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真实地立体地反映山西抗战的口述史著作。本部记

录的是山西全境的全民抗战。 

［主题词］抗日战争/回忆录/山西省/史料 

［知识责任］张成德 主编 

［知识责任］孙丽萍 主编 

［次知识责任］雒春普 编撰 

［次知识责任］赵俊明 编撰 

［次知识责任］陈旭清 编撰 

  

 

［正题名］山西抗战口述史 

［第一责任人］张成德，孙丽萍主编 

［译者］《山西抗战口述史》课题组编撰 

［书目卷册］第三部 

［丛书］浴血·丰碑·回望 



［第一责任人］刘晓丽，董永刚，李卫民编撰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真实地立体地反映山西抗战的口述史著作。本部通

过老百姓的记忆和眼睛，真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的顽强斗争。 

［主题词］抗日战争/回忆录/山西省/史料 

［知识责任］张成德 主编 

［知识责任］孙丽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丽 编撰 

［知识责任］董永刚 编撰 

［知识责任］李卫民 编撰 

  

 

［正题名］北京辅仁大学校史 

［副题名］1925-1952 

［第一责任人］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高等学校/历史/北京/1925-1952 

［知识责任］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 著 

  

 

［正题名］陕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 

［书目卷册］第一集 

［丛书］溝洫佚聞雜録 

［第一责任人］白爾恒，（法）藍克利，（法）魏丕信編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4 

［附注内容］本丛书是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初期成果。调查黄河

以北的陕西关中东部和山西西南部的灌溉农业区和旱作农业区的乡村水资源利用活动，研究

华北基层社会史。本丛书按调查区域分为 4 集，本集为陕西泾阳县和三原县分册。 

［主题词］水利调查/水资源/概况/陕西 

［主题词］水资源/水利调查/概况/山西 

［主题词］社会调查/陕西 

［主题词］社会调查/山西 

［主题词］风俗习惯/调查/陕西/山西 

［知识责任］白尔恒 编著 

［知识责任］蓝克利 编著 

［知识责任］Lamouroux 编著 

［知识责任］魏丕信 编著 

［知识责任］Will 编著 

  

 



［正题名］陕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 

［书目卷册］第二集 

［丛书］堯山聖母廟與神社 

［第一责任人］秦建明，（法）吕敏編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丛书是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初期成果。调查黄河

以北的陕西关中东部和山西西南部的灌溉农业区和旱作农业区的乡村水资源利用活动，研究

华北基层社会史。本丛书按调查区域分为 4 集，本集为陕西蒲城县分册。 

［主题词］水利调查/水资源/概况/陕西 

［主题词］水资源/水利调查/概况/山西 

［主题词］社会调查/陕西 

［主题词］社会调查/山西 

［主题词］风俗习惯/调查/陕西/山西 

［知识责任］秦建明 编著 

［知识责任］吕敏 编著 

［知识责任］Bujard 编著 

  

 

［正题名］陕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 

［书目卷册］第三集 

［丛书］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輯録 

［第一责任人］黄竹三，馮俊杰等編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本丛书是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初期成果。调查黄河

以北的陕西关中东部和山西西南部的灌溉农业区和旱作农业区的乡村水资源利用活动，研究

华北基层社会史。本丛书按调查区域分为 4 集，本集为山西洪洞县和介休县分册。 

［主题词］水利调查/水资源/概况/陕西 

［主题词］水资源/水利调查/概况/山西 

［主题词］社会调查/陕西 

［主题词］社会调查/山西 

［主题词］风俗习惯/调查/陕西/山西 

［知识责任］黄竹三 编著 

［知识责任］冯俊杰 编著 

  

 

［正题名］陕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 

［书目卷册］第四集 

［丛书］不灌而治 

［副题名］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獻與民俗 

［第一责任人］董曉萍，（法）藍克利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本丛书是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初期成果。调查黄河

以北的陕西关中东部和山西西南部的灌溉农业区和旱作农业区的乡村水资源利用活动，研究

华北基层社会史。本丛书按调查区域分为 4 集，本集为山西四社五村分册。 

［主题词］水利调查/水资源/概况/陕西 

［主题词］水资源/水利调查/概况/山西 

［主题词］社会调查/陕西 

［主题词］社会调查/山西 

［主题词］风俗习惯/调查/陕西/山西 

［知识责任］董晓萍 著 

［知识责任］蓝克利 著 

［知识责任］Lamouroux 著 

  

 

［正题名］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立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政治/研究/日本/1945- 

［知识责任］孙立祥 著 

  

 

［正题名］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 

［并列题名］Modern Japanese Hegemony Strategy 

［第一责任人］熊沛彪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以丰富新颖的资料、 新的观点和 新的方法，对近现代日本的霸权战略

进行了再探讨，是抗战史和中日关系研究的新突破和新成果。 

［主题词］霸权主义/研究/日本/近代 

［主题词］霸权主义/研究/日本/现代 

［主题词］对外政策/研究/日本/近代 

［主题词］对外政策/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熊沛彪 著 

  

 

［正题名］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 

［第一责任人］吴广义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侵华/历史/问题/研究/日本 

［主题词］中日关系/战争/影响/研究 

［知识责任］吴广义 著 

  



 

［正题名］驼峰 1942-2002 

［第一责任人］汤汉清、邵贵龙主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滇印缅战场实录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从 1996 年云南“驼峰 C-53 坠机”被发现引发中美人民走进抗日战争尘封

的历史，通过细致研究、实地考察、搜集历史图片，中美驼峰老兵在中国云南欢聚，中美两

国分别举办展览等活动，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两国士兵并肩浴血奋战的场景，为后人留下一

批珍贵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战场/史料/中国/1937-1945 

［主题词］中美关系/抗日战争/史料/1942-2002 

［知识责任］汤汉清 主编 

［知识责任］邵贵龙 主编 

  

 

［正题名］浴血怒江 

［第一责任人］陈祖樑主编 

［译者］中国致公党保山市总支部委员会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滇印缅战场实录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绝大部分是当年参加滇西抗战的高级将领及各级将士或亲临战场随军观战

的大学教授、中外记者等在战火中及时写下的纪实之作。这些鲜血凝成的图文资料大部分是

解放后绝版了的珍本、孤本，甚至还有珍贵的手稿本。 

［主题词］抗日战争/战场/史料/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陈祖樑 主编 

  

 

［正题名］江山作证 

［第一责任人］陈祖樑主编 

［译者］中国致公党保山市总支部委员会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滇印缅战场实录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绝大部分是当年参加滇西抗战的高级将领及各级将士或亲临战场随军观战

的大学教授、中外记者等在战火中及时写下的纪实之作。这些鲜血凝成的图文资料大部分是

解放后绝版了的珍本、孤本，甚至还有珍贵的手稿本。 

［主题词］抗日战争/战场/史料/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陈祖樑 主编 

  

 

［正题名］血肉筑成抗战路 

［第一责任人］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滇印缅战场实录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是当年亲身参加修筑滇缅公路等国际交通运输线的将士和民工以及记者、

作家写的回忆录。这些图文资料再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反抗侵略的壮举，为后人提供了珍

贵的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战场/史料/中国/1937-1945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料/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云南 

［主题词］回忆录/抗日战争/史料/中国/1937-1945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6 

［丛书］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 

［第一责任人］张生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张生 编 

  

 

［正题名］人海栖迟 

［第一责任人］白化文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文章都与北京历史有关，大部分是已发表的旧作。分上、中、下三篇。

包括杂著、书评、序跋、铭文及回忆文章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散文/杂著/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白化文 著 

  

 

［正题名］海上学人 

［第一责任人］吴中杰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海边书”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曾与 1998 年三联书店初版，书名《海上学人漫记》。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组学人特写。他们大都生活在上海，以在复旦大学任教者居多。作者

与他们中的大多数相识相知，写出他们在时代风云中的实际境遇、生活情趣和内心世界。 

［主题词］学者/名人/生平事迹/文集 



［主题词］教育工作者/生平事迹/文集 

［知识责任］吴中杰 著 

  

 

［正题名］书简三叠 

［第一责任人］谷林著 

［译者］止庵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写给扬之水、止庵、沈胜衣三人的书信集共 145 通。 

［主题词］书信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谷林 著 

［次知识责任］止庵 编 

  

 

［正题名］移民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范玉春编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人口迁移（包括国内、国际迁移）

以及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 

［主题词］人口迁移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范玉春 编著 

  

 

［正题名］鸦片战争 

［副题名］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 

［并列题名］The Opium Wars 

［第一责任人］（美）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美）弗兰克·萨奈罗著 

［译者］周辉荣译 

［译者］杨立新校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 1839-1842 年和 1856-1860 年发生在东西方之间力量极为悬殊的两次

鸦片战争，这也堪称是东西方历史上 重大的冲撞之一。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1840-1860 

［主题词］鸦片战争/史料/中国/英国/1840-1860 

［知识责任］黑尼斯三世 著 

［知识责任］HanesⅢ,PH.D. 著 

［知识责任］萨奈罗 著 

［知识责任］Sanello 著 

［次知识责任］周辉荣 译 

［次知识责任］杨立新 校 



  

 

［正题名］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并列题名］A Paradise Lost :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第一责任人］汪荣祖著 

［译者］钟志恒译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汪荣祖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英文版原书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台北麦田出版社出了

繁体中译本，现以简体字在大陆出版。 

［主题词］圆明园/史料/介绍/中国 

［知识责任］汪荣祖 著 

［知识责任］Wang 著 

［次知识责任］钟志恒 译 

  

 

［正题名］正说清朝十二后妃 

［副题名］图文本 

［第一责任人］徐广源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正说历史书系 

［主题词］后妃/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徐广源 著 

  

 

［正题名］皇都京韵 

［副题名］走近北京城 

［第一责任人］李建平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作者近年来对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部分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和科普讲

座文稿。研究内容有北京的城市中轴线以及城墙城门、街巷胡同、四合院、皇家园林等。 

［主题词］城市史/建筑史/研究/北京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北京 

［知识责任］李建平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丛书］社会组织卷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译者］夏明芳，黄兴涛副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包括上海消费合作社调查、北平工会调查、安徽宿县原有乡村组织之

概况、昆明市帽业行会及其手艺人的研究、中央政府职员之统计的研究、一个军队兵士的调

查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社会团体/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夏明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兴涛 副主编 

  

 

［正题名］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 

［第一责任人］（日）佐藤铁治郎著 

［译者］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整理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由《袁世凯》和《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评佐藤铁治郎的<袁世

凯>》两部分组成，记述了袁世凯的生平事迹、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及东西古今人物之比

较等。对于研究晚清史和天津地方史具有参考价值。 

［知识责任］佐藤铁治郎 著 

［次知识责任］孔祥吉 整理 

［次知识责任］村田雄二郎 整理 

  

 

［正题名］《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 

［第一责任人］杨代春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万国公报》是晚清由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以传播西学知识、鼓吹变法而

受当时世人瞩目。本书是一本探讨《万国公报》对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的书。 

［主题词］报纸/文化交流/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清后期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清后期 

［知识责任］杨代春 著 

  

 

［正题名］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副题名］1922 年-1927 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天宏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非基督教运动（1922）/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宗教问题/政治运动/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知识分子/宗教问题/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杨天宏 著 

  

 

［正题名］西风东渐 

［副题名］中国改革 放史 

［第一责任人］郑彭年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全方位多视角综论西方文明（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传入中国的全过

程。 

［主题词］改革/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对外 放/历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西方国家/思想/文化/传播/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郑彭年 著 

  

 

［正题名］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 

［第一责任人］王晓荣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以察哈尔抗日为题，研究此期间冯玉祥与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内反蒋派，

以及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着重展示有关政治军事势力在察哈尔抗日这一小小政治舞台上反

蒋抗日的活动图景，以揭示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特点。 

［主题词］抗日斗争/国共合作/研究/察哈尔/1933 

［主题词］察绥抗日同盟军/研究/中国/1933 

［知识责任］王晓荣 著 

  

 

［正题名］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 

［第一责任人］吴于廑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世界史/文集/15-16 世纪 

［知识责任］吴于廑 主编 

  

 

［正题名］中日战争史 

［副题名］1931-1945 

［第一责任人］胡德坤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88 年初版。 

［附注内容］本书以世界历史的视野，将中日战争放在二线全局中进行考察，并运用中日两



国史料，对中日双方的战略政略、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展 叙述、解析，较全面

地再现了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进程。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中国/1931-1945 

［知识责任］胡德坤 著 

  

 

［正题名］百年记忆 

［第一责任人］林希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修正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为著名作家林希的自传，包括他的在天津办洋务的买办家庭自义和团运动

始如何面对 埠通商和扶清灭洋两难境地所作的选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林希被打成“胡

风分子”、右派的另类人生经历。 

［知识责任］林希 著 

  

 

［正题名］主角与配角 

［副题名］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 

［第一责任人］傅国涌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背影丛书 

［附注内容］北京硕良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策划 

［附注内容］本书从角色意识这一新视角观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大转型过程

中 具典型性和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其台前幕后的诸多细节，展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真实

图景和演变轨迹。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傅国涌 著 

  

 

［正题名］北京的陷落 

［并列题名］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 

［第一责任人］（法）绿蒂著 

［译者］刘和平，安蔚，姚国伟译 

［出版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和对义和团的镇压为背景，描述了义和团围困东交民

巷领事馆区期间的日日夜夜，记录了中国北京百姓抗击列强的英勇行为。 

［主题词］侵华事件/八国联军/北京/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法国/现代 

［知识责任］绿蒂 著 

［知识责任］Loti 著 



［次知识责任］刘和平 译 

［次知识责任］安蔚 译 

［次知识责任］姚国伟 译 

  

 

［正题名］1860：圆明园大劫难 

［第一责任人］（法）伯纳·布立赛著 

［译者］高发明，丽泉，李鸿飞译 

［译者］郑德弟等校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是法国著名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调查大量史料和十余次到

中国实地考察后写成。以公正的眼光揭露批判了 19 世纪中叶英法联军洗劫、焚毁圆明园的

罪恶行径。 

［主题词］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事件/史料/中国/1860 

［知识责任］布立赛 著 

［知识责任］Brizay 著 

［次知识责任］高发明 译 

［次知识责任］丽泉 译 

［次知识责任］李鸿飞 译 

［次知识责任］郑德弟 校 

  

 

［正题名］无法尘封的历史 

［副题名］抗战旧书收藏笔记 

［第一责任人］钱念孙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作者对民国时期出版的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大量旧书藏书的收藏笔记，

以及 300 余幅珍贵的书影和图片。是全面了解和研究抗日战争史、现代文化出版史具有史料

价值。 

［主题词］抗日战争/书籍/历史事件/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出版工作/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藏书/介绍/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钱念孙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沙健孙主编 

［译者］仝华副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从 1921-1956 年间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问题



上的历史情况和经验教训。 

［主题词］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知识责任］沙健孙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仝华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沙健孙主编 

［译者］仝华副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从 1921-1956 年间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问题

上的历史情况和经验教训。 

［主题词］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知识责任］沙健孙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仝华 副主编 

  

 

［正题名］日本军国主义论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蒋立峰，汤重南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研究丛书 

［主题词］军国主义/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蒋立峰 主编 

［知识责任］汤重南 主编 

  

 

［正题名］日本军国主义论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蒋立峰，汤重南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研究丛书 

［主题词］军国主义/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蒋立峰 主编 

［知识责任］汤重南 主编 

  

 

［正题名］《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市图书馆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天津地方志丛书 

［附注内容］《益世报》创刊于 1915 年，停刊于 1949 年，由天主教会所办。是民国时期天

津的一家主要报纸。本书收录了 1915 年至 1928 年天津建市时的资料，共 360 余万字。设置

了“周恩来旅欧通信”、“历史事件”、“工人运动”、“文化艺术”、“金融证券”、“军事活动”

等 37 门类。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天津 

［副本数］1 

 

 

［正题名］《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市图书馆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天津地方志丛书 

［附注内容］《益世报》创刊于 1915 年，停刊于 1949 年，由天主教会所办。是民国时期天

津的一家主要报纸。本册书收录的是 1929 年至 1934 年的史料，共 370 余万字。设置了历史

事件、工人运动、对外往来、地方行政、经济实业、金融证券、文化艺术、市政设施等近

37 个门类。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天津 

  

 

［正题名］《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市图书馆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天津地方志丛书 

［附注内容］《益世报》创刊于 1915 年，停刊于 1949 年，由天主教会所办。是民国时期天

津的一家主要报纸。本册书收录的是 1935 年至 1949 年的史料，共 370 余万字，。设置了历

史事件、工人运动、对外往来、地方行政、团体活动、经济实业、金融证券、文化艺术、市

政设施等 38 个门类。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天津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三十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回忆录、人物介绍、专题资料、大事记、小资料等栏目。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三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回忆录、综述、专题资料、人物介绍、民国史·现代史、史实考订

等栏目。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三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文献、回忆录、专题资料、综述、人物介绍、译文选登等栏目。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五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 

［出版日期］1994.10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五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大事记、民国史·现代史、史实考

订等栏目。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五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长征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年谱和信息窗几部分。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六十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和小资料几部分。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六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文献资料、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会议介绍、史实考证、

译文选登等栏目。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七十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文献资料、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史实考证、译文选登等

栏目。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七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文献资料、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本刊专稿、地方党史、

小资料、译文选登、信息窗等栏目。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七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包括：1950 年全国主要工业及交通基本情况；仙台中国留学生的爱

国反帝革命活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1959～1961 年美国对西藏事务的干预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七十四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包括：张闻天自传(1929 年 4 月 29 日)；回忆彭真的读书生活；动乱

之初的经历和遭遇；日本战犯铃木启久罪行供述书；新中国工业化的启动对社会主义进程的

两重影响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七十五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文献资料、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史实考证、小资料、民国

史·现代史、译文选登方面的资料。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七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辑设有文献资料、回忆录、访谈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地方党史、史实

考证、译文选登 8 个专栏。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七十七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辑设有文献资料、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档案译介、译文选登、信

息窗 7 个专栏。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八十八辑 

［并列题名］CCP History Material 

［第一责任人］陈夕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文集，收集了相关文献档案，革命回忆录，并涉及共

产党人物研究、史实考证、及海外资料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知识责任］陈夕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九十辑 

［并列题名］CCP History Material 

［第一责任人］陈夕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献档案、回忆录、专题资料、史实考证、会议介绍、部门档案、信

息窗等部分。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知识责任］陈夕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九十一辑 

［并列题名］CCP History Material 

［第一责任人］陈夕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献档案、回忆录、人物专访、专题资料、地方党史、史实考证、信

息窗、日记选登等部分。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知识责任］陈夕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九十二辑 

［并列题名］CCP History Material 

［第一责任人］陈夕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献档案、回忆录、人物专访、专题资料、人物研究 、史实考证、

小资料、信息窗等部分。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知识责任］陈夕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九十三辑 

［并列题名］CCP History Material 

［第一责任人］陈夕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献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专题资料、译文选登 、调查报告、

信息窗等部分。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知识责任］陈夕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九十四辑 

［并列题名］CCP History Material 

［第一责任人］陈夕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回忆录、口述历史、专题资料、人物研究、史实考证、研究综述、调

查报告、译文选登等部分。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知识责任］陈夕 主编 

  

 

［正题名］复旦往事 

［第一责任人］吴中杰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海边书”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身居复旦大学半个多世纪，就读就教于中文系，长期处于政治斗争

风口浪尖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真实记录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复旦园里的时代风涛和知识分子的

人生际遇。 

［知识责任］吴中杰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翻译 

［副题名］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 

［第一责任人］师哲口述 

［译者］师秋朗整理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高层人物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张闻

天、彭德怀、贺龙、王稼祥、康生、陈伯达及马占山的回忆文章。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师哲 口述 

［次知识责任］师秋朗 整理 

  

 

［正题名］追寻已远 

［副题名］晚清民国人物素描 

［第一责任人］吴方著 

［译者］越宁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追寻的是在近代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人物，如：龚自珍、魏源、曾国藩、

张之洞、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王国维、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阐发人物心灵隐秘，

评估人物历史功过。 

［主题词］政治人物/评传/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人物/评传/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政治人物/评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吴方 著 

［次知识责任］越宁 编 

  

 

［正题名］李敖有话说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凤凰卫视友谊凤凰丛书 

［主题词］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日本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叶渭渠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文化史/日本 

［知识责任］叶渭渠 著 

  

 

［正题名］暧昧的日本人 

［副题名］修订珍藏版 

［第一责任人］李兆忠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剖析日本人文化性格和民族心理。 

［主题词］民族心理/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李兆忠 著 

  

 

［正题名］神奇的现实 

［第一责任人］止庵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历史/中国/1899-1900 

［知识责任］止庵 著 

  

 

［正题名］故人·故乡·故事 

［第一责任人］郁风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 20 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以及亲人、友人和故乡的回忆。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郁风 著 

  

 

［正题名］择善而从 

［副题名］季羡林师友录 

［第一责任人］蔡德贵编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学者/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德贵 编著 

  

 

［正题名］俩老头儿 

［副题名］巴金与萧乾 

［第一责任人］文洁若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风雨岁月丛书 常君实主编 

［知识责任］文洁若 著 

  

 

［正题名］故宫尘梦录 

［第一责任人］吴瀛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故宫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有：溥仪出宫情况、反响、故宫博物院成立、复院与经费、还都

以后等，作者以亲闻亲历，叙说故宫种种往事。 

［主题词］故宫/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吴瀛 著 

  

 

［正题名］我们的五十年代 

［第一责任人］旷晨，潘良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年代怀旧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建国初的十年间，新中国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事件、新闻和

百姓生活，以及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电影、歌曲、连环画和流行的语汇。 

［主题词］政治/社会/史料/中国/1950-1959 

［知识责任］旷晨 编著 

［知识责任］潘良 编著 

  

 

［正题名］我们的六十年代 

［第一责任人］旷晨，潘良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中国六十年代，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

命到来之前的政治气候），以及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电影、歌曲和流行的语汇。 

［主题词］政治/社会/史料/中国/1960-1969 

［知识责任］旷晨 编著 

［知识责任］潘良 编著 



  

 

［正题名］切问集 

［副题名］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八十周年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上卷收入历史系已故和健在的离退调教师的代表作。 

［主题词］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现代 

  

 

［正题名］切问集 

［副题名］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八十周年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下卷收入历史系在职教师（有耕耘史坛多年的著名学者，也有执教不久的

年轻博士）的力作。 

［主题词］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现代 

  

 

［正题名］女性化妆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悦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女性史话丛书 

［主题词］美学/生活/历史/世界 

［主题词］社会生活/生活方式/历史/世界 

［主题词］女性/化妆/历史/世界 

［主题词］化妆/女性/历史/世界 

［知识责任］刘悦 著 

  

 

［正题名］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第一责任人］罗义贤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以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为研究对象，全面探讨了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创立

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重点论述了他怎样克服意愿和所需、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宗

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知识责任］罗义贤 著 

  



 

［正题名］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副题名］1931-1945 

［第一责任人］胡澎著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东北亚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献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附注内容］本书从性别角度考察了日本战时体制下妇女团体的产生与发展、活动与作用、

衰落与灭亡，再现了战时日本妇女团体的整体面貌，并对战时妇女团体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

入的思考与客观公正的评价。 

［主题词］妇女组织/研究/日本/1931-1945 

［知识责任］胡澎 著 

  

 

［正题名］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政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以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的

联系、区别与对立，并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演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

讨和研究。 

［主题词］政治/研究/日本/1945- 

［知识责任］孙政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江涛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江涛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第一责任人］宋波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国民党军/抗日战争/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国民党/史料 

［主题词］军事史/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宋波 著 

  

 



［正题名］新四军军部 

［第一责任人］王邵军，张福兴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红色抗战令丛书 

［主题词］新四军/指挥机关/历史/史料/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人民解放军史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史料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邵军 著 

［知识责任］张福兴 著 

  

 

［正题名］梅花上将张自忠传奇 

［第一责任人］李萱华，陈嘉祥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知识责任］李萱华 著 

［知识责任］陈嘉祥 著 

  

 

［正题名］夏志清序跋 

［第一责任人］[夏志清著] 

［出版者］古吴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书人文丛·序跋小系 王稼句主编 

［主题词］序跋/汇编/中国/当代 

［主题词］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夏志清 著 

  

 

［正题名］巴蜀旧影 

［副题名］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 

［第一责任人］（日）山川早水著 

［译者］李密，李春德，李杰译 

［译者］蓝勇审定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 年）三至七月在四川境内的考察日记。对

沿途的民生状态、风情风物、历史古迹、政治制度作了详细记载，并拍摄了大量清末长江上

游社会风情照片。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四川/近代 

［主题词］名胜古迹/史料/四川/近代 

［主题词］游记/四川/近代 



［知识责任］山川早水 著 

［次知识责任］李密 译 

［次知识责任］李春德 译 

［次知识责任］李杰 译 

［次知识责任］蓝勇 审定 

  

 

［正题名］基督教艺术在华发展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Christion Artsin China 

［第一责任人］顾卫民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艺术/发展/历史/中国 

［主题词］宗教艺术/发展/基督教/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顾卫民 著 

  

 

［正题名］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 

［副题名］严绍璗海外访书志 

［第一责任人］严绍璗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获“深见东州中日文化出版资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在考察日本藏汉籍珍本的同时，进而关注他们被收藏的不同过程、动机以

及收藏单位的情况与沿革，从而由一个角度反映了日本文化的特征、理念及其演变。 

［主题词］古籍/善本/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籍/善本/收藏/日本 

［知识责任］严绍璗 著 

  

 

［正题名］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副题名］1850-2004 

［第一责任人］国亚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曾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影响。通过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在 19 世纪中叶至 21

世纪初纵跨 150 余年期间的遭遇、命运，记录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历史。 

［主题词］家族/历史/中国/1850-2004/史料 

［知识责任］国亚 著 

  

 

［正题名］生命與醫療 

［第一责任人］李建民主編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12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總主編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医疗保健事业/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李建民 主编 

  

 

［正题名］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 

［第一责任人］康樂，彭明輝主編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1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總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21 篇，反映了台湾史学界对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的关注。全书

分为三部分：反思与前瞻；方法与方法论；历史解释。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史学/方法论/研究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康乐 主编 

［知识责任］彭明辉 主编 

  

 

［正题名］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副题名］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并列题名］Forty - five Years in China : Reminiscences 

［第一责任人］（英）李提摩太著 

［译者］李宪堂， 侯林莉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李提摩太在晚清 45 年的经历：他在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

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

程。 

［知识责任］李提摩太 著 

［知识责任］Richard 著 

［次知识责任］李宪堂 译 

［次知识责任］侯林莉 译 

  



 

［正题名］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 

［第一责任人］宝音朝克图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清代疆域形成研究 成崇德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清代特有的一种防御、管理设施——卡伦，对其的词源涵义进行辨析，

并对卡伦的设置时间及清代中国北部（包括东北、西北）边疆卡伦的分布、设置、职能和在

边防中的作用等进行深入考证、剖析。 

［主题词］边疆地区/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宝音朝克图 著 

  

 

［正题名］清代科举制度考辩 

［并列题名］Study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zystem of Qing Dynasty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世愉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木鱼石书屋·清史研究 

［主题词］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世愉 著 

  

 

［正题名］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石云霞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分五章，内容包括：高等学校思想理论教育的新生和迅速发展；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在改革 放新时期 创

新局面等。 

［主题词］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1949- 

［主题词］思想政治教育/高等学校/研究/中国/1949- 

［知识责任］石云霞 著 

  

 

［正题名］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 

［副题名］1995-2004 

［第一责任人］杨青，王旸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系列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近十年来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等杂志上的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

的述评 36 篇。是一部学术研究成果和评介的资料性图书。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研究/评论/中国/1995-2004/文集 



［主题词］评论/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中国/1995-2004/文集 

［知识责任］杨青 编 

［知识责任］王旸 编 

  

 

［正题名］經濟脈動 

［第一责任人］陳國棟，羅彤華主編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6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總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16 篇，反映了台湾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国栋 主编 

［知识责任］罗彤华 主编 

  

 

［正题名］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陈光熙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温州文献丛书 2 

［主题词］史料/地方史/温州/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陈光熙 编 

  

 

［正题名］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王文光、龙晓燕、陈斌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民族关系/历史/研究/西南地区 

［知识责任］王文光 著 

［知识责任］龙晓燕 著 

［知识责任］陈斌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文学史纲 

［第一责任人］徐鹏绪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新文学研究书系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徐鹏绪 著 

  

 

［正题名］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青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深见东州中日文化研究出版资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学者对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前期日本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学者

荻生徂徠首次进行较为系统的学术梳理和学术解析的学术史专门性著作。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王青 著 

  

 

［正题名］血雾迷茫 

［副题名］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 

［第一责任人］陈祖樑编著 

［出版者］云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多年来调查研究的成果。记述二战期间中国军民进行神圣抗战的历

史，并揭露滇西日军细菌战、大轰炸以及日军“慰安妇”等战争遗留问题，附有大量珍贵的

历史照片。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云南 

［知识责任］陈祖樑 编著 

  

 

［正题名］河南抗战简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史料/河南/1937-1945 

［知识责任］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问题 

［第一责任人］温锐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理论和试图解放农民的实践。作者认为，毛泽东对

中国农民的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集中了同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在此问题上的全部正确

和谬误，并深深影响着他的后来者。因此读懂毛泽东，是理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和解决“三



农”困境的一把钥匙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农民/问题/研究 

［主题词］农民/问题/现状/研究 

［知识责任］温锐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报刊资料辑录 

［副题名］1928-1949 

［第一责任人］马强主编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对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所办的 7 种刊物进行评介，并对其中文章予以选登。

从不同角度论及广东的伊斯兰教状况和穆斯林社会生活，是研究民国时期广东乃至香港、澳

门等地穆斯林活动的重要文献。 

［主题词］穆斯林/宗教/活动/广州/民国 

［主题词］伊斯兰教/报刊/资料/广州/1928-1949 

［主题词］报刊/文章/广州/1928-1949/汇编 

［知识责任］马强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诗史 

［副题名］1916-1949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陆耀东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新诗/历史/研究/中国/1916-1949 

［主题词］诗歌史/研究/中国/1916-1949 

［知识责任］陆耀东 著 

  

 

［正题名］八路军总部 

［第一责任人］张福兴，王绍军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红色抗战令丛书 

［主题词］八路军/指挥机关/历史/史料/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人民解放军史/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史料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福兴 著 

［知识责任］王绍军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蓉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民众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民众教育思想的演进、主流—

—民众教育派的民众教育思想体系、支流——其他教育流派的民众教育主张等。 

［主题词］教育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蓉 著 

  

 

［正题名］制度、伦理与经济发展 

［副题名］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研究（1500-1840） 

［第一责任人］李伏明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从经济、政治和伦理三个方面来描述和讨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和变迁的历史，并对以往基本研究范式提出了批评。 

［主题词］经济发展/研究/上海市/1500-1840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上海市/1500-1840 

［知识责任］李伏明 著 

  

 

［正题名］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 

［第一责任人］彭光谦，彭训厚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系列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美国飞虎队的来龙去脉、飞虎将军陈纳德其人其事、飞虎队战斗日

志、中国军民一体救助纪实、“飞虎十杰”重会昆明、飞虎队成员像册等内容。 

［主题词］中美关系/抗日战争/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美关系/史料 

［知识责任］彭光谦 编著 

［知识责任］彭训厚 编著 

  

 

［正题名］制度與國家 

［第一责任人］黄清連主編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2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總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10 篇，反映了台湾史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状况。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清连 主编 

  

 

［正题名］左权军事文选 

［第一责任人］[左权著] 

［译者］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左权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的高级将

领。本书收录了左权的许多军事论著，内容涉及作战、建军的诸多方面。 

［主题词］军事理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左权 著 

  

 

［正题名］战中战后 

［副题名］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田中正俊著 

［译者］罗福惠、刘大兰译 

［译者］（日）加藤实校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侵略战争/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田中正俊 著 

［次知识责任］罗福惠 译 

［次知识责任］刘大兰 译 

［次知识责任］加藤实 校 

  

 

［正题名］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 

［副题名］从道光朝到宣统朝 

［第一责任人］米镇波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介绍了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经济和贸易，在阐述这些内容的过程，

将清政府的西北地区对外 放政策的沿革过程、中俄之间就贸易问题的一系列条约及其作用

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主题词］边境贸易/中俄关系/商业史/西北地区/清代 

［主题词］中俄关系/边境贸易/商业史/西北地区/清代 

［知识责任］米镇波 著 

  



 

［正题名］近代天津工业与企业制度 

［第一责任人］宋美云，张环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研究/天津/近代 

［主题词］企业/制度/研究/天津/近代 

［知识责任］宋美云 著 

［知识责任］张环 著 

  

 

［正题名］日本对华教育侵略 

［副题名］对日本侵华教育的研究与批判 

［第一责任人］齐红深主编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子课题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第一手材料触目惊心地揭露了日本先于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并服

务于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教育侵略，目的是推行“皇国观念”，催垮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

族意识。 

［主题词］教育侵略/文化侵略/侵华事件/研究 

［主题词］侵华事件/教育侵略/研究 

［知识责任］齐红深 主编 

  

 

［正题名］吴佩孚在四川 

［第一责任人］唐锡彤主编 

［译者］马宣伟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吴佩孚历史资料汇编 

［附注内容］该书通过“冤家结为金兰兄弟”、“常胜将军四面楚歌”、“战败下野走巩县”等

十七个章节，记述了吴佩孚兵败入川后的艰难经历。 

［知识责任］唐锡彤 主编 

［次知识责任］马宣伟 著 

  

 

［正题名］政治與權力 

［第一责任人］王健文主編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3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總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13 篇，反映了台湾史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研究状况。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政治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健文 主编 

  

 

［正题名］家族與社會 

［第一责任人］黄寬重，劉增貴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8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總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11 篇，反映了台湾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史、家族史的研究状

况。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家族/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主编 

［知识责任］刘增贵 主编 

  

 

［正题名］社會變遷 

［第一责任人］邢義田，林麗月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5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總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16 篇，反映了台湾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状况。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邢义田 主编 

［知识责任］林丽月 主编 

  

 

［正题名］早期中美关系研究 

［副题名］1784-1844 

［第一责任人］仇华飞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784-1844 

［知识责任］仇华飞 著 

  

 

［正题名］帝国的悲哀 

［副题名］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 

［并列题名］The Sorrows of Empire 

［第一责任人］（美）查默斯·约翰逊著 

［译者］任晓，张耀，薛晨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东方编译所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的论述与当今布什政府的论述迥然不同。作者描述和批判美国黩武主义的

成长、政府秘密性的加强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可以不受约束的思想的发展趋势。希望美国不要

这样走下去。 

［主题词］政治/研究/美国/当代 

［知识责任］约翰逊 著 

［知识责任］Johnson 著 

［次知识责任］任晓 译 

［次知识责任］张耀 译 

［次知识责任］薛晨 译 

  

 

［正题名］去大后方 

［副题名］中国抗战内迁实录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毛剑锋，蔡亮…[等]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经采访海内外一百多位抗战时期的遗民故老，对当年悲壮血泪抗战史和千

万民众创造的西迁人间奇迹的回忆编写而成。包括民国政府迁都重庆、民族工业大迁移、抗

战时期的交通、苦难的民众、文化大迁移、大后方生活素描等章节。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苏智良 编著 

［知识责任］毛剑锋 编著 

［知识责任］蔡亮 编著 

［知识责任］江文君 编著 

［知识责任］周晓燕 编著 

［知识责任］张婷婷 编著 

［知识责任］肖阿伍 编著 

  

 

［正题名］九州学林 

［书目卷册］2004·冬季 二卷四期（ 第六期） 

［第一责任人］郑培凯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者］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文字狱词语辨缘》、《亨

利华尔代沪所购美制舰考》、《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徽州文化全书〉总序》等

11 篇文章。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郑培凯 主编 

  

 

［正题名］中国官制大词典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俞鹿年编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主题词］官制/词典/中国官制大词典/古代 

［知识责任］俞鹿年 编著 

  

 

［正题名］中国官制大词典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俞鹿年编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主题词］官制/词典/中国官制大词典/古代 

［知识责任］俞鹿年 编著 

  

 

［正题名］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副题名］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第一责任人］（美）詹姆斯·施密特编 

［译者］徐向东，卢华萍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什么是启蒙”的主题，收录了 18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的思想家，如

康德、哈曼、费希特、哈贝马斯、霍克海默、福柯等人对此问题的回答、回应和分析。既有

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反思，又有对与启蒙相关的现代性问题的深度审视。 

［主题词］启蒙运动/近代哲学/研究/欧洲/18 世纪/文集 

［主题词］哲学/研究/欧洲/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施密特 编 

［次知识责任］徐向东 译 

［次知识责任］卢华萍 译 

  

 



［正题名］我的爸爸邵洵美 

［第一责任人］邵绡红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真切地反映了邵洵美所处的时代、所走过的道路、所做出的贡献和所存在

的局限。全书对邵洵美众多的文学创作和广泛的文坛交游作了迄今为止 为完备的梳理。 

［主题词］诗人/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邵绡红 著 

  

 

［正题名］北京历史文化 

［第一责任人］罗哲文等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在本书中，多位专家学者细数了北京悠远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将北京几

十万年的沧桑和积淀展现在各位读者面前。 

［主题词］文化史/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罗哲文 著 

  

 

［正题名］晚清社会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陈国庆主编 

［译者］刘莹，田兵权副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晚清社会与文化概述、晚清社会与慈善问题、晚清社会与幕僚群体、

晚清经济与商会纠纷审理、晚清家学研究、清末民初的价值主脉、龚自珍学术思想初探、俞

樾对传统的学术研究、王国维的学术建树等 8 个章节。 

［主题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陈国庆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莹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田兵权 副主编 

  

 

［正题名］城市细节与言行 

［副题名］天津 600 年 

［书目卷册］卷三 

［第一责任人］张建星主编 

［译者］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史海钩沉”、“海河风情”、“ 新发现”、“津沽生活”、“岁月流痕”、

“我家有宝”六部分，从历史、文化、民俗、教育等视角，讲述了天津市 600 年的历史。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天津/文集 

［知识责任］张建星 主编 

  

 

［正题名］城市细节与言行 

［副题名］天津 600 年 

［书目卷册］卷四 

［第一责任人］张建星主编 

［译者］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史海钩沉”、“海河风情”、“ 新发现”、“津沽生活”、“岁月流痕”、

“我家有宝”六部分，从历史、文化、民俗、教育等视角，讲述了天津市 600 年的历史。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天津/文集 

［知识责任］张建星 主编 

  

 

［正题名］城市细节与言行 

［副题名］天津 600 年 

［书目卷册］卷五 

［第一责任人］张建星主编 

［译者］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史海钩沉”、“海河风情”、“ 新发现”、“津沽生活”、“岁月流痕”、

“我家有宝”六部分，从历史、文化、民俗、教育等视角，讲述了天津市 600 年的历史。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天津/文集 

［知识责任］张建星 主编 

  

 

［正题名］城市细节与言行 

［副题名］天津 600 年 

［书目卷册］卷六 

［第一责任人］张建星主编 

［译者］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史海钩沉”、“海河风情”、“ 新发现”、“津沽生活”、“岁月流痕”、

“我家有宝”六部分，从历史、文化、民俗、教育等视角，讲述了天津市 600 年的历史。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天津/文集 

［知识责任］张建星 主编 

  

 

［正题名］法律与殖民文化 



［副题名］世界历史的法律体系（1400-1900） 

［第一责任人］（美）劳伦·本顿著 

［译者］吕亚萍，周威译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法律与社会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①法律体制与殖民文化；②海外侨居地的法律：大西洋社会的法律

体系；③走出困境的秩序：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律管辖张力；④国家的位置：在孟加

拉和西部非洲，作为一项殖民工程的法律多元主义；⑤主体与证人：好望角殖民地和新南威

尔士的文化法律等级；⑥建设主权：在乌拉圭共和国的治外法权；⑦文化与法律规则（法制）

等内容，并附有参考书目和名词索引。 

［主题词］法律体系/研究/世界/1400-1900 

［知识责任］本顿 著 

［知识责任］Benton 著 

［次知识责任］吕亚萍 译 

［次知识责任］周威 译 

  

 

［正题名］国民党兄弟教父 

［副题名］陈果夫与陈立夫 

［第一责任人］范小方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陈果夫与陈立夫是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国民党的元老重臣，CC 系的创始人

和掌们人。本书讲述了他们复杂、坎坷，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知识责任］范小芳 著 

  

 

［正题名］蒙古族近现代思想史论 

［第一责任人］宝力格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中国蒙古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主要包括：内蒙古地区启蒙思潮中的儒学影响、裕谦的民

本思想、理学思想重镇倭仁、“五四”运动与马列主义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等。 

［主题词］思想史/蒙古族/研究/中国 

［主题词］蒙古族/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蒙古族/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宝力格 著 

  

 

［正题名］百年梨园春秋 

［第一责任人］刘文峰，周传家[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丛书 韩天雨，张新安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共有 20 分册。本书为第 17 分册。 

［附注内容］本书对于中华民族寻求变革的年代中，在文化艺术领域占据城乡舞台的戏曲艺

术作了详细的叙述，用 30 万字的篇幅浓缩具有 300 多个戏曲剧种 100 年的历史。 

［主题词］历史/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戏剧史/中国/1901-2000 

［知识责任］韩天雨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新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文峰 著 

［知识责任］周传家 著 

  

 

［正题名］百年城市变迁 

［第一责任人］赵永革，王亚男[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丛书 韩天雨，张新安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共有 20 分册。本书为第 11 分册。 

［附注内容］本书以真实准确的史料，20 世纪中国城市发展变迁的宏大画卷，对全国城市

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和重大事件进行了描述。 

［主题词］历史/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城市史/中国/1901-2000 

［知识责任］韩天雨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新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赵永革 著 

［知识责任］王亚男 著 

  

 

［正题名］百年科技之光 

［第一责任人］李安平[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丛书 韩天雨，张新安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共有 20 分册。本书为第 5 分册。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记述了近代以来中国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的历程。 

［主题词］历史/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1901-2000 

［知识责任］韩天雨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新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安平 著 

  

 

［正题名］百年教育回眸 



［第一责任人］董孟怀…[等]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丛书 韩天雨，张新安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共有 20 分册。本书为第 4 分册。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述了我国 20 世纪百年来教育的发展历史，讲述了教育界的重大事

件真相，讴歌了我国著名的教育家。 

［主题词］历史/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1901-2000 

［知识责任］韩天雨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新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董孟怀 著 

［知识责任］刘剑锋 著 

［知识责任］李建永 著 

［知识责任］张丽双 著 

  

 

［正题名］百年金融浪潮 

［第一责任人］许荣，李悦，操仲春[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丛书 韩天雨，张新安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共有 20 分册。本书为第 10 分册。 

［主题词］历史/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1901-2000 

［知识责任］韩天雨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新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许荣 著 

［知识责任］李悦 著 

［知识责任］操仲春 著 

  

 

［正题名］观点 

［副题名］历史 2004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钱蓉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2004 中国年度观点》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 2004 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观点的文摘汇萃。分为：综述、焦点、史学、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物、史地、世界、书摘、争鸣和索引几个部分。 

［主题词］历史/研究/内容提要/文摘/中国/2004 

［主题词］内容提要/文摘/书籍/报纸/中国/2004 

［知识责任］钱蓉 主编 

  



 

［正题名］见证抗日 

［副题名］1931-1945 影像档案 

［第一责任人］孙东升，王根广主编 

［译者］《党的文献》杂志社编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 1000 多幅真实的历史图片，采用以图片解说历史的方式，真实记录

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从疯狂到灭亡的可耻下场，印证了正义一定战胜邪恶的恒久真

理。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1931-1945 

［主题词］抗日斗争/中国/史料/1931-1945 

［知识责任］孙东升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根广 主编 

  

 

［正题名］宋查理传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介绍了一个宋氏家族的缔造者、辛亥革命的功臣宋耀如（字嘉树；教

名 Charles Jones Soong，中译查理·琼斯·宋）的一生。内容包括：宋家大树韩家根、血色

少年、扬帆在异国、风雨漂泊、跨进教会之门等。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鬼子来了 

［副题名］日军暴行记 

［第一责任人］伯夷等著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抗战档案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抗战时期上海出版的报刊上的文章和图片，每

篇文章都标明了原来的出处。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中国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伯夷 著 

  

 

［正题名］一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第一责任人］孙文广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事珍闻全记录丛书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料/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孙文广 著 

  

 

［正题名］二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第一责任人］王钟华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事珍闻全记录丛书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料/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钟华 著 

  

 

［正题名］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书目卷册］第一輯 

［第一责任人］張伯偉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刊分为：朝鲜——韩国汉籍研究、日本汉籍研究、越南汉籍研究、汉籍交流

研究、稀见资料介绍等五个部分，研究留存于其国用汉字撰写的各类文献。域外汉籍的展

研究将扩大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赋予历史上的汉文典籍以整体的认识。 

［主题词］古籍/研究/外国/丛刊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汉学/研究/外国 

［知识责任］张伯伟 编 

  

 

［正题名］杨嘉墀 

［第一责任人］杨照德，熊延岭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 钱伟长，朱光亚，杨福家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自动控制和航天工程专家杨嘉墀的传记 

［主题词］科学家/传记/中国/当代 

［主题词］工程技术人员/传记/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钱伟长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朱光亚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福家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照德 著 

［知识责任］熊延岭 著 

  



 

［正题名］黄纬禄 

［第一责任人］宋兆法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 钱伟长，朱光亚，杨福家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火箭技术专家黄纬禄的传记 

［主题词］科学家/传记/中国/当代 

［主题词］工程技术人员/传记/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钱伟长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朱光亚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福家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宋兆法 著 

  

 

［正题名］任新民 

［第一责任人］谭邦治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 钱伟长，朱光亚，杨福家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航天总体技术与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专家任新民的传记。 

［主题词］科学家/传记/中国/当代 

［主题词］工程技术人员/传记/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钱伟长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朱光亚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福家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谭邦治 著 

  

 

［正题名］王希季 

［第一责任人］李大耀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 钱伟长，朱光亚，杨福家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空间技术专家王希季的传记。 

［主题词］科学家/传记/中国/当代 

［主题词］工程技术人员/传记/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钱伟长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朱光亚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福家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大耀 著 

  

 

［正题名］1937——淞沪会战 



［第一责任人］毕洪撰述 

［译者］秦风辑图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老照片专辑 

［主题词］八一三事变（1937）/史料/汇编 

［知识责任］毕洪 撰述 

［知识责任］秦风 辑图 

  

 

［正题名］天津老教堂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档案馆主编 

［译者］于学蕴，刘琳编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天津旧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天津城乡教堂教堂的介绍，记述了西方教会（除天主教、基督教外，

另有其他各种宗教派系）传入天津的历史，反映出近代天津与国际联系的多边性。教会文化

从客观上造成了中西文化从对峙、碰撞到交流融合的过程。西方宗教在天津的广泛传布，对

国民中特定的社会群体在信仰取向、道德情操、行为规范、人际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主题词］基督教/传入/历史/天津/近代 

［主题词］教堂/基督教/史料/天津/近代 

［次知识责任］于学蕴 编著 

［次知识责任］刘琳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郭延礼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郭延礼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郭延礼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郭延礼 著 

  



 

［正题名］溯游抗战重庆丛书 

［第一责任人］蓝锡麟主编 

［书目卷册］柒 

［丛书］重睹大后方文坛芳华 

［第一责任人］孙善齐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抗战岁月是一批文坛巨匠创作和人生历程中的重要时期，中国文坛局将通过本

书重显芳华，本书图文并茂述说了众多的故事。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重庆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蓝锡麟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孙善齐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学说 

［副题名］一个学说史视角的梳理和分析 

［第一责任人］杨德山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教育部“211 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党的本性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学说的逻辑构架，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

根本组织制度，党的作风建设思想、执政价值导向等内容。 

［主题词］政党/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 

［知识责任］杨德山 著 

  

 

［正题名］一代伟人陈云 

［第一责任人］侯树栋主编 

［译者］林建公，马长志副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从多个方面记录了陈云同志的言行和在经济、党建、哲学等方面的理论创

新，实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光辉一生。 

［知识责任］侯树栋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建公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马长志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 

［第一责任人］叔弓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卷“十四年——人性回归”和下卷“十四年——人生追悔”两部分。 

［主题词］战争罪犯/侵略战争/劳动改造/日本/1950-1964 

［知识责任］叔弓 著 

  

 

［正题名］中国地主制经济论 

［副题名］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 

［第一责任人］李文治，江太新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以地主制经济为中心线索，以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变化为纬，论述中国封建

经济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发生、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主题词］土地制度/研究/中国 

［主题词］封建土地所有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文治 著 

［知识责任］江太新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丛书］城市（劳工）生活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译者］夏明芳，黄兴涛副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劳动者，如：北平、成都、上海、重庆、广州、南

京、无锡、山东、济南等地的各阶层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工资收入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城市/劳动者/生活/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夏明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兴涛 副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丛书］城市（劳工）生活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译者］夏明芳，黄兴涛副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劳动者，如：北平、成都、上海、重庆、广州、南

京、无锡、山东、济南等地的各阶层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工资收入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城市/劳动者/生活/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夏明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兴涛 副主编 

  

 

［正题名］清朝条约全集 

［书目卷册］第壹卷 

［第一责任人］田涛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附注内容］本书将清代康熙至宣统各朝先后与五十多个国家签定的近二百个条约一条不漏

地按签约时间顺序系统整理收录。包括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清朝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视周

边国家为“属国”而签定的具有不平等性的条约，以及清政府与外国签定的符合当时国际惯

例的条约。 

［主题词］条约/外交史/中国/清代/汇编 

［知识责任］田涛 主编 

  

 

［正题名］清朝条约全集 

［书目卷册］第貮卷 

［第一责任人］田涛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附注内容］本书将清代康熙至宣统各朝先后与五十多个国家签定的近二百个条约一条不漏

地按签约时间顺序系统整理收录。包括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清朝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视周

边国家为“属国”而签定的具有不平等性的条约，以及清政府与外国签定的符合当时国际惯

例的条约。 

［主题词］条约/外交史/中国/清代/汇编 

［知识责任］田涛 主编 

  

 

［正题名］清朝条约全集 

［书目卷册］第叁卷 

［第一责任人］田涛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附注内容］本书将清代康熙至宣统各朝先后与五十多个国家签定的近二百个条约一条不漏

地按签约时间顺序系统整理收录。包括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清朝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视周

边国家为“属国”而签定的具有不平等性的条约，以及清政府与外国签定的符合当时国际惯

例的条约。 

［主题词］条约/外交史/中国/清代/汇编 

［知识责任］田涛 主编 



  

 

［正题名］志愿军战事珍闻全记录 

［第一责任人］胡海波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事珍闻全记录丛书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料/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胡海波 著 

  

 

［正题名］孙中山的科学技术思想 

［第一责任人］张汉静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附注内容］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基

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对孙中山的科技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从阐述孙中山科技思想形成的历史

背景切入，深入探讨了孙中山科技哲学观、工业科技观、农业科技观、交通科技观、国防科

技观及科技 放思想、科技教育思想。 

［主题词］科学技术/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张汉静 著 

  

 

［正题名］清代经学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彭林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为 2003 年在清华大学召 的“清代经学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集。分为易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及其他，收录了《李光地易学方法略论》、《清人学术视

野中的敖继公与郑玄》、《清初历算与经学关系简论》等论文。 

［主题词］经学/关系/文化/研究/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彭林 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避讳史 

［第一责任人］王建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避讳”在中国的起源、演变和各朝代的特点，研究古代的“避讳”

从民间习俗变为伴随君主专制体制演变成一种礼仪制度，由人类的自我保护手段蜕变为禁锢

人的思想、残害人性乃至人命的堂皇伎俩的历史。作者认为“避讳”从本质上讲是对独立自



由的人性的一种压抑和扭曲。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建 著 

  

 

［正题名］驻日记者四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中日关系/史料/1964-2004/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记者/作品集/中国/当代 

  

 

［正题名］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 

［第一责任人］胡全福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军 /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胡全福 著 

  

 

［正题名］简明清史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简明清史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近代的超克 

［第一责任人］（日）竹内好著 

［译者］孙歌编 

［译者］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学术前沿 6 

［附注内容］本书遴选了作者写于 20 世纪 40 至 60 年代的数篇代表作品，昭示了在那个动

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竹内好的思想方式与知识立场。 

［主题词］政治/思想/研究/日本/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竹内好 著 

［次知识责任］孙歌 编 

［次知识责任］李冬木 译 

［次知识责任］赵京华 译 

［次知识责任］孙歌 译 

  

 

［正题名］从传统到启蒙 

［副题名］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近代嬗变 

［第一责任人］刘海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汕头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著述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产生、衍变和近代嬗变的动态视角，以中国近代

社会的变迁为背景，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在五四以前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一番寻根溯

源的纵向探究。 

［主题词］家庭道德/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发展/传统文化/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海鸥 著 

  

 

［正题名］张学良遗稿 

［副题名］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编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知识责任］窦应泰 编著 

  

 

［正题名］抗战现场 

［副题名］《伦敦新闻画报》1937-1938 年抗日战争图片报道选 

［第一责任人］沈弘编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伦敦新闻画报》1937 年到 1938 年抗日战争图片和文字报道的合辑，

以西方记者独特的视角，在中国华北、上海、杭州、广州、南京等地记录下的抗日战争现场。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中国/1937-1938/摄影集 

［知识责任］沈弘 编译 



  

 

［正题名］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第一责任人］戴煌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胡耀邦同志以超人的胆识站到了时代的 前沿。当时，他先后在宣

传和组织领导岗位上，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冲破重重阻碍，办好了两

件大事。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戴煌 著 

  

 

［正题名］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 

［副题名］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 

［第一责任人］定宜庄等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辽东 重要的移民群体即编入八旗制度的汉族移民群

体和由他们构成的社会。书后附专用名词索引、彩色插图，书中有几十个统计图表。 

［主题词］移民/研究/辽宁省/清代 

［主题词］汉族/移民/八旗制度/研究/辽宁省/清代 

［知识责任］定宜庄 著 

  

 

［正题名］梁思成的山河岁月 

［第一责任人］林与舟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飞扬与落寞 

［知识责任］林与舟 编著 

  

 

［正题名］思念依然无尽 

［副题名］回忆父亲胡耀邦 

［第一责任人］满妹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知识责任］满妹 著 

  

 

［正题名］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著] 

［译者］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部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历史学/世界史/笔记 

［主题词］历史学/世界史/笔记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正题名］日军铁蹄下的中国战俘与劳工 

［第一责任人］梅桑榆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日本侵华 14 年间，日本侵略者除在占领区血腥屠杀中国人民之外，

疯狂掠夺中国的物产资源、兴建各种工程，强制 1000 多万战俘与平民充当劳工，致使数百

万人遭受迫害与杀戮而伤残、死亡的残酷事实。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战俘问题/史料/1931-1945 

［知识责任］梅桑榆 著 

  

 

［正题名］中流砥柱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系列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客观地记录和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历史贡献。以总

论为首，继之以各中共中央局篇，然后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篇和华侨篇，并按照历史事

件的发生顺序编写。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 

  

 

［正题名］中流砥柱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系列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客观地记录和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历史贡献。以总

论为首，继之以各中共中央局篇，然后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篇和华侨篇，并按照历史事

件的发生顺序编写。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 

  

 



［正题名］中流砥柱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系列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客观地记录和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历史贡献。以总

论为首，继之以各中共中央局篇，然后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篇和华侨篇，并按照历史事

件的发生顺序编写。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 

  

 

［正题名］侵略炫耀与自供罪证 

［副题名］侵华日军的“从军记章”和“征支记币” 

［第一责任人］朱荣基编著 

［出版者］海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收集到的 1931-1938 年侵华日军的“记章”（即军功章）

“记念硬币”（即奖赏币），以及侵华日军的随军记者当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和日本昭和天皇

裕仁在侵华进程中发布的一系列“敕语”。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留下的历史罪证。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朱荣基 编著 

  

 

［正题名］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 

［第一责任人］齐红深主编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一千多位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的口述记录和四千多件历史图片中

精选而成。 

［主题词］侵华事件/殖民地教育/日本/史料 

［主题词］殖民地教育/日本/史料 

［主题词］教育侵略/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齐红深 主编 

  

 

［正题名］史证 

［副题名］日本战犯侵华罪行忏悔实录 

［第一责任人］公安部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选取了关押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 969 名日本战犯中 118 名战犯的供述

材料，以其罪行和悔过为主线，再现了暴戾疯狂的侵华日本对中国人民烧杀虏掠犯下的罪行，



揭示了日本军 疯狂掠夺中华大地珍贵资源及财富的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有力

明证。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主题词］战犯/侵华/回忆录/日本 

  

 

［正题名］追索 

［副题名］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 

［第一责任人］陈丽菲，苏智良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朝鲜“慰安妇”朴永心来华联合调查活动，揭晓了整个云南日军“慰

安妇”制度的真相。 

［主题词］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性犯罪/日本/史料 

［主题词］性犯罪/侵略战争/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陈丽菲 著 

［知识责任］苏智良 著 

  

 

［正题名］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王晓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抗日战争历史纪实丛书 侯树栋，范震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抗战史料，内容分为：处心积虑，日本觊觎东北；

月黑风高，“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奋起抵抗，辽宁义勇军首燃抗日烽火等。 

［主题词］抗日斗争/东北抗日联军/史料 

［知识责任］王晓辉 著 

［知识责任］侯树栋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范震江 丛书主编 

  

 

［正题名］绝对真相 

［副题名］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 

［第一责任人］任志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录史料，均是从北京市档案馆主办的《北京档案史料》自 1986 年以

来所刊布的有关中国人民抗战及日本侵华的档案史料中精选。全书分为：九一八——七七卢

沟桥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侵华罪行、战争损失调查以及华北汉

奸审判三部分。 

［主题词］侵华事件/档案资料/1931-1946 

［主题词］档案资料/侵华事件/1931-1946 



［知识责任］任志 主编 

  

 

［正题名］荻岛静夫日记 

［第一责任人］[（日）荻岛静夫著] 

［译者］四川建川博物馆收藏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侵略战争/史料/日本/1937-1940 

［知识责任］荻岛静夫 著 

  

 

［正题名］家和同族的历史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日）藤井胜著 

［译者］王仲涛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周维宏主编 

［附注内容］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在家-同族的基础上，对近世村落社会的家-同族进行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全书分为理论和课题、家、同族三个部分。 

［主题词］家族/历史社会学/研究/日本 

［主题词］历史社会学/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藤井胜 著 

［次知识责任］王仲涛 译 

  

 

［正题名］中国民间禁忌风俗 

［第一责任人］万建中著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中国传统文化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民间禁忌风俗，包括禁忌的起源、日常生活中的禁忌、

各行各业的禁忌、人生一世的禁忌、万事万物的禁忌等。 

［主题词］禁忌/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主题词］风俗习惯/禁忌/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万建中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 

［第一责任人］何理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研究/中国/1931-1945 

［知识责任］何理 著 

  

 

［正题名］工业学大庆始末 

 

 

［正题名］农业学大寨始末 

［第一责任人］宋连生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农村经济/农业发展/史料/中国/当代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宋连生 著 

  

 

［正题名］黄侃年谱 

［第一责任人］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黄侃（1886-1935）是辛亥革命先驱、国学大师，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

颇有成就。本书为其年谱。 

［知识责任］司马朝军 撰 

［知识责任］王文晖 撰 

  

 

［正题名］传播与植根 

［副题名］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第一责任人］章 沅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门外看基督教”、“教会大学研究”、“走进中外基督徒”、“贝德士藏札

选录”四个部分，收入了《世局变迁与宗教发展》、《教会大学与东西文化交流》、《西文东方

学报论著举要》等文章。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文集 

［主题词］基督教/教育/研究/文集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知识责任］章 沅 著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家博物馆郭雄…[等]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国民党军/史料 

［知识责任］郭雄 编著 

［知识责任］夏燕月 编著 

［知识责任］李效莲 编著 

［知识责任］李俊臣 编著 

  

 

［正题名］历史理性的重建 

［第一责任人］何兆武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博雅思想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近年 新论述的结集，主要论域为西方思想与历史哲学。收入论文

30 余篇，分为四辑：康德历史思想研究之专题；历史哲学之探讨；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国

现代思想史之雪泥鸿爪。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何兆武 著 

  

 

［正题名］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 

［第一责任人］张广宇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国际问题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从理论、起源、实践和影响等方面着手，力求对日本右倾化趋势作全方位

的审视与分析。 

［主题词］政论/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张广宇 著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与日本战争罪责 

［副题名］高兴祖文集 

［第一责任人］高兴祖编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作者在南京大屠杀事件这一专题研究领域所做的贡献，收录了《“南

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煞——评田中正明的九点质疑》、《关于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

历史资料》、《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在南京的兵力部署》等文章。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研究/文集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高兴祖 编著 

  



 

［正题名］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政，陈雁主编 

［译者］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社会性别研究专刊 

［附注内容］本书是 2004 年 6 月举办的“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集。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政 主编 

［知识责任］陈雁 主编 

  

 

［正题名］南北之争與晚清政局 

［副题名］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 

［第一责任人］林文仁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以南北两派做为决策核心的军机处，透过朝局中重大内外决策、事件的讨

论、争执及政治角力，来呈现诸多史著或史料在提及此段历史时，常用“南党北党”等词，

其真实面目及在晚清政局中所占有之地位。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政治集团/派别/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林文仁 著 

  

 

［正题名］近代文明史 

［第一责任人］张跃发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大体以 1500 至 1900 年为上下断限，记述人类从传统社会向近代文明过渡

的历史，讨论近代史的 端、民族主义、世界市场、英国工业革命、拿破仑战争性质等重点、

难点问题。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张跃发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评论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张曙光，邓正来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曙光 主编 

［知识责任］邓正来 主编 

  

 

［正题名］聂荣臻元帅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聂荣臻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回忆录丛书 

［附注内容］作者记录了自己一生中经历的历史事件和革命活动。内容包括：“留法勤工俭

学”、“回国参加大革命”、“长征”、“ 赴抗日前线”、“在延安的岁月”等。 

［知识责任］聂荣臻 著 

  

 

［正题名］徐向前元帅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徐向前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回忆录丛书 

［附注内容］作者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汇录成集，内容包括“风雨年代”、“革命生涯的起点”、

“西行转战三千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等。 

［知识责任］徐向前 著 

  

 

［正题名］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史（图文版）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史（图文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中国/史料 

  

 

［正题名］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史（图文版）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史（图文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中国/史料 

  

 

［正题名］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靖国神社中供奉的 14 名甲级战犯对中国人民和亚洲许多国家人民

犯下的罪行，以使世人明了中国为什么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 

［主题词］战争罪行/战犯/侵华/日本/1931-1945 

［主题词］战犯/侵华/战争罪行/日本/1931-1945 

  

 

［正题名］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雪没北海道 

［第一责任人］何天义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套多卷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 55 个公司、135 个作业场的 4 万战俘和劳工

为对象选录的。第一卷收录掳往北海道煤矿 24 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回忆录/日本/史料 

［主题词］华工/侵华事件/回忆录 

［知识责任］何天义 主编 

  

 

［正题名］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血洒九州岛 

［第一责任人］何天义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套多卷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 55 个公司、135 个作业场的 4 万战俘和劳工

为对象选录的。第二卷收录掳往九州岛煤矿 18 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回忆录/日本/史料 

［主题词］华工/侵华事件/回忆录 

［知识责任］何天义 主编 

  

 

［正题名］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矿山血泪史 

［第一责任人］何天义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套多卷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 55 个公司、135 个作业场的 4 万战俘和劳工

为对象选录的。第三卷收录掳往日本本州金属矿业 28 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回忆录/日本/史料 

［主题词］华工/侵华事件/回忆录 

［知识责任］何天义 主编 



  

 

［正题名］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冤魂遍东瀛 

［第一责任人］何天义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套多卷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 55 个公司、135 个作业场的 4 万战俘和劳工

为对象选录的。第四卷收录掳往日本各地土木建筑 36 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回忆录/日本/史料 

［主题词］华工/侵华事件/回忆录 

［知识责任］何天义 主编 

  

 

［正题名］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港湾当牛马 

［第一责任人］何天义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套多卷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 55 个公司、135 个作业场的 4 万战俘和劳工

为对象选录的。第五卷收录掳往日本各地港湾装卸及造船 29 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回忆录/日本/史料 

［主题词］华工/侵华事件/回忆录 

［知识责任］何天义 主编 

  

 

［正题名］我的编年故事 

［丛书］1939-1945 

［丛书］抗战胜利前在延安 

［第一责任人］于光远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于光远 著 

  

 

［正题名］我的编年故事 

［丛书］1945-1949 

［丛书］迎接全国解放 

［第一责任人］于光远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于光远 著 



  

 

［正题名］新史学 

［书目卷册］第四辑 

［丛书］新文化史 

［并列题名］New history 

［丛书］New cultural history 

［第一责任人］陈恒，耿相新主编 

［译者］舒文执行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西方史学界流派中，不同于“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派的“新文

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派的主要研究观点。收录了《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

历史的反省》、《文化史与叙事性的挑战》、《历史中的故事：晚近欧洲史作品中的文化叙事》

等文章。 

［主题词］史学/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陈恒 主编 

［知识责任］耿相新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事 

［副题名］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德）莱布尼茨著 

［译者］（德）李文潮，张西平主编 

［译者］（法）梅谦立，杨保筠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任继愈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 1697 年以拉丁文首次出版，现根据 1699 年拉丁文版第二版翻译。中译本

加入一些带说明意义的译注。 

［附注内容］莱布尼茨是 17-18 世纪欧洲 伟大的德国科学家与哲学家之一，在其学术生涯

中对中国的关注与热情始终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本书以与入华传教士的通信、辗转收

集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为基础，引导、指引欧洲学者走近中国，推动中西在宗教、科学的交

流与互补。本书是《中国近事》的第一个中译本。1697 年初版加入 6 个附件。1699 年二版

版加入白晋（Joachim Bouvet）撰写的《康熙皇帝传》。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史料/中国/文集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传教事业/文集 

［主题词］传教事业/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莱布尼茨 著 

［知识责任］Leibniz 著 

［次知识责任］李文潮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西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梅谦立 译 

［次知识责任］杨保筠 译 



  

 

［正题名］飞越驼峰 

［第一责任人］（美）威廉·凯宁著 

［译者］戈叔亚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1942-1945 年间，中美两大盟国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共同 辟了中印边

界的空中国际运输航线。本书讲述了驼峰航线的来龙去脉和运输情况，而且还围绕着驼峰航

线的问题在中美之间以及美国各个部门之间发生的背景做了交代，对中美日政治、外交等情

况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主题词］中美关系/抗日战争/史料/1942-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美关系/史料/1942-1945 

［知识责任］凯宁 著 

［次知识责任］戈叔亚 译 

  

 

［正题名］叫魂 

［副题名］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 

［第一责任人］刘启安著 

［出版者］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纸上建筑 旁观者书系 1 

［附注内容］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1945-2005） 

［附注内容］本书共用了 14 章，讲述了侵华日军在常德投下鼠疫苗发动细菌战的详细过程，

让读者看到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行为。 

［主题词］生物战/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启安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史新证 

［第一责任人］廖名春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经学编、疑古编、考信编、荀学编四部分，收录《“六经”次序探源》、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仲康日食”考信》、《思孟五行说新解》共 30 篇论文。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廖名春 著 

  

 

［正题名］西藏贵族世家 

［副题名］1900-1951 



［第一责任人］次仁央宗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从文化角度，通过实地调查和一些见证人的回忆，按照人类学的惯例，通

过特征选样分析，记述单一的西藏贵族群，并借以提供这一特定年代西藏社会的缩影。 

［主题词］家族/研究/西藏/1900-1951 

［主题词］藏学/研究/中国/1900-1951 

［主题词］贵族/社会生活/西藏/1900-1951 

［知识责任］次仁央宗 著 

  

 

［正题名］傅作义传 

［第一责任人］张新吾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民国人物大系”丛书 

［附注内容］傅作义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在他主政绥远时，整顿金融、建设城乡、发展

教育，使绥远被称为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解放后期，他作为华北“剿总”司令员，

毅然率部起义，保护了举世闻名的古都北平，本书详实地记录了他辉煌的一生。 

［知识责任］张新吾 著 

  

 

［正题名］华北烽火 

［副题名］八路军抗日战争纪实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乔希章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抗日斗争/八路军/华北地区/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乔希章 著 

  

 

［正题名］华北烽火 

［副题名］八路军抗日战争纪实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乔希章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抗日斗争/八路军/华北地区/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乔希章 著 

  

 

［正题名］正义的审判 

［副题名］日本战犯的滔天罪行 



［副题名］[中日文本] 

［第一责任人］于涛，张兆民主编 

［译者］彭训厚撰 

［译者］陈荣祥译 

［译者］林国本译改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代表反法西斯各国人民对日本战犯进行正义审判的

历史，提醒世人，特别是天真的年轻人，记住昨天的历史，警惕为祸日本、为祸亚洲、为祸

世界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警惕和制止某些右翼势力再度把日本拖入罪孽的深渊。 

［主题词］审理/侵华/战犯/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犯/战争罪行/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于涛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兆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彭训厚 撰 

［次知识责任］陈荣祥 译 

［次知识责任］林国本 译改 

  

 

［正题名］灾害、社会与现代化 

［副题名］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责任人］汪汉忠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以苏北为个案，探讨中国转型时期的灾害、社会与现代化进程间相

互作用的专著。全书共七章。 

［主题词］自然灾害/考察/苏北地区/民国 

［主题词］社会发展/考察/苏北地区/民国 

［知识责任］汪汉忠 著 

  

 

［正题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 

［第一责任人］吴广义编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采取图文互证、图随文行的体裁，采用当时形成的“加害方自供”、“中立

方证言”和“受害方控诉”等第一手资料，依时间顺序，逐月逐日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实态。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吴广义 编著 

  

 

［正题名］中国妇女研究十年（1995-2005） 



［副题名］回应《北京行动纲领》 

［第一责任人］谭琳，刘伯红主编 

［译者］姜秀花，宓瑞新副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将《妇女研究论丛》1995 年第 1 期至 2005 年第 4 期的部分优秀论文（不

包括妇女理论、妇女史、国外女性主义及女性文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结集出版，大致呈现

了'95 世妇会以来中国妇女发展和妇女/性别研究方面的热点话题及其在研究领域、研究角

度、研究深度方面的发展轨迹。 

［主题词］妇女/社会生活/研究/文集/中国/1995-2005 

［主题词］妇女工作/研究/文集/中国/1995-2005 

［知识责任］谭琳 主编 

［知识责任］刘伯红 主编 

［次知识责任］姜秀花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宓瑞新 副主编 

  

 

［正题名］“排满”与民族主义 

［第一责任人］王春霞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针对关于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排满”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提出作者的观

点并加以论证。 

［主题词］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辛亥革命/思潮/研究 

［知识责任］王春霞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 

［第一责任人］王先明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南 大学 211 工程建设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总论篇：学科发展理论探讨；时代篇：变动时代与政制更易；

文化篇：由传统到近代的文化模式转型；社会篇：乡村社会结构历史变迁几部分。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化史 

［知识责任］王先明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小报史 

［第一责任人］孟兆臣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840-1949 年间，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出版的各种以消闲

娱乐为主，熔新闻、评论、文艺、知识、娱乐、地方掌故于一炉的中国近、现代小报的发展

历史。小报研究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风俗研究和文学研究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研究/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报纸/研究/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孟兆臣 著 

  

 

［正题名］鸦片 

［副题名］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 

［第一责任人］王宏斌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侵华事件/鸦片贸易/政策/研究/日本/1895-1945 

［知识责任］王宏斌 著 

  

 

［正题名］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 

［副题名］1840-1950 

［第一责任人］白凯著 

［译者］林枫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乡村研究专著系列 黄宗智主编 

［主题词］农业经济/华东地区/1840-1950 

［主题词］地租/赋税/研究/华东地区/1840-1950 

［主题词］赋税/财政/经济史/研究/中国/1840-1950 

［知识责任］白凯 著 

［次知识责任］林枫 译 

  

 

［正题名］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翔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李喜所主编 

［主题词］手工业/变迁/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翔 著 

  

 

［正题名］李维汉统战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莫岳云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课题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七章，介绍了李维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历程和他对人民政协

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对民主党派统战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道路的探索与

实践、对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等内容。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研究 

［知识责任］莫岳云 著 

  

 

［正题名］西方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徐大同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二战以来 

［第一责任人］马德普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研究了二战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演变，重点介绍了波普尔、阿

伦特、达尔、罗尔斯等人的政治思想。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1945-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 

［知识责任］徐大同 总主编 

［知识责任］马德普 主编 

  

 

［正题名］语言、翻译与政治 

［副题名］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宪明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博雅思想史丛书 

［附注内容］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从文本源流、著译动因、关键词语与观念、政治社会影响等方面，对严译

《社会通诠》一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析。 

［知识责任］王宪明 著 

  

 

［正题名］摸史集 

［副题名］中国现代人物新探 

［第一责任人］袁小伦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对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柳亚子、叶剑英、赵洪文国、于光远、茅盾、

萧乾、周恩来、李先念、乔冠华、李纯清等人的生平予以评述。 

［主题词］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袁小伦 著 

  

 

［正题名］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科学 

［第一责任人］王斯德，童世骏主编 

［书目卷册］史学卷 

［第一责任人］盛帮和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人文科学/现代化/进程/科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斯德 主编 

［知识责任］童世骏 主编 

［知识责任］盛帮和 本卷主编 

  

 

［正题名］青春犹在 

［第一责任人］王宗光主编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专著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上海交通大学 100 多年历史中现已查明的 24 位英烈的个人传记。 

［主题词］革命烈士/传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知识责任］王宗光 主编 

  

 

［正题名］国际汉学 

［书目卷册］第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辑分为“汉学一家言”、“汉学家专页”、“汉学家访谈录”、“入华传教士研究”、

“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宗教思想研究”等十一个部分，共近 30 篇论文。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的 后 33 年 

［第一责任人］彭华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长廊与背影”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马寅初 后 33 年的生平事迹，有“不同寻常的‘知北游’”、“布拉

格—华沙的和平之旅”、“‘老北大’经营新北大”、“终究要照亮心田的昏暗”等篇章。 

［知识责任］彭华 著 

  

 

［正题名］水嵐村紀事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 

［第一责任人］王振忠著 

［译者］李玉祥摄影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整理当年一个普通山村少年的日记，记述作者两次亲临水岚的所见所

闻，透视婺源地区民间社会风俗、文化背景和 1949 年前后中国社会变迁在水岚村的投影。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安徽/江西/1949- 

［知识责任］王振忠 著 

［次知识责任］李玉祥 摄影 

  

 

［正题名］东方主义 

［第一责任人］（英）齐亚乌丁·萨达尔著 

［译者］马雪峰，苏敏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附注内容］东方主义这一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本书正

是对这一历史和结构的一种梳理，并讨论了东方主义在当代西方的演化和实践。 

［主题词］东方学/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萨达尔 著 

［次知识责任］马雪峰 译 

［次知识责任］苏敏 译 

  

 

［正题名］教育史学 

［第一责任人］杜成宪，邓明言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 瞿葆奎主编；吕达副主编 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中国教育史学和西方教育史学两部分，分别介绍了中国教育史学科史、

学科体系、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西方教育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教育史家与教

育史评等内容。 

［主题词］教育科学/分支科学 



［主题词］教育学/历史/中国 

［主题词］教育学/历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杜成宪 著 

［知识责任］邓明言 著 

  

 

［正题名］湖南抗日战争日志 

［第一责任人］钟启河，刘松茂编著 

［出版者］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完整、系统地总结和阐述湖南抗日战争这段反侵略的光辉历史。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湖南/史料 

［主题词］抗日斗争/大事记/湖南/史料 

［知识责任］钟启河 编著 

［知识责任］刘松茂 编著 

  

 

［正题名］陈云在历史瞬间 

［第一责任人］迟爱萍，熊亮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分：五四大潮的洗礼、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脱颖而出、一个人的长征、宝塔

山下谋发展、接管沈阳等栏目介绍了老一辈革命家——陈云。 

［知识责任］迟爱萍 著 

［知识责任］熊亮华 著 

  

 

［正题名］复旦大学百年纪事 

［副题名］1905-2005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纪事的年代上起 1905 年，下讫 2005 年 3 月。按 1905 年复旦大学建校至 1949

年，1949 年复旦大学解放至 1978 年，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至 2005 年三

个阶段，分为三编。 

  

 

［正题名］陈云墨迹选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刘枫主编 

［译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 2 册：第一册是题词作品，按题写时间顺序编排；第二册是对每幅作



品的释文。 

［知识责任］刘枫 主编 

  

 

［正题名］陈云墨迹选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刘枫主编 

［译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 2 册：第一册是题词作品，按题写时间顺序编排；第二册是对每幅作

品的释文。 

［知识责任］刘枫 主编 

  

 

［正题名］旧中国海关历史图说 

［第一责任人］张耀华编著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对中国海关史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分析，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海关、中

国近代海关、中国人民收回海关主权的斗争等。 

［主题词］海关/历史/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张耀华 编著 

  

 

［正题名］奉系军 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胡玉海，里蓉主编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大事记以奉系军 活动为主线，着重记述了 1894 年至 1931 年间张作霖起家，

统一东北，整军经武，逐鹿中原，问鼎北京政权，以及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子承父业，

稳定东北政局，实行东北易帜，直至“九一八”事变等诸多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概貌。 

［主题词］奉系军 /大事记/1875-1931 

［主题词］北洋军 /历史/1875-1931 

［知识责任］胡玉海 主编 

［知识责任］里蓉 主编 

  

 

［正题名］北大荒日记 

［副题名］1958-1959 

［第一责任人］曾庆延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日记文丛 李辉主编 

［附注内容］这是一部亲历北大荒劳动锻炼的右派分子记录的垦荒日记，记录了作者在划为

右派后被送到黑龙江农场进行劳动锻炼的生活情景。再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垦荒史上的

一次伟大壮举。 

［主题词］曾庆延/日记/中国/1958-1959 

［知识责任］曾庆延 著 

  

 

［正题名］我的复旦四年 

［副题名］1955-1958 

［第一责任人］徐成淼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日记文丛 

［附注内容］这是一部五六十年代复旦大学学生记述当时大学生活的日记，作者以真切细腻

的笔触，记录了中国一个特殊年代的政治风云变幻，通过一个大学生因言致祸从天之骄子沦

为右派的种种遭遇，折射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 

［知识责任］徐成淼 著 

  

 

［正题名］沈从文的 后 40 年 

［第一责任人］李扬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长廊与背影”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沈从文 后 40 年的生平事迹，有“向文学世界告别”、“知识分子

对革命而言‘不中用得很’”、“再生的凤凰”等篇章。 

［知识责任］李扬 著 

  

 

［正题名］丁玲的 后 37 年 

［第一责任人］秦林芳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长廊与背影”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作家丁玲 后 37 年的生平事迹，有“做好一名小号兵”、“要看见

旁人看不见的东西”、“风暴袭来”、“风雪人间”、“自由的呼唤”等篇章。 

［知识责任］秦林芳 著 

  

 

［正题名］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 

［副题名］汉学知识的系谱学 

［第一责任人］（加）卜正民，（加）格力高利·布鲁主编 

［译者］台湾“国立”编译馆主译 



［译者］古伟瀛等译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以下章节：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中国”与近代西方社

会思想；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迈向批判的非西方科技史；农业帝国的政

治经济体制及其在当代的遗迹。 

［主题词］资本主义/封建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主题词］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中国 

［主题词］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卜正民 主编 

［知识责任］Brook 主编 

［知识责任］布鲁 主编 

［知识责任］Blue 主编 

［次知识责任］古伟瀛 译 

  

 

［正题名］马识途文集 

［书目卷册］8 

［丛书］沧桑十年 

［第一责任人］马识途著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集是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回忆录，包括“莫名其妙地变成反革命”、

“家破人亡”、“如今何处找好人”、“小将的丰采”、“狱中生活拾零”等章节。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1966-1976 

［知识责任］马识途 著 

  

 

［正题名］马识途文集 

［书目卷册］9 

［丛书］风雨人生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马识途著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集分上、下两册，是作者的回忆录，记录了他从 1931 年到 1950 年 20 年间

生活足迹的风雨历程。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1931-1950 

［知识责任］马识途 著 

  

 

［正题名］马识途文集 

［书目卷册］9 

［丛书］风雨人生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马识途著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集分上、下两册，是作者的回忆录，记录了他从 1931 年到 1950 年 20 年间

生活足迹的风雨历程。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1931-1950 

［知识责任］马识途 著 

  

 

［正题名］人间地狱“无人区” 

［副题名］日本侵华罪行实录 

［第一责任人］陈建辉主编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经世文库 

［附注内容］书中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巩固其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在长城沿线（涉

及今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 5 个省市自治区的 25 个区县）通过“集家并村”的

手段将群众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是日军用血腥手段在华制造的又一重大侵略暴行。 

［主题词］侵华事件/史料/日本/1939-1944 

［知识责任］陈建辉 主编 

  

 

［正题名］一九五七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朱地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1957 年，共和国的政治经历了一场由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的大转折，从此中

国政治背离了中共八大规定的路线，逐渐重新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这种翻云覆雨

的变化，其中原因，至今仍然令一些人迷惑不解。本书将从历史的源头谈起，以廓清这段历

史之谜。 

［主题词］反右派斗争/1957/史料 

［主题词］政治运动/反右派斗争/1957 

［知识责任］朱地 著 

  

 

［正题名］见证 1945 

［第一责任人］李海荣，张曹龙主编 

［丛书］日本战犯审判 

［第一责任人］韩文宁，冯春龙著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中国 

［主题词］战争罪犯/战争罪行/史料/1945 



［知识责任］李海荣 主编 

［知识责任］张曹龙 主编 

［知识责任］韩文宁 著 

［知识责任］冯春龙 著 

  

 

［正题名］见证 1945 

［第一责任人］李海荣，张曹龙主编 

［丛书］汉奸大审判 

［第一责任人］王晓华著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中国 

［主题词］审理/战争罪行/中国/史料/1945 

［知识责任］李海荣 主编 

［知识责任］张曹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晓华 著 

  

 

［正题名］见证 1945 

［第一责任人］李海荣，张曹龙主编 

［丛书］日俘日侨大遣返 

［第一责任人］任骏著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中国 

［主题词］战俘问题/日本投降/遣返/史料/中国/1945 

［主题词］侨民问题/日本投降/遣返/史料/中国/1945 

［知识责任］李海荣 主编 

［知识责任］张曹龙 主编 

［知识责任］任骏 著 

  

 

［正题名］见证 1945 

［第一责任人］李海荣，张曹龙主编 

［丛书］国府还都 

［第一责任人］刘晓宁著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李海荣 主编 

［知识责任］张曹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宁 著 

  



 

［正题名］见证 1945 

［第一责任人］李海荣，张曹龙主编 

［丛书］台湾光复 

［第一责任人］戚厚杰著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中国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台湾/1945 

［知识责任］李海荣 主编 

［知识责任］张曹龙 主编 

［知识责任］戚厚杰 著 

  

 

［正题名］见证 1945 

［第一责任人］李海荣，张曹龙主编 

［丛书］战区大受降 

［第一责任人］韩文宁著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中国 

［主题词］战争罪犯/战争罪行/史料/1945 

［知识责任］李海荣 主编 

［知识责任］张曹龙 主编 

［知识责任］韩文宁 著 

  

 

［正题名］不该遗忘的胡先骕 

［第一责任人］胡宗刚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背影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历史档案材料和 120 多张历史照片，以传记的形式，记录了“中国

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胡先骕先生的人生轨迹。 

［主题词］生物学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宗刚 著 

  

 

［正题名］洋人在中国 

［副题名］红色使者 

［第一责任人］刘建美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选取了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加仑、罗易、李德、胡志明、白求恩、



斯特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和柯棣华等 12 位不同国籍、而与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的来

华外国人，对其在华事迹进行图文并茂式的叙述，力图立体地刻画人物形象。 

［主题词］外国人/生平事迹/现代 

［主题词］革命史/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建美 主编 

  

 

［正题名］中国电影百年 

［书目卷册］上编 

［丛书］1905-1976 

［第一责任人］李多钰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新京报丛书 001 

［附注内容］本书是将《新京报》2004-2005 年间，为回顾中国电影百年而每天刊载的共计

数百篇文章汇编成集，按中国电影发展的时间顺序编排。 

［主题词］电影事业/历史/史料/中国/1905-1976 

［知识责任］李多钰 主编 

  

 

［正题名］民俗天津 

［第一责任人］马宇彤著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天津文化地图 

［附注内容］本书从衣、食、住、行、婚、丧、商、年、忌、游十个方面分别介绍了天津的

风俗习惯。 

［主题词］风俗习惯/介绍/天津 

［知识责任］马宇彤 著 

  

 

［正题名］张学良画传 

［第一责任人］张友坤著 

［出版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张友坤 著 

  

 

［正题名］杨之华评传 

［第一责任人］陈福康，丁言模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杨之华是中共著名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的夫人，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新

中国女工工作的 拓者。 



［知识责任］陈福康 著 

［知识责任］丁言模 著 

  

 

［正题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李海文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关于红军长征的 早 真实的记录。精选了 90 片文章，按一日、

一事，行军时间、路线顺序排列。使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红军长征历程。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李海文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研究通览 

［第一责任人］俞祖华，赵慧峰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鲁东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洋务思潮研究综述》、《三民主

义研究概述》、《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研究综述》、《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潮研究综述》等

19 篇论文。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俞祖华 主编 

［知识责任］赵慧峰 主编 

  

 

［正题名］廖学盛文集 

［第一责任人］廖学盛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廖学盛 著 

  

 

［正题名］马大正文集 

［第一责任人］马大正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新疆/文集 

［知识责任］马大正 著 

  

 

［正题名］国史探微 

［第一责任人］杨联陞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杨联陞 著 

  

 

［正题名］生死存亡的关键 

［副题名］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讲述陈云 

［第一责任人］王萍，龙平平，周小力主编 

［译者］《陈云与党风廉正建设》摄制组编著 

［译者］张曙，李纲撰稿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

视文献片《陈云与党风廉政建设》的解说词及近百位亲历者的口述实录。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龙平平 主编 

［知识责任］周小力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曙 撰稿 

［次知识责任］李纲 撰稿 

  

 

［正题名］洋人在中国 

［副题名］西方使者 

［第一责任人］白云涛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选取了利玛窦、沙逊集团、嘉道理家族、哈同、赫德、庄士敦、斯坦因、

欧文拉铁摩尔、端纳、史迪威、司徒雷登、陈纳德、赫尔利、马歇尔、费正清和李约瑟等百

年来对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来华外国人，对其在华事迹进行图文并茂式的叙述，力图立体

地刻画人物形象。 

［主题词］外国人/生平事迹/现代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白云涛 主编 

  

 

［正题名］西北旧影往事 

［副题名］感悟苍凉 



［第一责任人］孙武著文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旧影往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阴差阳错的老照片，定格了西北的一个个瞬间，凝固着西北的一层层

记忆，记录下古今许许多多有关文明与衰落的过程、挣扎与无奈的生活、光明与灿烂的希望

等西北往事。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北地区 

［知识责任］孙武 著文 

  

 

［正题名］新国学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项楚主编 

［译者］四川大学中文系《新国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巴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项楚 主编 

  

 

［正题名］清代京剧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颜全毅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编：清代京剧文学的起源、整合（乾隆、嘉庆时期）；清代京剧文学

的成型、发展（道光、咸丰）；清代京剧文学的兴盛繁荣（同治、光绪、宣统）。 

［主题词］京剧/剧本/文学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戏剧文学/京剧/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文学史/京剧/剧本/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颜全毅 著 

  

 

［正题名］八路军抗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张文杰，郭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抗日战争历史纪实丛书 侯树栋，范震江主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史料 

［知识责任］张文杰 著 

［知识责任］郭辉 著 

［知识责任］侯树栋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范震江 丛书主编 

  



 

［正题名］香港骑士 

［副题名］曾荫权 

［第一责任人］海棠，哲兮编著 

［出版者］长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海棠 编著 

［知识责任］哲兮 编著 

  

 

［正题名］老北京的街头巷尾 

［第一责任人］翟鸿起著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风俗习惯/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翟鸿起 著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十八期（二○○五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主编 

［译者］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4/丛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正题名］南湖魂 

［副题名］嘉兴党史人物传续集 

［第一责任人］吴洪生主编 

［译者］中共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嘉兴市档案局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嘉兴 30 余位革命烈士和曾经在嘉兴活动过的中共党史人物的主要事

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传记/中国共产党 

［知识责任］吴洪生 主编 

  

 

［正题名］1937 

［副题名］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 

［第一责任人］（英）田伯烈著 

［译者］杨明译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史料/1937 

［知识责任］田伯烈 著 

［知识责任］Timperley 著 

［次知识责任］杨明 译 

  

 

［正题名］史海探索 

［第一责任人］郑异凡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主题词］苏联史（1917-）/研究/苏联/文集 

［知识责任］郑异凡 著 

  

 

［正题名］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第一责任人］刘国深总主编 

［译者］邓孔昭副总主编 

［丛书］政治篇 

［第一责任人］孙云[本卷]主编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台湾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89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宪政’体制与决策过程”、“省籍族群矛盾与台湾社会”、“‘总统’

选举与政党政治”、“‘去中国化’与‘台独’”、“亚太安全与美台、日台关系”五个部分。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政治/研究/台湾/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国深 总主编 

［知识责任］孙云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孔昭 副总主编 

  

 

［正题名］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第一责任人］刘国深总主编 

［译者］邓孔昭副总主编 

［丛书］经济篇 

［第一责任人］邓利娟主编[本卷]主编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台湾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89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附注内容］本文集分为“台湾总体经济研究”、“台湾产业研究”、“台湾经济政策与立法研

究”、“两岸经济关系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台湾经济研究”五个部分。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地区经济/研究/台湾/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国深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利娟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孔昭 副总主编 

  

 

［正题名］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第一责任人］刘国深总主编 

［译者］邓孔昭副总主编 

［丛书］历史篇 

［第一责任人］李祖基[本卷]主编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台湾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89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有《明郑台湾建置考》、《清代台湾的地权交易》、《日据时期台湾经济

总体评价》、《李友邦有关历史问题探讨》、《试论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与地方自治要求》

等文章。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台湾/文集 

［知识责任］刘国深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李祖基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孔昭 副总主编 

  

 

［正题名］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第一责任人］刘国深总主编 

［译者］邓孔昭副总主编 

［丛书］文学篇 

［第一责任人］徐学[本卷]主编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台湾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89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有《定为台湾文学的三种方法》、《从小说看台湾女性价值观的嬗变》、

《台湾新世代和旧世代诗论之比较》、《台湾科幻小说的创作及其特点》、《姚一苇历史剧的现

代性与民族性》等文章。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台湾/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国深 总主编 

［知识责任］徐学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孔昭 副总主编 

  

 

［正题名］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第一责任人］刘国深总主编 

［译者］邓孔昭副总主编 

［丛书］两岸篇 

［第一责任人］李非[本卷]主编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台湾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89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附注内容］本文集分为“海峡两岸关系的定位与走向”、“海峡两岸关系中的国际因素”、

“海峡两岸关系中的法律问题”、“海峡两岸贸易交流问题研究”、“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问题

研究”等六个部分。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国/台湾/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国深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李非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孔昭 副总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丛书］底边社会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译者］夏明芳，黄兴涛副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卷调查民国时期的社会问题。上册收有《南京贫儿调查》、《成都市保育院难

童调查》、《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上海女性犯的社会分析》等民国时期有关下层社会的调

查报告 11 篇。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社会问题/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夏明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兴涛 副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丛书］底边社会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译者］夏明芳，黄兴涛副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卷调查民国时期的社会问题。下册收有《上海淫业问题》、《北平娼妓调查》、

《福州疍民调查》、《北平 1200 贫户之调查》《南京棚户家庭调查》、《41 个残废兵的研究》

等民国时期有关下层社会的调查报告 13 篇。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社会问题/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夏明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兴涛 副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副题名］婚姻家庭卷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译者］夏明芳，黄兴涛副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中国之家庭

问题》、《 近十六年之北平离婚案》等 15 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婚姻/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主题词］家庭/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次知识责任］夏明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兴涛 副主编 

  

 

［正题名］民国音乐史年谱 

［副题名］1912-1949 

［第一责任人］陈建华，陈洁编著 

［出版者］上海音乐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音乐史/年表/大事记/中国/1912-1949 

［知识责任］陈建华 编著 

［知识责任］陈洁 编著 

  

 

［正题名］文人陈独秀 

［副题名］启蒙的智慧 

［第一责任人］石钟扬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知识责任］石钟扬 著 



  

 

［正题名］暨南史学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纪宗安，汤 建主编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从自然地理单元到文化地理单元——先秦珠江水系岭南地区文化

遗存特征分析”、“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明清时期潮州外贸港口变迁”、“追求用水

秩序的努力——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民间’与‘官方’”、“清末禁烟时期的鸦片

专卖”、“澳门通洋贸易与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等史学论文。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纪宗安 主编 

［知识责任］汤 建 主编 

  

 

［正题名］边缘的历史 

［副题名］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陶飞亚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主题词］基督教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陶飞亚 著 

  

 

［正题名］于光远自述 

［第一责任人］[于光远著] 

［译者］李辉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23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的自述，内容包括：我出场了、从延安到

北京、在大风暴的旋涡中、人生何处无乐趣、我的贺年信五个部分，收录了 60 篇文章。 

［知识责任］于光远 著 

［次知识责任］李辉 主编 

  

 

［正题名］延安统帅部 

［第一责任人］王邵军，张福兴[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红色抗战令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九章，内容包括：到陕北去，到延安去；毛泽东提出“赶驴上坡”；



化干戈为玉帛；自己的拿手好戏；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史料 

［主题词］陕甘宁抗日根据地/领导机构/史料 

［知识责任］王绍军 著 

［知识责任］张福兴 著 

  

 

［正题名］八路军 

［第一责任人］岳思平主编 

［译者］童蕴河副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系列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作战、建军为主线，反映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及在

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指导方针、作战原则，以及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人民群众对八路

军的支援等内容。 

［知识责任］岳思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童蕴河 副主编 

  

 

［正题名］血与火的年代 

［副题名］中国人民五十年抗日救国斗争 

［第一责任人］马玉卿，于源，李灵霞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日本帝国主义自 1894-1945 年侵略中国 50 年的罪恶行经和中国人民

抗日救国斗争的历史过程，讴歌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并收录其中了各个历史阶段的 300

余首抗日诗歌。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史料/中国/1894-1945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历史/史料 

［知识责任］马玉卿 主编 

［知识责任］于源 主编 

［知识责任］李灵霞 主编 

  

 

［正题名］抗战音乐史 

［第一责任人］陈志昂著 

［出版者］黄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音乐史/史料/中国/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斗争/音乐史/史料/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陈志昂 著 

  

 



［正题名］中日第一战 

［副题名］甲午战争全景纪实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译者］崔光弼编撰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历史深处的真相丛书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史料/图集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次知识责任］崔光弼 编撰 

  

 

［正题名］亲历惨案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抹不掉的记忆 见证日军灭绝人性的杀戮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罪行，包括：国破家何在、占领军的疯狂屠杀、血腥的

刺刀统治、围剿抗日根据地及武装、投降后的罪恶屠杀、各地惨案等六个部分。 

［主题词］侵华事件/回忆录/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正题名］跟随毛主席从延安到北平 

［第一责任人］刘长明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回忆 1947 年 3 月至 1949 年 3 月党中央领导机关转战陕北、东渡黄河，到

达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以及召 七届二中全会， 后进入北平的历程。本书作者当年

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记述了这段亲身经历。 

［主题词］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中国/1947-1949/史料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刘长明 著 

  

 

［正题名］胡适之说儒 

［副题名］彩色图文本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不朽——我的宗教、说儒、儒教的生命、儒家的有为主义等文章。 

［主题词］儒家/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图录 

［并列题名］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副题名］[中英文本] 

［第一责任人］郭长建，朱成山主编 

［译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使用大量的历史照片，揭露日本侵略军在 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制造的

20 世纪 黑暗、 惨绝人寰的事件—南京大屠杀。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战争罪行/南京/1937/摄影集 

［知识责任］郭长建 主编 

［知识责任］朱成山 主编 

  

 

［正题名］对联中的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董志新，董志先[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抗日斗争/对联/中国/1931-1937 

［主题词］对联/作品集/中国/1931-1937 

［知识责任］董志新 编 

［知识责任］董志先 编 

  

 

［正题名］明清宫廷档案 

［副题名］[图文本] 

［第一责任人］施庆华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以漫谈的方式，描述了明清皇帝及他们的后妃在皇宫中的生活情景，书中

穿插了野史记述和民间传说，揭示了皇帝的婚姻家庭状况以及他们的夫妻、父子、君臣、主

仆之间的微妙关系。 

［主题词］故宫/中国/明清时代/史料 

［知识责任］施庆华 著 

  

 

［正题名］夕阳无语 

［副题名］武汉老公馆 

［第一责任人］胡榴明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自汉口 埠划分租界以来，西式建筑纷纷竖立在租界内外，形成新的

街道、商业区和居民区。本书重点对上流社会阶层使用的场所——老公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主题词］建筑/城市/历史/武汉 

［知识责任］胡榴明 著 

  

 

［正题名］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 

［第一责任人］郭德焱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中外交流历史文丛 蔡鸿生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西文原始文献，对清代各类中文文献有关“巴斯”的称谓进行整理和

分类；在此基础上，勾画出对华贸易中的巴斯豪族和巴斯名商的轮廓。本书重点论述在华有

近 200 年历史的巴斯商人，于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口岸的活动情况。研究清代的一口通商，

使得广州有独特的条件与世界各国 展经济文化交流。 

［主题词］国际贸易/经济史/广州/清代/史料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广州/清代/史料 

［主题词］商人/对外贸易/广州/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郭德焱 著 

  

 

［正题名］老香港 

［副题名］岛城风月 

［并列题名］Old HongKong 

［第一责任人］程乃珊著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图片珍藏 

［主题词］城市史/香港/史料 

［知识责任］程乃珊 著 

  

 

［正题名］老北京 

［副题名］皇城民风 

［第一责任人］徐城北著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照片档案馆等图片珍藏 

［主题词］地方史/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北京 

［知识责任］徐城北 著 



  

 

［正题名］老上海 

［副题名］洋场时光 

［第一责任人］吴亮著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图片珍藏，上海图书馆图片珍藏 

［主题词］地方史/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上海 

［知识责任］吴亮 著 

  

 

［正题名］老拉萨 

［副题名］圣城暮色 

［第一责任人］马丽华著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主题词］城市史/地方史/拉萨/史料 

［知识责任］马丽华 著 

  

 

［正题名］老成都 

［副题名］芙蓉秋梦 

［第一责任人］流沙河著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出版日期］2005.6 第 2 次印刷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图片珍藏，樊建川、洪野等供稿 

［主题词］地方史/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成都 

［知识责任］流沙河 著 

  

 

［正题名］日本细菌战战犯伯力审判实录 

［第一责任人］王国栋编译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 3 部分：上篇：原苏联军事法庭在公审前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预审

过程（1949.12.12-25）；中篇：法庭审判过程中的部分文件证据；下篇：被告和证人在公

正式法庭上的审判过程（1949.12.25-30） 。 

［主题词］生物战/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生物战/日本/史料 



［主题词］战犯/战争罪行/国际仲裁/军事/文献/汇编/1949 

［知识责任］王国栋 编译 

  

 

［正题名］天行健 

［副题名］百岁 国上将吕正操 

［第一责任人］方小宁著 

［出版者］中央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知识责任］方小宁 著 

  

 

［正题名］与列强 战 

［副题名］大清帝国的 后一搏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译者］崔光弼编撰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历史深处的真相丛书 

［主题词］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1899-1900）/史料/清后期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摄影集/清后期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次知识责任］崔光弼 编撰 

  

 

［正题名］魔窟梦魇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抹不掉的记忆 见证日军灭绝人性的杀戮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集中营岁月、宪兵队暴行、人间地狱、虎口余生等几个部分，汇集了

多篇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实证。 

［主题词］侵华事件/回忆录/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正题名］血腥纪事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抹不掉的记忆 见证日军灭绝人性的杀戮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罪行，包括：被难者的血泪、累累血案、日寇暴行录、



“无人区”和“万人坑”、亲历者的诉说五个部分。 

［主题词］侵华事件/回忆录/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正题名］血腥纪事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抹不掉的记忆 见证日军灭绝人性的杀戮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包括：飞灾横祸、城市劫难、悲惨小镇、乡

村血泪四个部分。 

［主题词］侵华事件/回忆录/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正题名］罪恶极限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抹不掉的记忆 见证日军灭绝人性的杀戮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包括：形形色色的细菌部队、滔天罪行、细

菌战见闻、日本人的忏悔、惨绝人寰的暴行、血泪控诉、美国医生眼中的大屠杀、历史的审

判与历史的见证几个部分。 

［主题词］侵华事件/回忆录/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正题名］劳工血泪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抹不掉的记忆 见证日军灭绝人性的杀戮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包括：日本军事设施下的冤魂、富士山下的

魔窟、血泪控诉、铁血英魂四个部分。 

［主题词］侵华事件/回忆录/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正题名］铁蹄人生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抹不掉的记忆 见证日军灭绝人性的杀戮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包括：国仇家恨、经历死亡、惨痛一日、悲

苦童年、铁蹄人生、劫后惨况、暴行一幕幕等几个部分。 

［主题词］侵华事件/回忆录/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正题名］亲历惨案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抹不掉的记忆 见证日军灭绝人性的杀戮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罪行，包括：平顶山惨案、老黑沟惨案、白家堡子惨案、

凤凰店惨案、龙口惨案、厂窖惨案、黑水坪老虎洞惨案、河北地区大惨案、罄竹难书的累累

血案等几个部分。 

［主题词］侵华事件/回忆录/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正题名］威海军事史 

［副题名］1200-1949.10 

［第一责任人］田荣编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了南宋末年至新中国成立这以漫长历史时期内，威海地区的战争、战

斗和相关军事活动。 

［主题词］军事史/威海市/1200-1949 

［知识责任］田荣 编著 

  

 

［正题名］重整齐鲁河山 

［副题名］山东人民抗日战争纪实 

［第一责任人］丁龙嘉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山东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共有 7 章，内容包

括：卢沟枪声，唤起齐鲁军民抗日入侵；山东沦陷，国共两党展 敌后抗战；日伪势力，在

鲁全面实行法西斯统治等。 



［主题词］抗日斗争/山东/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丁龙嘉 著 

  

 

［正题名］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 

［并列题名］Unit 731: Japanese germ wartare unit in China 

［副题名］[中英文本] 

［第一责任人］郭长建，王鹏主编 

［译者］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图片揭露了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筹划细菌战、建立庞

大的细菌部队、研制细菌武器、将细菌用于实战等的滔天罪行。 

［主题词］生物战/侵华事件/战争罪行/摄影集 

［知识责任］郭长建 主编 

［知识责任］王鹏 主编 

  

 

［正题名］1938-1943：重庆大轰炸 

［第一责任人］曾小勇，彭前胜，王孝询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重庆大轰炸的背景、概况，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侵华犯下的滔天罪行。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1938-1943 

［主题词］抗日战争/重庆/史料/1938-1943 

［知识责任］曾小勇 著 

［知识责任］彭前胜 著 

［知识责任］王孝询 著 

  

 

［正题名］中外广播电视史 

［第一责任人］郭镇之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复旦博学 

［附注内容］当代广播电视教程·新世纪版 

［附注内容］本书分“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和“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两大部分。上篇从广播

电视的科技进步、体制发展及未来趋势等方面作了宏观阐述；下篇对中国本土的广播电视事

业发展状况作了系统的阐述。 

［主题词］广播事业/文化史/世界 

［主题词］电视事业/文化史/世界 

［知识责任］郭镇之 著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四十四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南京沦陷史的补白”、“郑英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往”、“川西北民

族风情的写真”、“拜访王秉章叔叔”等内容。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烈士与纪念馆研究 

［书目卷册］第九辑 

［第一责任人］龙华烈士纪念馆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分“人物述评”、“馆长讲坛”、“纪念文化”、“龙华论坛”、“园馆建设”、

“工作研究”等 13 个栏目。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文集 

  

 

［正题名］结构主义的视野 

［副题名］经济与社会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瑞典）汤姆·R.伯恩斯等著 

［译者］周长城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社会理论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市场与能动主体；货币的三个维度：符号、制度和技术；制度

安排与发展和企业家与社会变迁等。 

［主题词］经济社会学/研究/瑞典/当代 

［主题词］动态社会学/研究/瑞典/当代 

［知识责任］伯恩斯 著 

［知识责任］Burns 著 

［次知识责任］周长城 译 

［副本数］1 

 

 

［正题名］日本 

［第一责任人］孙叔林，韩铁英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列国志》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编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国土与人民；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文艺、卫生；

战后外交和附录（日本历史年表、战后日本大事记）等章节。以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对

日本的全面系统、客观公正的介绍。 

［主题词］国家/研究/日本/当代 

［知识责任］孙叔林 主编 

［知识责任］韩铁英 主编 

  

 

［正题名］哈尔滨犹太人 

［第一责任人］曲伟，李述笑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 世纪末哈尔滨为犹太人提供的犹太社区为背景，对哈尔滨犹太人问

题进行了学术研究，收录相关调查报告等。 

［主题词］犹太人/研究/哈尔滨/文集 

［知识责任］曲伟 主编 

［知识责任］李述笑 主编 

  

 

［正题名］两宋货币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汪圣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科研项目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全书共上下两册。书中征引古籍及近人著作 300 余种，对铜钱、铁钱、纸币、

金银及有价证券等均进行了探考和分析；对宋代货币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并提出见解。 

［主题词］货币史/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汪圣铎 著 

  

 

［正题名］两宋货币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汪圣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科研项目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全书共上下两册。书中征引古籍及近人著作 300 余种，对铜钱、铁钱、纸币、

金银及有价证券等均进行了探考和分析；对宋代货币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并提出见解。 

［主题词］货币史/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汪圣铎 著 

  

 

［正题名］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和赔偿问题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荣维木，陈丽菲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 唐力行主编 

［主题词］侵华/历史/问题/研究/日本 

［主题词］中日关系/战争/影响/研究 

［主题词］战争赔偿/日本投降（1945） 

［知识责任］苏智良 主编 

［知识责任］荣维木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丽菲 主编 

  

 

［正题名］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和赔偿问题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荣维木，陈丽菲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 唐力行主编 

［主题词］侵华/历史/问题/研究/日本 

［主题词］中日关系/战争/影响/研究 

［主题词］战争赔偿/日本投降（1945） 

［知识责任］苏智良 主编 

［知识责任］荣维木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丽菲 主编 

  

 

［正题名］历史学家茶座 

［书目卷册］总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王兆成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历史/笔记/中国 

［主题词］历史/掌故/中国 

［主题词］历史/旧闻（史料）/中国 

［主题词］历史/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王兆成 主编 

  

 

［正题名］百年沧桑 



［副题名］中国民族工商业史话 

［第一责任人］华章编著 

［出版者］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四大阶段为主线，介绍了鸦片战争之后、中日甲

午战争失败后、南京政府成立和东北沦陷等大事件之后、新中国成立后这四个阶段中的中国

民族工商业从诞生到发展的曲折历程。 

［主题词］民族工业/工业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民族工业/工业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商业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商业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华章 编著 

  

 

［正题名］徽商 

［副题名］正说明清第一商帮 

［第一责任人］潘小平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以散文的形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徽商崛起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徽商形

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徽商奋斗的足迹和涉及的经营领域，徽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

治、文化以及民风、民俗的影响，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衰落的历史原因等等。 

［主题词］商业史/商人/研究/徽州地区/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潘小平 著 

  

 

［正题名］二流堂纪事 

［副题名］图文增订本 

［第一责任人］唐瑜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抗战时期作者在重庆自建的房屋成为当时文艺界人士聚会场所，戏称“二流堂”。

本书回忆当年以及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期间文化名人们的命运与友谊。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唐瑜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胡长明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从人格特征、思维方式特别是思想理论的角度全面比较毛泽东、周恩来，

重点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不同领域思想的比较。 



［知识责任］胡长明 著 

  

 

［正题名］1945-1949：中国战和纪实 

［第一责任人］刘丕林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中国/1945-1949 

［主题词］国共谈判（1945-1947）/史料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刘丕林 著 

  

 

［正题名］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夫马进著 

［译者］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日本同朋舍 1997 年日文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一章，第一章至三章，以明末清初时期为中心，论述了善会善堂出现

的历史背景和善会善堂诞生的情形。第四至七章，叙述了清代善会善堂在拯救婴儿、援助寡

妇方面的具体活动；第八章至十一章，着重探讨了善会善堂与国家、行会、都市行政的关系

问题，深入分析了善会善堂组织与中国近代地方自治的关系问题。 

［主题词］慈善事业/机构/团体/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救济/社会团体/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社会救济/社会团体/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夫马进 著 

［次知识责任］伍跃 译 

［次知识责任］杨文信 译 

［次知识责任］张学锋 译 

  

 

［正题名］国民党大陆失败论 

［副题名］对一个执政党迅速衰败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剖析 

［第一责任人］聂资鲁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国民党大陆失败所进行的历史的和法哲学的综合考察和分析，从反

面证明了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必要性。 

［主题词］执政/中国国民党/研究 

［知识责任］聂资鲁 著 

  

 



［正题名］李叔同影事 

［第一责任人］金梅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照片、手迹、印章、书画等的展示，通过“李叔同的祖籍问题”、“两

位老师：赵元礼与唐静岩”、“李叔同与账房先生徐耀庭”、“金陵吊亡友”等内容，介绍了弘

一法师李叔同的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金梅 著 

  

 

［正题名］今古一线 

［第一责任人］王春瑜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千年眼文丛 王春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万岁”考》、《语录考》、《“株连九族”考》、《烧书考》、《万岁君

王只钓龙》等数十篇历史随笔作品。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随笔/史评/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春瑜 著 

［知识责任］王春瑜 丛书主编 

  

 

［正题名］大梦谁觉 

［第一责任人］伍立杨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千年眼文丛 王春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多篇史评的文章。具体包括：《暴富家族的底牌》、《无情的故

事》、《狭隘的大人物》、《人是多面体》、《山水闲话》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民国/文集 

［主题词］随笔/史评/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伍立杨 著 

［知识责任］王春瑜 丛书主编 

  

 

［正题名］沙滩碎语 

［第一责任人］牧惠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千年眼文丛 王春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文字狱古今谈》、《华表的沧桑》、《漫话画圈》、《跪的历史》、《关

于清淡的清淡》、《歪脖树下漫语》、《禁烟的教训》等数十篇历史随笔作品。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随笔/史评/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牧惠 著 

［知识责任］王春瑜 丛书主编 

  

 

［正题名］人在史中 

［第一责任人］李乔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千年眼文丛 王春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阴谋阳谋说坑儒》、《别高抬了秦始皇》、《荆轲与“两个凡是”》、

《释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欧阳修被诬二事》等数十篇史评随笔。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随笔/史评/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乔 著 

［知识责任］王春瑜 丛书主编 

  

 

［正题名］淮北的盛衰 

［副题名］成因的历史考察 

［并列题名］The Vicissitude of Huaibei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第一责任人］吴海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选取淮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发展水平、水利事业兴废、自然灾害、

战乱和移民等方面，探讨了古代淮北经济的盛衰轨迹及其原因。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安徽/古代 

［知识责任］吴海涛 著 

  

 

［正题名］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 

［第一责任人］（美）林达·约翰逊主编 

［译者］成一农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华东地区/清后期 

［主题词］城市社会学/研究/华东地区/清后期 

［知识责任］约翰逊 主编 

［知识责任］L.C.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成一农 译 

  

 

［正题名］朱恒璧传 



［第一责任人］王士良编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校长传记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 2000 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次再版补充了一些内容。 

［附注内容］本书用翔实的史料记述了我国杰出的医学教育家、药理学家朱恒璧先生为医学

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历程以及“为人民服务”、“为人群灭除病苦”的办学宗旨和艰苦创业、

矢志不移的精神。 

［主题词］医学家/传记/中国/当代 

［主题词］校长/教育家/复旦大学/中国/传记 

［知识责任］王士良 编著 

  

 

［正题名］苏步青传 

［第一责任人］王增藩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校长传记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展现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院士的光辉业绩和风采，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杰出

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精神风貌和立体形象。 

［主题词］数学家/传记/当代 

［主题词］校长/教育家/复旦大学/传记 

［知识责任］王增藩 著 

  

 

［正题名］谢希德传 

［并列题名］Fu Dan University 1905-2005 

［第一责任人］王增藩，刘志祥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校长传记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我国半导体科学研究的先驱者、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谢希德的人

生之路，以及她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 

［主题词］物理学家/传记/当代 

［主题词］校长/教育家/复旦大学/传记 

［知识责任］王增藩 著 

［知识责任］刘志祥 著 

  

 

［正题名］科学乎 人文乎 

［副题名］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之两难 

［第一责任人］秦英君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西文化/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关系/人文科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秦英君 著 

  

 

［正题名］官治与自治 

［副题名］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 

［第一责任人］魏光奇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古代的县制和乡里组织、近代县制改革的酝酿、国民政府时期

的县制、县政人员的人事制度、县制演进背后的社会变动等 8 章内容。 

［主题词］行政/地方/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县/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魏光奇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主题论文、域外专论、书刊选评、学术演讲录等部分，收《近代中国农

村的村民结合与村落共同体》、《乡村社会中的革命：组织、“敌人”与控制》、《质疑近代中

国乡村史的概念化书写》等论文。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正题名］日本大陆政策史 

［副题名］1868-1945 

［第一责任人］沈予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日本大陆政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和 本质的体现，它像一条主线贯穿

于中日关系的始终。本书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日本大陆政策”制订形成，演变发展、 后破

产的历史。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日本/1868-1945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868-1945 

［知识责任］沈予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书目卷册］第 1 辑 



［丛书］民族与边疆历史地理 

［第一责任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 

［译者］郭声波本辑责任主编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辑收《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元代东迁西域人屯田述论》、《中

英两属坎巨提》等 16 篇文章。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疆域/民族地理/研究/中国/文集 

［次知识责任］郭声波 本辑责任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书目卷册］第 2 辑 

［丛书］社会与环境历史地理 

［第一责任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 

［译者］吴宏岐，陈伟明本辑责任主编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辑收《运用考古资料探索先秦岭南文化的尝试》、《明清时期海南岛的妈祖信

仰》、《中国近代女子学地域分布探析》、《华南少数民族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与特点》、《生态

环境与平地瑶的形成及族源特征》、《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等 22 篇文章。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社会地理学/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环境地理学/研究/中国/文集 

［次知识责任］吴宏岐 本辑责任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伟明 本辑责任主编 

  

 

［正题名］《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丛书］近代中国·上 

［第一责任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丛书］近代中国·下 

［第一责任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丛书］书评 

［第一责任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有《关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座谈会的纪录》、《关

于范著〈中国通史纲要〉修订本第一册的几点意见》、《试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等多篇

史评论文。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评论/中国/文集 

  

 

［正题名］《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丛书］社会史 

［第一责任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社会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正题名］《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丛书］冷战史 

［第一责任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999 年至 2003 年期间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 18 篇论文，

它们是中国学者在冷战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正题名］《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副题名］理论与方法·上 

［第一责任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收录涉及“本体论”即“历史理论”的内容，下册收



录涉及“认识论与方法论”即“史学理论”的内容。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正题名］《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副题名］理论与方法·下 

［第一责任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收录涉及“本体论”即“历史理论”的内容，下册收

录涉及“认识论与方法论”即“史学理论”的内容。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正题名］《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丛书］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上 

［第一责任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自 1996-2003 年《历史研究》 辟的“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

栏中共刊出的 41 篇文章。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正题名］《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丛书］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中 

［第一责任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自 1996-2003 年《历史研究》 辟的“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

栏中共刊出的 41 篇文章。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正题名］《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丛书］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下 

［第一责任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自 1996-2003 年《历史研究》 辟的“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

栏中共刊出的 41 篇文章。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正题名］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陈尚胜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韩国学研究丛书 孔令仁，李德征主编 

［附注内容］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与蓬莱市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合作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为 2004 年 8 月在山东省蓬莱市举办的“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

会”的论文集。收录了《张保皋与山东半岛》、《登州港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白江之战的

唐朝兵力》、《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等 34 篇文章。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中韩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尚胜 主编 

  

 

［正题名］晚清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汪林茂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章，内容包括：世界的发现与近代文化的萌发；“力”、“富”、“学”

的发现—近代文化的初兴；“民”、“智”的发现—近代文化的发展；建设民族新文化。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汪林茂 著 

  

 

［正题名］利玛窦的记忆之宫 

［副题名］当西方遇到东方 

［第一责任人］（美）史景迁著 

［译者］陈恒，梅义征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于 1583 年进入中国的传教经历为主轴，力求

在全球史观的宏观指引下，在丰富、多元的材料的掌握基础上，客观评价利玛窦的生命意义，

认真探讨各宗教间的相互关系，深入研究中国民间风俗和中国文化，从而栩栩如生地再现历

史场景。 

［主题词］古代史/史料/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史景迁 著 

［知识责任］Spence 著 

［次知识责任］陈恒 译 

［次知识责任］梅义征 译 

  

 

［正题名］明清档案学 

［第一责任人］秦国经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明清档案的科学管理和 发利用。通过对明清档案的形成与保藏、内

容与价值、整理与利用等各项业务工作的研究，探索明清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的发展

规律，研究明清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 发利用的理论与方法。 

［主题词］历史档案/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档案学/档案工作/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秦国经 著 

  

 

［正题名］“天火”在中国燃烧 

［第一责任人］王观泉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是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研究 19 世纪末到 1930 年间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国门的历史。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传播/影响/中国 

［知识责任］王观泉 著 

  

 

［正题名］伟人之间 

［副题名］毛泽东与邓小平 

［第一责任人］余伯流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毛泽东与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岁月中所结下的同志情、战友情，

也客观地记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疏离，展示了他们独具魅力的人格、气质、胆略

和才华。 

［知识责任］余伯流 著 

  

 

［正题名］铁色见证 

［副题名］我的父亲沙飞 

［第一责任人］王雁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选择、洪流、绝响、回声四章内容。介绍了著名摄影家、革命新闻

摄影事业的 拓者、著名记者沙飞传奇短暂的一生。 

［知识责任］王雁 著 

  

 

［正题名］清史讲义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20 世纪前期，曾多次出版。被公认为有关清史问题的权威之作。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在出版界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张静庐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静卢 著 

  

 

［正题名］病痛时代 

［副题名］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美）E.A.罗丝著 

［译者］张彩虹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社会调查/社会生活/摄影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罗丝 著 

［知识责任］Ross 著 

［次知识责任］张彩虹 译 

  

 

［正题名］我与胡适先生 

［第一责任人］周汝昌著 

［译者］周丽苓，周伦苓编 

［出版者］漓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是红学泰斗周汝昌与一代鸿儒胡适之的交往回忆。包括《两进燕园》、《相

濡以沫》、《师友情谊与学识见解》等。 

［知识责任］周汝昌 著 



［次知识责任］周丽苓 编 

［次知识责任］周伦苓 编 

  

 

［正题名］蒋介石传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分 3 卷，内容包括：乡里少年初长成、从辛亥革命到永丰舰赴难、国民党

新右派的领袖、北伐和清党、建立和稳定南京国民政府、南京政府的内政和外交、中国全面

抗战的 始、从发动内战到大决战失败、病逝于台湾岛等 31 章。 

［知识责任］何虎生 著 

  

 

［正题名］蒋介石传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分 3 卷，内容包括：乡里少年初长成、从辛亥革命到永丰舰赴难、国民党

新右派的领袖、北伐和清党、建立和稳定南京国民政府、南京政府的内政和外交、中国全面

抗战的 始、从发动内战到大决战失败、病逝于台湾岛等 31 章。 

［知识责任］何虎生 著 

  

 

［正题名］蒋介石传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分 3 卷，内容包括：乡里少年初长成、从辛亥革命到永丰舰赴难、国民党

新右派的领袖、北伐和清党、建立和稳定南京国民政府、南京政府的内政和外交、中国全面

抗战的 始、从发动内战到大决战失败、病逝于台湾岛等 31 章。 

［知识责任］何虎生 著 

  

 

［正题名］澄清历史 

［副题名］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 

［第一责任人］孙宅巍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的内容，涉及到南京大屠杀的方方面面，从它与南京保卫战的多重关

联，到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时空范畴、难民区、规模、性暴力、抗争、幸存者，再到它的影



响，以及人们对它的记忆等。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研究 

［主题词］侵华事件/战争罪行/研究/日本/1937 

［知识责任］孙宅巍 著 

  

 

［正题名］以人类的名义 

［副题名］向日本控诉 

［第一责任人］柳白著 

［出版者］中国长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从多个视角向人们昭示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痛灾

难，记录了历史悲壮而又久远的回声。 

［主题词］侵华事件/战争罪行/日本/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柳白 著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1 

［丛书］战前的南京与日机的空袭 

［第一责任人］经盛鸿…[等]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引用多种中外档案、报刊、日记与有关论著等，对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

的前奏与序幕予以无可辩驳的证明。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经盛鸿 编 

［知识责任］高晓星 编 

［知识责任］杨斌 编 

［知识责任］孟国祥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2 

［丛书］南京保卫战 

［第一责任人］马振犊…[等]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而与来犯的日本军队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

案及其他史料。包括目前所能搜集到的中方有关南京保卫战的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

令及其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保卫战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电文、各参战部队战斗详报、

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统计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

的亲历回忆资料等。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主题词］抗日斗争/国民党军/史料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马振犊 编 

［知识责任］陈宝珠 编 

［知识责任］张庆军 编 

［知识责任］杨云 编 

［知识责任］刘鼎铭 编 

［知识责任］奚霞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3 

［丛书］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第一责任人］张连红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主题词］日记/回忆录/南京大屠杀/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红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4 

［丛书］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第一责任人］章 沅…[等]编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主题词］日记/书信/传教士/美国/1937-1938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章 沅 编译 

［知识责任］刘家峰 编译 

［知识责任］黄怀玉 编译 



［知识责任］王薇佳 编译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5 

［丛书］遇难者的尸体掩埋 

［第一责任人］孙宅巍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孙宅巍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7 

［丛书］东京审判 

［第一责任人］杨夏鸣编 

［第一责任人］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史料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完整

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主题词］国际仲裁/军事/军事法庭/东京/史料/汇编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杨夏鸣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8 

［丛书］日军官兵日记 

［第一责任人］王卫星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主题词］日记/侵华日军/史料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王卫星 编 

  

 

［正题名］清代中琉關係檔案六編 

［第一责任人］邢永福，谢必震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的档案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清内务府全宗（自 1654-1924 年）

中的奏案和呈稿，共二百一十件。 

［主题词］中外关系/琉球/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邢永福 主编 

［知识责任］谢必震 主编 

  

 

［正题名］北京市行政区划地图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编制 

［出版者］湖南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行政区地图/地图集/北京 

  

 

［正题名］《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合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为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六十周年，史学界和郭沫若研究界部

分学者的学术论文；收录了六十年来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同志的有关书信、讲

话；收录了六十年来在社会、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引发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代/文集 

［主题词］李自成起义/研究/文集 

  

 

［正题名］黄兴与辛亥革命 

［第一责任人］萧致治，石彦陶等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萧致治 著 

［知识责任］石彦陶 著 

  

 

［正题名］帝国的惆怅 

［副题名］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 



［第一责任人］易中天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文汇原创丛书 肖关鸿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以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汉代人物风云”系列讲座为基础，

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与人性之间的冲突、渗透，帝国体制的由来去向，改革派的命运沉浮、

得失奥妙等等。 

［主题词］史评/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易中天 著 

  

 

［正题名］马相伯传略 

［第一责任人］朱维铮…[等]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校长传记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从专题研究、资料辑录、亲历回忆三个不同角度，比较全面而又详尽地勾

勒出复旦大学创始者马相伯先生的生平要略。 

［知识责任］朱维铮 著 

［知识责任］陆永玲 著 

［知识责任］李天纲 著 

［知识责任］张荣华 著 

［知识责任］廖梅 著 

  

 

［正题名］康有为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萧公权著 

［译者］汪荣祖译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萧公权文集 

［主题词］萧公权/文集 

［知识责任］萧公权 著 

［次知识责任］汪荣祖 译 

  

 

［正题名］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萧超然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六个部分：北京大学的创办与历史定位、北大与“五四”、北大与马

克思主义传播、北大与中国共产党史创建、北大历史人物研究，以及随笔和诗词。 

［主题词］政治/社会/北京大学/关系/研究 



［主题词］校史/北京大学 

［知识责任］萧超然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张晓辉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以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民国政府方面为主体来阐述，客观地考察和论证了

当时广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对生产关系特别是历届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和相关经济

制度的改革作了评价。 

［主题词］经济史/社会发展/研究/广东/民国 

［知识责任］张晓辉 著 

  

 

［正题名］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建生，刘鹏生，燕红忠等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对晋商制度变迁的主体、变迁的动

因以及制度的方式进行了系统分析，从理论上对晋商的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

了梳理和论证。 

［主题词］商业史/研究/山西/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刘建生 著 

［知识责任］刘鹏生 著 

［知识责任］燕红忠 著 

  

 

［正题名］浙江思想学术史 

［副题名］从王充到王国维 

［第一责任人］董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大系 

［丛编题名］浙江学术思想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的出版得到浙江大学侨福建设基金部分资助 浙江社科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以各时代的代表性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与学术成就为主要研究对象，

涵盖了浙江思想学术在相当漫长而又相对完整的一个历史阶段当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较为

深刻地揭示了浙江思想学术在宏观历史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浙江 

［知识责任］董平 著 

  

 

［正题名］台湾光复纪实 



［第一责任人］王晓华，李琴芳文 

［译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割让篇、抗争篇和光复篇三部分，内容包括富饶宝岛、甲午战败、马关

议和、交割台湾、官绅保台、自主守土等。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台湾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台湾/摄影集 

［知识责任］王晓华 文 

［次知识责任］李琴芳 文 

  

 

［正题名］中国战区受降纪实 

［第一责任人］王培智，郭必强文 

［译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日本：侵略者举起投降之手”和“中国：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胜利”

两篇，内容包括《 罗宣言》敲响日本军国主义覆灭的丧钟；三巨头会商雅尔塔；东京上空

的轰炸；八路军、新四军的猛烈反攻等，再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 

［知识责任］王培智 文 

［次知识责任］郭必强 文 

  

 

［正题名］黄遵宪全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黄遵宪著] 

［译者］陈铮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上册收有诗词、文录、函电、公牍、笔谈；下册收有专著和附录。 

［知识责任］黄遵宪 著 

［次知识责任］陈铮 编 

  

 

［正题名］黄遵宪全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黄遵宪著] 

［译者］陈铮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上册收有诗词、文录、函电、公牍、笔谈；下册收有专著和附录。 

［知识责任］黄遵宪 著 

［次知识责任］陈铮 编 

  

 

［正题名］思考与批判 

［第一责任人］张汝伦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上海三联文库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知识责任］张汝伦 著 

  

 

［正题名］直面现象 

［副题名］经济学家的实然世界 

［第一责任人］汪丁丁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经济/经济理论/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汪丁丁 著 

  

 

［正题名］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 

［第一责任人］温铁军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经济学家手札 

［附注内容］本书从“三农问题”、农村、耕地、粮食、金融与税费、县域经济、乡镇企业、

城镇化等八个专题对我国三农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论述。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农业劳动力/劳动力转移/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温铁军 著 

  

 

［正题名］苏南模式的终结 

［第一责任人］新望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经济学家手札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改革 放以来，江苏南部地区的乡镇企业经过 1998、2000 年两次改

制使得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 

［主题词］地方经济/经济发展/研究/江苏/当代 

［主题词］企业经济/地方经济/研究/江苏/当代 

［主题词］乡镇企业/企业经济/研究/江苏/当代 

［知识责任］新望 著 

  

 

［正题名］以善致善 

［副题名］蒋庆与盛洪对话 

［第一责任人］蒋庆，盛洪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天下论丛 盛洪主编 

［主题词］儒家/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传统文化/关系/现代文化/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蒋庆 著 

［知识责任］盛洪 著 

  

 

［正题名］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第一责任人］（英）F.A.冯·哈耶克著 

［译者］邓正来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20 世纪经济学经典译丛 10 

［附注内容］本书的原文初版于 1945 年。现据 Laurence Hayek 2000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竞争的含义》、《商品储备货币》、《国家间联邦制的经济条件》等

十余篇文章，涉及道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经济政策、经济理论等诸多问题。 

［主题词］经济思想/研究/英国/文集 

［主题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文集 

［主题词］伦敦学派（经济学）/文集 

［知识责任］哈耶克 著 

［知识责任］Hayek 著 

［次知识责任］邓正来 译 

  

 

［正题名］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副题名］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第一责任人］（德）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著 

［译者］童世骏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学术前沿”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1992 年。现根据 1997 年第 5 版（参考 1996 年英译本）译出。 

［主题词］法哲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哈贝马斯 著 

［知识责任］Habermas 著 

［次知识责任］童世骏 译 

  

 

［正题名］让女人自己说话 

［丛书］文化寻踪 

［第一责任人］李小江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关于中国妇女文化寻踪方面的专访八篇，记述了妇女在文化景观、冲

破旧风俗禁锢等方面人生追求。 

［主题词］妇女/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妇女/文化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李小江 主编 

  

 

［正题名］让女人自己说话 

［丛书］亲历战争 

［第一责任人］李小江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记述了中国妇女亲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中的经历：包括

“苏区：翻身闹革命”、“长征：坎坷战士路”、“边区：大后方的女人们”、“亲历南京大屠杀”

等。 

［主题词］妇女/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战争/影响/女性/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李小江 主编 

  

 

［正题名］儒学的复兴 

［第一责任人］（澳）李瑞智(Reg Little)，（澳）黎华伦(Warren Reed)著 

［译者］范道丰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5 

［出版日期］2001.4 第 2 次印刷 

［丛编题名］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孔子思想是世界的中心、儒学的复兴、西方精神与理性的失败、21

世纪的世界新秩序、儒学社会等内容。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李瑞智 著 

［知识责任］Little 著 

［知识责任］黎华伦 著 

［知识责任］Reed 著 

［次知识责任］范道丰 译 

  

 

［正题名］全球时代 

［副题名］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 

［第一责任人］（英）马丁·阿尔布劳著 

［译者］高湘泽，冯玲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许钧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波利蒂出版社 1996 年版译出 

［主题词］全球化/研究/当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世界/当代 

［知识责任］阿尔布劳 著 

［知识责任］Albrow 著 

［次知识责任］高湘泽 译 

［次知识责任］冯玲 译 

  

 

［正题名］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 

［副题名］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深层解读 

［第一责任人］韩红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学术文库 

［丛编题名］当代文化批判丛书 衣俊卿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社会发展与交往的理性审视、交往行为理论的语言哲学维度、交往

行为理论的社会哲学维度、交往行动理论的文化哲学维度、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和现代性理论

的总体性思索等 5 章内容。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德国/现代 

［知识责任］韩红 著 

  

 

［正题名］博导书榜 

［副题名］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导的五种书 

［第一责任人］三思工作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百名博导推荐书目”调查的总分析报告和 120 余名



博士生导师推荐的曾对他们的为人师表、学术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 5 种书及其理由。 

［主题词］推荐书目/社会科学/研究 

［主题词］博士生教育/导师/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正题名］杜威五大讲演 

［第一责任人］（美）杜威著 

［译者］胡适口译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马头墙人文馆 

［主题词］演讲/美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哲学理论/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杜威 著 

［知识责任］Dewey 著 

［次知识责任］胡适 口译 

  

 

［正题名］实在、心灵与信念 

［副题名］当代美国哲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陈嘉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从分析哲学、新实用主义、实在论、心灵哲学、知识论、道德与政治哲学、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七个方面对当代美国哲学的现状、发展趋势进行了一种追踪式的研

究。 

［主题词］哲学/研究/美国/现代 

［主题词］哲学 

［知识责任］陈嘉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江怡 著 

［次知识责任］陈亚军 著 

［次知识责任］田平 著 

［次知识责任］顾肃 著 

［次知识责任］何萍 著 

  

 

［正题名］系统的哲学 

［第一责任人］金观涛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现代哲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金观涛 著 

  



 

［正题名］北京志 

［书目卷册］卷 13 

［丛书］综合经济管理卷 

［书目卷册］（36）47 

［丛书］财政志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卷介绍了北京市的财政体制和机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

科研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主题词］地方财政/经济史/北京/当代 

  

 

［正题名］贵州省志 

［丛书］社会科学志 

［第一责任人］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记述了贵州社会科学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内容以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为主，同时记述与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直接相关的组织规划、研究机构、研究队伍、学术

团体、学术活动和社科类期刊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科学/概况/贵州 

  

 

［正题名］新疆通志 

［书目卷册］第七十三卷 

［丛书］社会科学志 

［第一责任人］《新疆通志·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丛书 

［主题词］社会科学/概况/新疆 

［知识责任］《新疆通志·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 编 

  

 

［正题名］晋商史料与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希曾主编 

［译者］阳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商业史/研究/史料/山西/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李希曾 主编 

  



 

［正题名］温州 4500 年历史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温州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大事记/地方史/历史/温州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宁夏史 

［副题名］1919.5-1949.12 

［第一责任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国共产党党史，时间跨度从 1919 年 5 月到 1949

年 12 月，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

战争时期四编。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宁夏/1919-1949 

  

 

［正题名］左云文史资料集 

［第一责任人］政协左云县委员会编 

［译者］赵洪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分历史回眸、英烈传记、民情风俗、政协纪事四部分，记述了左云悠久的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当地人民丰富多彩的民情风俗以及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左

云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壮烈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山西/左云 

  

 

［正题名］新疆通志 

［书目卷册］第十四卷 

［丛书］共产党志 

［第一责任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共产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丛书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新疆 

  

 

［正题名］广东省志 

［丛书］孙中山志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志记事，上起事物在本省的发端，下限断至 1987 年。本分志记述孙中山生

平、思想、著述及其家世与亲属、主要相关人物，对孙中山的纪念与研究等，兼记与孙中山

有关的重大史实。 

［主题词］地方史/广东 

  

 

［正题名］广东省志 

［丛书］档案志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档案工作/概况/广东 

  

 

［正题名］古校迈向 21 世纪 

［副题名］北京一中校史稿（1644-1990） 

［第一责任人］王晋堂主编 

［出版者］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主题词］中学/概况/北京/1644-1990 

［知识责任］王晋堂 主编 

  

 

［正题名］从延安到北京 

［副题名］北京育才学校史资料选（1937-1983） 

［第一责任人］[北京育才学校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2] 

［主题词］中学/概况/北京 

  

 

［正题名］铁路修建史料 

［副题名］1876-1949 

［书目卷册］第一集 

［丛书］建国前资料 

［第一责任人］刘统畏主编 

［出版者］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建设/史料/中国/1876-1949 

［主题词］铁路工程/史料/中国/1876-1949 

［知识责任］刘统畏 主编 

  

 



［正题名］中共满洲省委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贵田，郭化光，王恩宝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东北地区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早期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中共满洲省委的

建立（1927 年 10 月）、新省委的艰辛 拓、 创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新局面、中共满洲省委

领导的中东路斗争、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党组织以及中共满洲省委的撤消（1936 年 1

月）等内容。 

［主题词］党史/研究/东北地区/1927-1936 

［知识责任］刘贵田 著 

［知识责任］郭化光 著 

［知识责任］王恩宝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益阳地区党史大事年表 

［副题名］1919.5-1994.3 

［第一责任人］中共益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8.5] 

 

［正题名］中共茌平地方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茌平县委党史办公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正题名］淮北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淮北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编审联络组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来自地下战场的报告 

［第一责任人］许天民著 

［丛编题名］战斗在淮北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70 年第一次印刷出版，现增加了部分内容，作为《战斗在淮北》

组成部分印刷出版。 

［主题词］新四军/抗日斗争/回忆录 

［知识责任］许天民 著 

  

 

［正题名］东北大学建校 65 周年纪念专刊 

［第一责任人］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东北大学沈阳校友会合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8.4 

［主题词］校史/东北大学/中国/1923-1988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辑部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文集 

  

 

［正题名］新四军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马洪武，童志强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知识责任］马洪武 著 

［知识责任］童志强 著 

  

 

［正题名］燕京大学建校 80 周年纪念历史影集（1919-1999） 

［第一责任人］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出版者］人民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校史/燕京大学/中国/1919-1999/摄影集 

  

 

［正题名］同济老照片 

［第一责任人］张小松主编 

［译者］姜锡祥副主编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校史/同济大学/史料/中国/上海/1907-1949 

［知识责任］张小松 主编 

［知识责任］姜锡祥 副主编 

  

 

［正题名］五四运动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五·四运动（1919）/史料/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五·四运动（1919）/文集 

  

 

［正题名］晋冀鲁豫边区太岳中学校史 

［第一责任人］太岳中学校史编辑委员会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太岳中学 1940-1950 年间 10 年办学的光辉成就和基本经验，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太岳区军民在革命战争 艰苦的岁月里，与反动派和各种困难斗争， 后取得

胜利的光辉历程。 

［主题词］太岳中学/校史/山西/河北/1940-1950 

［主题词］校史/太岳中学/山西/河北/1940-1950 

［主题词］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史料/1940-1950 

  

 

［正题名］不朽的人生 

［副题名］陈再道将军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刘玉涛主编 

［出版者］华龄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知识责任］刘玉涛 主编 

  

 

［正题名］中华全国总工会七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总工会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主题词］工会工作/历史/中国/1921-1991 

  

 

［正题名］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 

［副题名］1917-1997 

［第一责任人］中华职业教育社编 

［出版者］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4 

［附注内容］中华职业教育社于 1917 年由黄炎培联合教育界、实业界有关人士创办的、具

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职业教育团体，本书记述了八十年来的历程。 

［主题词］职业教育/团体/历史/中国/1917-1997 

［主题词］文化事业/团体/历史/中国/1917-1997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四十五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傅敏与《傅雷家书》”、“家父李济与学人的交往”、“一本侵华日军

士兵相册背后的历史秘闻”、“知青生活忆旧”等内容。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 

［第一责任人］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清憲政編查館編 

［译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近代有关憲政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稀见的钞本、稿本初

步予以汇编，影印刊行。 

［主题词］宪政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 

［第一责任人］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清憲政編查館編 

［译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近代有关憲政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稀见的钞本、稿本初

步予以汇编，影印刊行。 

［主题词］宪政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 

［第一责任人］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清憲政編查館編 

［译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近代有关憲政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稀见的钞本、稿本初

步予以汇编，影印刊行。 

［主题词］宪政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 

［第一责任人］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清憲政編查館編 

［译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近代有关憲政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稀见的钞本、稿本初

步予以汇编，影印刊行。 

［主题词］宪政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 

［第一责任人］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清憲政編查館編 

［译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近代有关憲政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稀见的钞本、稿本初

步予以汇编，影印刊行。 

［主题词］宪政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 

［第一责任人］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清憲政編查館編 

［译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近代有关憲政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稀见的钞本、稿本初

步予以汇编，影印刊行。 

［主题词］宪政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 

［第一责任人］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清憲政編查館編 

［译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近代有关憲政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稀见的钞本、稿本初

步予以汇编，影印刊行。 

［主题词］宪政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 

［第一责任人］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清憲政編查館編 

［译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近代有关憲政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稀见的钞本、稿本初

步予以汇编，影印刊行。 

［主题词］宪政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 

［第一责任人］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清憲政編查館編 

［译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近代有关憲政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稀见的钞本、稿本初

步予以汇编，影印刊行。 

［主题词］宪政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 

［第一责任人］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清憲政編查館編 

［译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近代有关憲政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稀见的钞本、稿本初

步予以汇编，影印刊行。 

［主题词］宪政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 

［第一责任人］第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清憲政編查館編 

［译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近代有关憲政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稀见的钞本、稿本初

步予以汇编，影印刊行。 

［主题词］宪政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正题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计委员会纪念画册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江西省审计厅编著 

［出版者］中国审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审计/组织/中国/1932-2001/图集 

  

 

［正题名］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 

［丛书］农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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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委会编 

［出版者］石油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870-1993 年 120 年来农林产业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壮大及其同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以及农林工人运动、工会运动发展的历史

进程、成就经验和曲折教训。 

［主题词］工会运动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农业/产业工人/工人运动/中国/1870-1993 

［主题词］林业/产业工人/工人运动/中国/1870-1993 

  

 

［正题名］朱德年谱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6.7 

［知识责任］[著者不详] 

  

 

［正题名］江西邮政通信简史 

［第一责任人］王孝槐主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4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江西 

［主题词］通信/邮政/历史/江西 

［知识责任］王孝槐 主编 

  

 

［正题名］武漢文史資料文庫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政治军事 

［第一责任人］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武汉市政协和各区县政协出版的 2000 多万字文史资料中精选编辑而

成，共收 360 万字史料。分为政治军事（2 卷）、工商经济、教育文化、租界洋行、社会民

俗和历史人物（2 卷）等，共 8 卷。 

［主题词］文史资料/汇编/武汉/近代 

  

 

［正题名］武漢文史資料文庫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政治军事 



［第一责任人］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武汉市政协和各区县政协出版的 2000 多万字文史资料中精选编辑而

成，共收 360 万字史料。分为政治军事（2 卷）、工商经济、教育文化、租界洋行、社会民

俗和历史人物（2 卷）等，共 8 卷。 

［主题词］文史资料/汇编/武汉/近代 

  

 

［正题名］武漢文史資料文庫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工商经济 

［第一责任人］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武汉市政协和各区县政协出版的 2000 多万字文史资料中精选编辑而

成，共收 360 万字史料。分为政治军事（2 卷）、工商经济、教育文化、租界洋行、社会民

俗和历史人物（2 卷）等，共 8 卷。 

［主题词］文史资料/汇编/武汉/近代 

  

 

［正题名］武漢文史資料文庫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教育文化 

［第一责任人］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武汉市政协和各区县政协出版的 2000 多万字文史资料中精选编辑而

成，共收 360 万字史料。分为政治军事（2 卷）、工商经济、教育文化、租界洋行、社会民

俗和历史人物（2 卷）等，共 8 卷。 

［主题词］文史资料/汇编/武汉/近代 

  

 

［正题名］武漢文史資料文庫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租界洋行 

［第一责任人］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武汉市政协和各区县政协出版的 2000 多万字文史资料中精选编辑而

成，共收 360 万字史料。分为政治军事（2 卷）、工商经济、教育文化、租界洋行、社会民

俗和历史人物（2 卷）等，共 8 卷。 

［主题词］文史资料/汇编/武汉/近代 

  



 

［正题名］武漢文史資料文庫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社会民俗 

［第一责任人］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武汉市政协和各区县政协出版的 2000 多万字文史资料中精选编辑而

成，共收 360 万字史料。分为政治军事（2 卷）、工商经济、教育文化、租界洋行、社会民

俗和历史人物（2 卷）等，共 8 卷。 

［主题词］文史资料/汇编/武汉/近代 

  

 

［正题名］武漢文史資料文庫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历史人物 

［第一责任人］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武汉市政协和各区县政协出版的 2000 多万字文史资料中精选编辑而

成，共收 360 万字史料。分为政治军事（2 卷）、工商经济、教育文化、租界洋行、社会民

俗和历史人物（2 卷）等，共 8 卷。 

［主题词］文史资料/汇编/武汉/近代 

  

 

［正题名］武漢文史資料文庫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历史人物 

［第一责任人］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武汉市政协和各区县政协出版的 2000 多万字文史资料中精选编辑而

成，共收 360 万字史料。分为政治军事（2 卷）、工商经济、教育文化、租界洋行、社会民

俗和历史人物（2 卷）等，共 8 卷。 

［主题词］文史资料/汇编/武汉/近代 

  

 

［正题名］北京军区药材工作史 

［副题名］1937-1994 

［第一责任人］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1994.12]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华北

军区、北京军区共 57 年军药工作的历史。 

［主题词］药材/工作/历史/中国/1937-1994 



［知识责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 编 

  

 

［正题名］中共厦门地方史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黄顺通，黄坤胜主编 

［译者］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厦门/1919-1949 

［知识责任］黄顺通 主编 

［知识责任］黄坤胜 主编 

  

 

［正题名］黄鼎臣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陆榕树等主编 

［译者］《黄鼎臣纪念文集》编委会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缅怀黄鼎臣同志》、《沉痛追念黄鼎臣同志》、

《难忘战友情》、《深深的怀念》、《叔父黄鼎臣轶事》等近 50 篇纪念文章。 

［知识责任］陆榕树 主编 

  

 

［正题名］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 

［丛书］北岳区卷 

［第一责任人］成安玉主编 

［出版者］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资料上限始于 1937 年 7 月 7 日,下限止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内容包括:大事

记、组织沿革、文献文件选编等 6 部分。 

［主题词］解放区/交通/邮政/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交通/解放区/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邮政/解放区/河北/史料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华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成安玉 主编 

  

 

［正题名］兵工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兵器工业部兵工史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主题词］武器装备/军工生产/史料/中国/1931-1984 

［主题词］军工生产/武器装备/史料/中国/1931-1984 



［主题词］武器工业/史料/中国/1931-1984 

  

 

［正题名］中共淅川县历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23-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淅川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知识责任］中共淅川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编著 

  

 

［正题名］中共长垣历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长垣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2 

 

［正题名］大事记述 

［副题名］1937-1949 

［第一责任人］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丛编题名］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 1 

［主题词］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大事记/1937-1949 

  

 

［正题名］新四军军工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国防科工办军工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军工分

会编 

［主题词］武器装备/军工生产/史料/中国/1941-1946 

［主题词］军工生产/武器装备/史料/中国/1941-1946 

［主题词］武器工业/史料/中国/1931-1984 

  

 

［正题名］西部 发历史回顾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是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历年来征集出版的关于西部 发经济建设的史料。

其中遴选了“三亲”（ 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和专家学者的著述 42 篇。上编记述从清代、

近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史实；下编记述建国后的史实。 

［主题词］地区 发/历史/研究/西北地区/文集 



［主题词］地区 发/历史/研究/西南地区/文集 

  

 

［正题名］密云县革命斗争史 

［第一责任人］密云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委员会编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北京/密云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北京/密云 

  

 

［正题名］航空工业史料 

［书目卷册］第三辑 

［丛书］近代史专辑 

［第一责任人］赵中主编 

［译者］航空工业部中国航空工业史编辑办公室[编] 

［主题词］航空工业/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赵中 主编 

  

 

［正题名］河北农业大学校志 

［副题名］1902-1988 

［第一责任人］张璞，苏润之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校史/河北农业大学/中国/1902-1988 

［知识责任］张璞 主编 

［知识责任］苏润之 主编 

  

 

［正题名］中国电力工人运动史 

［副题名］1879-1989 

［第一责任人］中国电力工人运动史志编审委员会[编]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1879-1989 

［知识责任］中国电力工人运动史志编审委员会 编 

  

 

［正题名］中国农工民主党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党 60 年来的曲折历程,突出表现了该党自 1935

年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来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走过的道路和作出的贡

献。 

［主题词］党史/中国农工民主党/1930-1989/摄影集 

  



 

［正题名］北平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百年院庆专刊 

［第一责任人］[北平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校友会编]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校史/大学/中国/1903-2003 

［知识责任］北平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校友会 编 

  

 

［正题名］中国国情报告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情报告》编纂委员会，中国国情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概况/中国/1949-199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 

［副题名］1949-1978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正题名］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南泥湾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宣传部，湖南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 1941 年 5 月 16 日～1945 年 6 月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关于南泥湾

大生产的报导文章，总数有 600 多篇，90 多万字。 

［主题词］大生产运动/革命根据地/史料 

［主题词］新闻报道/中国/现代/文集 

  

 

［正题名］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南泥湾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宣传部，湖南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 1941 年 5 月 16 日～1945 年 6 月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关于南泥湾

大生产的报导文章，总数有 600 多篇，90 多万字。 

［主题词］大生产运动/革命根据地/史料 

［主题词］新闻报道/中国/现代/文集 

  

 

［正题名］纪念施复亮百岁华诞专辑 

［第一责任人］金华县政协教文体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丛编题名］金华县文史资料 10 

  

 

［正题名］中国邮政 100 年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编] 

［出版者］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中国/1896-1996/图集 

［知识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 编 

  

 

［正题名］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 

［第一责任人］崔维孝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罗马公教/传播/研究/中国/1579-1732 

［知识责任］崔维孝 著 

  

 

［正题名］杨靖宇将军 

［第一责任人］郭红婴主编 

［译者］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档案资料、口述资料及图片资料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其它有关杨

靖宇、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的出版物，以及这方面的 新研究成果，选择了一个新视角，采取

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了杨靖宇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 

［知识责任］郭红婴 主编 

  

 

［正题名］1949-1979：国共对话秘录 

［第一责任人］刘丕林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台湾问题/解放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刘丕林 著 



  

 

［正题名］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 

［副题名］1949-1972 

［第一责任人］廉德瑰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际问题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深入研究美国干扰中国统一和阻止中日两国接近的过程，即美国在东北亚

推行“分而治之”政策的过程。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中国/美国/日本/1949-1972 

［知识责任］廉德瑰 著 

  

 

［正题名］杨成武上将 

［第一责任人］董保存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百战将星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2005 年，书名《百战将星：杨成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杨成武将军经历的危机中的辉煌、经历战争神话、经历险境、经历

突发事件、经历的挫折与失误、与“联合国军”作战等。 

［主题词］军事人物/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董保存 著 

  

 

［正题名］追忆商海往事前尘 

［副题名］中国电光源之父胡西园自述 

［第一责任人］胡西园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工商经济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写成于 1963 年，1979 年又进行了加工整理。期间辗转流传，时有散失。

经多方人士保存，现得以面世。 

［主题词］电气工业/工业企业/经济史/上海 

［主题词］民族工业/历史/上海 

［主题词］灯/电气照明/工业企业/历史/上海 

［知识责任］胡西园 著 

  

 

［正题名］李濟深画传 

［第一责任人］李慈君，王秉默主编 

［译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传部…[等]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知识责任］李慈君 主编 

［知识责任］王秉默 主编 

  

 

［正题名］董必武传 

［副题名］1886-1975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董必武传》撰写组[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正题名］董必武传 

［副题名］1886-1975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董必武传》撰写组[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正题名］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童小鹏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跟随周恩来 40 年的亲历、亲见、亲闻和 320 余幅当时亲自拍摄的

珍贵照片，展示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和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 

［知识责任］童小鹏 著 

  

 

［正题名］黎元洪·绍基黎·黎昌晋 

［第一责任人］侯杰，姜海龙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知识责任］侯杰 著 

［知识责任］姜海龙 著 

  

 

［正题名］新中国第一代 

［丛书］ 国省（市、区）委书记、省（市、区）长 

［第一责任人］文辉抗，叶健君主编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 

［丛编题名］聚焦红墙 



［主题词］高级干部/生平事迹/中国/1949- 

［知识责任］文辉抗 主编 

［知识责任］叶健君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第一代 

［丛书］ 国五大书记 

［第一责任人］文辉抗，叶健君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 

［丛编题名］聚焦红墙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七位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高级干部/生平事迹/中国/1949- 

［知识责任］文辉抗 主编 

［知识责任］叶健君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故乡十位将帅 

［第一责任人］罗元生，欧阳青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毛泽东与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陈赓、黄克诚、萧劲光、谭

政、许光达和王震十位将帅的交往与友谊。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罗元生 编著 

［知识责任］欧阳青 编著 

  

 

［正题名］这个世界会好吗 

［副题名］梁漱溟晚年口述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口述 

［译者］（美）艾恺采访 

［译者］一耽学堂整理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梁漱溟 口述 

［次知识责任］艾恺 采访 

［次知识责任］Alitto 采访 

  

 

［正题名］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 

［第一责任人］陈虹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中国/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作家/生平事迹 

［主题词］纪实文学 

［知识责任］陈虹 著 

  

 

［正题名］中国警察近代化研究 

［副题名］以法文化为视角 

［并列题名］Jurisprudent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Police 

［第一责任人］孟庆超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警察/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近代化/公安/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孟庆超 著 

  

 

［正题名］周恩来与邓颖超 

［第一责任人］张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二十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 

［知识责任］张颖 著 

  

 

［正题名］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郑大华，邹小站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思想史研究室主办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 2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15845 的一册由主办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思想史研究室赠送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研究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家及其他一些近代历史人物

思想的论文共 14 篇。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思想家/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郑大华 主编 

［知识责任］邹小站 主编 

  

 



［正题名］王光美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黄峥执笔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黄峥 执笔 

  

 

［正题名］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第一责任人］刘武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刘武生 著 

  

 

［正题名］两代悲歌 

［副题名］陈布雷和他的女儿陈琏 

［第一责任人］谷斯涌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谷斯涌 著 

  

 

［正题名］在中共高层 50 年 

［副题名］陆定一传奇人生 

［第一责任人］陈清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高层人物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陈清泉 著 

  

 

［正题名］郑维山回忆录 

［副题名］从华北到西北 

［第一责任人］郑维山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郑维山 著 

  

 

［正题名］帝国梦魇 

［副题名］乱世袁世凯 

［第一责任人］（英）帕特南·威尔著 

［译者］秦传安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经世文库 

［主题词］政治/概况/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威尔 著 

［知识责任］Weale 著 

［知识责任］秦传安 译 

  

 

［正题名］溥仪传 

［副题名］插图本 

［第一责任人］吕永岩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吕永岩 著 

  

 

［正题名］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副题名］容闳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容闳著 

［译者］恽铁樵，徐凤石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名人回忆录”系列 

［知识责任］容闳 著 

［次知识责任］恽铁樵 译 

［次知识责任］徐凤石 译 

  

 

［正题名］光绪泣血记 

［第一责任人］（美）德龄著 

［译者］顾秋心，范之俐，邓伟霖译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知识责任］德龄 著 

［次知识责任］顾秋心 译 

［次知识责任］范之俐 译 

［次知识责任］邓伟霖 译 

  

 

［正题名］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第一责任人］姚金果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姚金果 著 

  

 

［正题名］大师讲述历史中的 20 个大问题 

［第一责任人］（英）哈里特·斯万主编 

［第一责任人］（英）理查德·J·埃文斯等著 

［译者］郑良勇，阎洁，孙丰田译 

［出版者］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世界/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斯万 主编 

［知识责任］埃文斯 著 

［次知识责任］郑良勇 译 

［次知识责任］阎洁 译 

［次知识责任］孙丰田 译 

  

 

［正题名］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 

［第一责任人］（美）莫里斯·艾泽曼著 

［译者］孙宝寅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战争中的美国”丛书 

［主题词］印支战争/研究/美国/越南/1954-1975 

［知识责任］艾泽曼 著 

［知识责任］Isserman 著 

［知识责任］孙宝寅 译 

  

 

［正题名］中国学术史 

［第一责任人］张国刚，乔治忠等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从先秦到清末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对三千年间先

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传统学术及其风气的流变

进行了精当的论述。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学术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国刚 著 

［知识责任］乔治忠 著 

  

 



［正题名］丁文江 

［副题名］科学与中国新文化 

［第一责任人］（美）费侠莉著 

［译者］丁子霖，蒋毅坚，杨昭译 

［译者］杨照明校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丁文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地质学家，又是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企业家、政论

家和教育家，是 1920-1930 年代北京学术界的一位领袖，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

物之一。本书前 4 章主要涉及其纯科学生涯，后 3 章记述其政治信仰和行为。书后附其一生

的大事年表。 

［知识责任］费侠莉 著 

［知识责任］Furth 著 

［次知识责任］丁子霖 译 

［次知识责任］蒋毅坚 译 

［次知识责任］杨昭 译 

  

 

［正题名］谁 早口述长征 

［副题名］20 世纪 30 年代红军长征史珍本解读 

［第一责任人］陈宇编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史料/研究 

［知识责任］陈宇 编著 

  

 

［正题名］王永庆全传 

［第一责任人］丁志可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企业家/传记/台湾 

［知识责任］丁志可 著 

  

 

［正题名］茅以升 

［副题名］中国现代桥梁的奠基人 

［第一责任人］钱冬生主编 

［出版者］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钱冬生 主编 

  

 

［正题名］童年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美）德龄著 

［译者］顾秋心译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知识责任］德龄 著 

［次知识责任］顾秋心 译 

  

 

［正题名］中国科举史 

［第一责任人］刘海峰，李兵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2004 年 

［附注内容］本书是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的专著，以科举制

度演变为经，以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叙述了述科举制度史、制度运作及考试思想

的历史发展等。 

［主题词］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海峰 著 

［知识责任］李兵 著 

  

 

［正题名］天公不语对枯棋 

［副题名］晚清的政局和人物 

［第一责任人］姜鸣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在作者原著《被调整的目光》基础上予以增删和修订，主要对晚清的历

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新进行探索的文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研究/中国/清代/文集 

［主题词］人物研究/中国/清代/文集 

［主题词］散文/游记/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姜鸣 著 

  

 

［正题名］弘一法师日记三种 

［第一责任人］弘一法师著 

［译者］虞坤林编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现代名人日记丛刊 

［知识责任］弘一法师 著 

［次知识责任］虞坤林 编 



  

 

［正题名］我做蒋介石特勤总管 40 年 

［副题名］黄仁霖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黄仁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亲历历史 

［附注内容］本书八十年代初用英文写成。英文原著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列入珍贵图书室陈

列。1984 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附注内容］本书图文并茂，汇集作者亲身经历的若干 20 世纪 具影响力的重大历史事件，

亲眼目睹的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巨人们的真实表演。 

［知识责任］黄仁霖 著 

  

 

［正题名］郑振铎日记全编 

［第一责任人］郑振铎著 

［译者］陈福康整理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现代名人日记丛刊 

［知识责任］郑振铎 著 

［次知识责任］陈福康 整理 

  

 

［正题名］中国御林军 

［副题名］辽金元明清北洋时期北京禁卫军 

［第一责任人］纪红建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禁军/史料/中国/北京/古代 

［主题词］清代禁卫军/史料/中国/北京 

［知识责任］纪红建 著 

  

 

［正题名］马思聪传 

［第一责任人］叶永烈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叶永烈精品书系 

［知识责任］叶永烈 著 

  

 

［正题名］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一责任人］吴东平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名人后代丛书 

［主题词］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名人/后代/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东平 著 

  

 

［正题名］出版大家张元济 

［副题名］张元济研究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正题名］风流才子纪晓岚 

［第一责任人］李建良著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传记小说 

［知识责任］李建良 著 

  

 

［正题名］舞台生活四十年 

［副题名］梅兰芳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口述 

［译者］许姬传，许源来，朱家溍记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京剧/表演艺术 

［知识责任］梅兰芳 口述 

［次知识责任］许姬传 记 

［次知识责任］许源来 记 

［次知识责任］朱家溍 记 

  

 

［正题名］舞台生活四十年 

［副题名］梅兰芳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口述 

［译者］许姬传，许源来，朱家溍记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京剧/表演艺术 

［知识责任］梅兰芳 口述 

［次知识责任］许姬传 记 

［次知识责任］许源来 记 

［次知识责任］朱家溍 记 

  

 

［正题名］我做蒋介石“御医”四十年 

［副题名］熊丸先生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熊丸口述] 

［译者］陈三井访问 

［译者］李郁青记录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亲历历史 

［知识责任］熊丸 口述 

［次知识责任］陈三井 访问 

［次知识责任］李郁青 记录 

  

 

［正题名］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第一责任人］任贵祥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主题词］华侨/作用/民主/革命/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华侨/作用/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革命/华侨/作用/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任贵祥 著 

  

 

［正题名］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副题名］实务指南（第二版） 

［第一责任人］（美）唐纳德·里奇著 

［译者］王芝芝，姚力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口述历史学/研究方法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里奇 著 

［知识责任］Ritchie 著 

［次知识责任］王芝芝 译 

［次知识责任］姚力 译 

  



 

［正题名］传奇老人程思远 

［副题名］秘书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李伯钧著 

［出版者］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李伯钧 著 

  

 

［正题名］解密外交文献 

［副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人民画报社编辑 

［出版者］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1949-1955 

［主题词］外交/国际关系史/文献/中国/1949-1955 

  

 

［正题名］抗战北平纪事 

［第一责任人］新京报社编 

［出版者］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新京报丛书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北京/1937-1945 

  

 

［正题名］我的朋友胡适之… 

［副题名］现代文化名人印象记 

［第一责任人］温源宁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万象主题库 

［丛编题名］花生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原为英文、经南星翻译后于 1935 年在上海出版的《一知半解》，同时

收入作者 30 年代英文评论的中译，其中有对英美现代诗的赏析、对中国画的品评及对英国

散文集的推介等。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文学评论/世界/文集 

［主题词］艺术评论/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温源宁 著 

  

 

［正题名］章士钊与近代名人 

［第一责任人］丁仕原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丁仕原 著 

  

 

［正题名］正说清朝十二帝陵 

［副题名］图文本 

［第一责任人］徐广源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陵墓/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徐广源 著 

  

 

［正题名］人文北京 

［副题名］千年古都的城市地图 

［第一责任人］邱阳著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将千年古都北京的市井、旧景、名门、胜迹，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汇集展示

出来。 

［主题词］人文地理学/北京 

［主题词］城市地理/北京 

［知识责任］邱阳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修桂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历史地图/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修桂 著 

  

 

［正题名］史学史读本 

［第一责任人］张越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 张双林总策划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文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史学史/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越 编 

  



 

［正题名］近现代中国佛教论 

［副题名］高振农佛学文集 

［第一责任人］[高振农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真如丛书 妙如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高振农佛学文章 24 篇，其中包括“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关于佛

教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梁启超的佛学思想”等。 

［主题词］佛教/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佛教/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高振农 著 

  

 

［正题名］徽州宗族社会 

［第一责任人］唐力行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徽州文化全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全书共八章，内容为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与分布，徽州宗族社会生活实态，徽

州宗族对徽商经营活动的支持，徽州宗族的文化教育，徽州宗族与社会控制、社会保障，徽

州宗族的迁徙与定居活动，徽州宗族与社会变迁等。 

［主题词］宗族/文化史/研究/安徽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研究/安徽 

［知识责任］唐力行 著 

  

 

［正题名］李敖档案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编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台湾名人档案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分政治李敖、文章李敖、情感李敖、争讼李敖、生活李敖、炼狱李敖共六

部分内容，对李敖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 

［知识责任］窦应泰 编著 

  

 

［正题名］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 

［副题名］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 

［第一责任人］（日）西原大辅著 

［译者］赵怡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日本中国学文萃 

［附注内容］本书以谷崎润一郎为例，考察了以大正时代为中心的日本东方主义话语，并涉

猎日中两国资料，对谷崎的两次中国之行进行了考证。 

［主题词］汉学/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西原大辅 著 

［次知识责任］赵怡 译 

  

 

［正题名］梁启超与日本 

［第一责任人］石云艳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南 日本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十章，介绍了梁启超流亡初期的政治活动和日本政府的对应，梁启超

与明治思想家，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学活动及其教育

思想等。 

［知识责任］石云艳 著 

  

 

［正题名］母亲杨沫 

［第一责任人］老鬼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著名作家杨沫的一生，记录了一个母亲的真实一生，一个女作家的

里里外外，一个知识分子的曲折历程，一个巨变时代的百态写真。 

［知识责任］老鬼 著 

  

 

［正题名］武汉抗战图志 

［第一责任人］唐惠虎，林阳春，韩兆海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的文字与图片反映和凸现了抗日战争中“武汉时期”这段历史。内容包括

九一八事变到南京沦陷时期的武汉，战时首都武汉，保卫大武汉，沦陷时期的武汉及鄂豫边

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日本投降及武汉光复五章。 

［主题词］抗日斗争/武汉/史料/1937-1945 

［知识责任］唐惠虎 主编 

［知识责任］林阳春 主编 

［知识责任］韩兆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文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从政治文化、政党文化、组织文化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概念，提出了中国共产党

文化的理论架构等。 

［主题词］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研究 

［知识责任］刘文江 著 

  

 

［正题名］基督教学术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张庆熊，徐以骅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包括专文和书评两个方面内容，专文只五篇，书评占了很大的分量。

收入文章有“伪装的健康：如何对待性格变态者?”、“神在科学推理中的作用”、“走向一种

整和的基督教宗教神学”等 15 篇。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知识责任］张庆熊 主编 

［知识责任］徐以骅 主编 

  

 

［正题名］百年农经 

［副题名］1905-2005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1905-1949 年 

［第一责任人］王秀清，谭向勇主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为庆祝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汇集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其前

身的师生们近一百年来发表过的 545 篇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及专著的全文或部分章节。内容

涉及中国农村的经济与农业发展问题，包括经济体制、经营管理、收入分配等方面。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1905-2005/文集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1905-1949/文集 

［知识责任］王秀清 主编 

［知识责任］谭向勇 主编 

  

 

［正题名］百年农经 

［副题名］1905-2005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20 世纪 50-80 年代 

［第一责任人］王秀清，谭向勇主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为庆祝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汇集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其前

身的师生们近一百年来发表过的 545 篇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及专著的全文或部分章节。内容

涉及中国农村的经济与农业发展问题，包括经济体制、经营管理、收入分配等方面。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1905-2005/文集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1950-1989/文集 

［知识责任］王秀清 主编 

［知识责任］谭向勇 主编 

  

 

［正题名］百年农经 

［副题名］1905-2005 

［书目卷册］第三部 

［丛书］20 世纪 90 年代 

［第一责任人］王秀清，谭向勇主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为庆祝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汇集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其前

身的师生们近一百年来发表过的 545 篇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及专著的全文或部分章节。内容

涉及中国农村的经济与农业发展问题，包括经济体制、经营管理、收入分配等方面。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1905-2005/文集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1990-1999/文集 

［知识责任］王秀清 主编 

［知识责任］谭向勇 主编 

  

 

［正题名］百年农经 

［副题名］1905-2005 

［书目卷册］第四部 

［丛书］2000-2003 年 

［第一责任人］王秀清，谭向勇主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为庆祝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汇集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其前

身的师生们近一百年来发表过的 545 篇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及专著的全文或部分章节。内容

涉及中国农村的经济与农业发展问题，包括经济体制、经营管理、收入分配等方面。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1905-2005/文集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2000-2003/文集 

［知识责任］王秀清 主编 

［知识责任］谭向勇 主编 

  

 

［正题名］百年农经 

［副题名］1905-2005 



［书目卷册］第五部 

［丛书］2003-2005 年 

［第一责任人］王秀清，谭向勇主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为庆祝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汇集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其前

身的师生们近一百年来发表过的 545 篇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及专著的全文或部分章节。内容

涉及中国农村的经济与农业发展问题，包括经济体制、经营管理、收入分配等方面。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1905-2005/文集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2003-2005/文集 

［知识责任］王秀清 主编 

［知识责任］谭向勇 主编 

  

 

［正题名］東華图志 

［副题名］北京东城史迹录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陈平，王世仁主编 

［译者］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并重的形式收录和介绍北京内城东部文化古迹近四百项，在地图上

标出历史文化遗迹约两千处，历史文化保护区十五处，绘制古建筑图七十处八百一十六幅图，

还收录了多幅古旧地图和大量照片。 

［主题词］名胜古迹/北京/东城区/图集 

［主题词］城市/文化史/史料/北京/东城区/图集 

［知识责任］陈平 主编 

［知识责任］王世仁 主编 

  

 

［正题名］東華图志 

［副题名］北京东城史迹录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陈平，王世仁主编 

［译者］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并重的形式收录和介绍北京内城东部文化古迹近四百项，在地图上

标出历史文化遗迹约两千处，历史文化保护区十五处，绘制古建筑图七十处八百一十六幅图，

还收录了多幅古旧地图和大量照片。 

［主题词］名胜古迹/北京/东城区/图集 

［主题词］城市/文化史/史料/北京/东城区/图集 

［知识责任］陈平 主编 

［知识责任］王世仁 主编 



  

 

［正题名］北京抗战图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国抗战 14 年之间关于北京的一部分珍贵照片，其中包括了九一

八事变，中国军队的武装抵抗，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北平各界的

反抗斗争，抗日根据地包围北平城，欢庆抗战胜利等重大事件。 

［主题词］抗日斗争/北京/1937-1945/史料/摄影集 

  

 

［正题名］河北抗战史图鉴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河北/1937-1945/摄影集 

  

 

［正题名］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罪行图证 

［第一责任人］李秉刚，王新华，阎振民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是日本侵华期间奴役中国劳工罪行的图片证明，并附加了部分的说明文字。

全书共分七部分，介绍了日本二战时期掳掠中国劳工从事各种强制劳动的情形， 后还介绍

了中国劳工的反抗斗争和战后劳工问题。 

［主题词］侵华事件/战争罪行/华工/日本/图集 

［知识责任］李秉刚 主编 

［知识责任］王新华 主编 

［知识责任］阎振民 主编 

  

 

［正题名］清代俗语图说 

［第一责任人］胡毅华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是清末上海出版的《图画日报》中专栏内容的汇编，以图说的形式，对清

代俗语，用幽默的文字进行解读。包括“关老爷卖豆腐”、“大风吹倒梧桐树”、“得人钱财 与

人消灾”、“弗到黄河弗死心”等。 

［主题词］风俗习惯/传统观念/中国/清代 

［主题词］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中国/清代 

［主题词］汉语/俗语/中国/清代/中国/清代 

［主题词］俗语/汉语/中国/清代 

［主题词］K892-64 



［知识责任］胡毅华 编 

  

 

［正题名］左翼至抗战 

［副题名］文学英雄叙事的当代阐释 

［第一责任人］王寰鹏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文史哲博士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对左翼到抗战文学英雄叙事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探索，旨在把握英雄

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确立英雄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地位，研究英雄叙事

的形态类型、叙事特征和叙事模式，找出隐含在文本中的叙事结构以及叙事结构所包含的

本质的意义，提示英雄叙事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发展规律。 

［主题词］左翼文化运动/文学研究 

［主题词］抗战文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寰鹏 著 

  

 

［正题名］清路集 

［副题名］李学勤学术序跋评论集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史评/文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序跋/文集 

［知识责任］李学勤 著 

  

 

［正题名］转变的中国 

［副题名］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第一责任人］（美）王国斌著 

［译者］李伯重，连玲玲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据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方面作中国和西欧的历史比较研究。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对比研究/中国/欧洲 

［主题词］比较历史学/对比研究/中国/欧洲 

［知识责任］王国斌 著 

［知识责任］Wong 著 

［次知识责任］李伯重 译 

［次知识责任］连玲玲 译 

  



 

［正题名］长沙大会战内幕全解密 

［第一责任人］马正健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备忘录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国民党/军队/史料 

［主题词］长沙会战/抗日斗争/史料/中国/1939-1942 

［知识责任］马正健 著 

  

 

［正题名］太原大会战内幕全解密 

［第一责任人］陶纯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备忘录 

［附注内容］本书共七章，包括：前夜、平型关、大捷、忻口、娘子关、烈焰以及守城等，

真实展现了抗日战争悲壮的画面。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国民党/军队/史料 

［主题词］战役/抗日斗争/史料/中国/1937 

［知识责任］陶纯 著 

  

 

［正题名］滇缅大会战内幕全解密 

［第一责任人］陈立人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备忘录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二章，包括：大溃退、死无葬身之地、英雄悔、外籍指挥官的悲哀、

佛地再生、狮身人面像下、人猿泰山、斧与锯、“眼镜王蛇”行动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国民党/军队/史料 

［主题词］战役/抗日斗争/史料/中国/1942-1945 

［知识责任］陈立人 著 

  

 

［正题名］新四军抗战秘档全公  

［第一责任人］王苏红，王玉彬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备忘录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一章，包括：一个丧失理性的民族、处子之战、引爆、樊笼、年头岁

尾、“苦涩”的抗日、真实的传说、风满楼、临危决断、东进、黄桥决战、严寒的日子、铁

血写春秋。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军队/史料 



［知识责任］王苏红 著 

［知识责任］王玉彬 著 

  

 

［正题名］武汉大会战内幕全解密 

［第一责任人］陈道阔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备忘录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国民党/军队/史料 

［主题词］武汉会战/抗日斗争/史料/中国/1938 

［知识责任］陈道阔 著 

  

 

［正题名］徐州大会战内幕全解密 

［第一责任人］濮继红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备忘录 

［附注内容］本书配插了大量的历史图片，对徐州会战作了全景式再观，整个会战在苏、鲁、

豫、皖广大地区持续了 5 个月之久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国民党/军队/史料 

［主题词］徐州会战/抗日斗争/史料/中国/1938-1939 

［知识责任］濮继红 著 

  

 

［正题名］八路军抗战秘档全公  

［第一责任人］胡正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备忘录 

［附注内容］本书共七章，包括：渡黄河平型关首捷、太原保卫战、战日寇四面出击、定方

针游击战略、谋大势挺进冀鲁、破“囚笼”鏖兵百团、曙光现高奏凯歌。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军队/史料 

［知识责任］胡正 著 

  

 

［正题名］淞沪大会战内幕全解密 

［第一责任人］徐志耕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共九章，包括：大战前的沉寂、血与火的搏杀、抗战的洪流、民众的爱国

情结、文艺界的呐喊、 后的拼搏、不屈的国魂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国民党/军队/史料 



［主题词］八·一三事变（1937）/史料 

［主题词］战役/抗日斗争/史料/中国/1937 

［知识责任］徐志耕 著 

  

 

［正题名］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学习 

［第一责任人］朱鸿林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博雅思想史丛书 

［主题词］儒家/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朱鸿林 著 

  

 

［正题名］斯诺与中国 

［副题名］纪念埃德加·斯诺百年诞辰 

［第一责任人］武际良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国际友人丛书 

［知识责任］武际良 著 

  

 

［正题名］后宫政治 

［副题名］中国历代皇权社会权力规则的另类阐释 

［第一责任人］田玉川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我国古代的后宫政治，包括了“后宫深似海”、“异化的灵魂”、“权

变种种”、“恶斗俱伤”、“宫墙内的人性”等章节。 

［主题词］宫廷/政治/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宫廷/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田玉川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文丛 

［丛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卷 

［第一责任人］孟宪范，冯小双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分为民族学·人类学与宗教学两个栏目，收录了《重建社会学与人类

学的回顾和体会》、《马克思和文化人类学》、《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神秀北宗禅法》等

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人类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宗教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孟宪范 主编 

［知识责任］冯小双 主编 

  

 

［正题名］华北抗日战争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樊吉厚，李茂盛，岳谦厚撰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三卷，共九编，包括“九一八事变后之华北局势”、“华北事变与民族危机

的加深”、“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攻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历史/华北地区 

［知识责任］樊吉厚 撰 

［知识责任］李茂盛 撰 

［知识责任］岳谦厚 撰 

  

 

［正题名］华北抗日战争史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樊吉厚，李茂盛， 杨建中撰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三卷，共九编，包括“九一八事变后之华北局势”、“华北事变与民族危机

的加深”、“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攻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历史/华北地区 

［知识责任］樊吉厚 撰 

［知识责任］李茂盛 撰 

［知识责任］杨建中 撰 

  

 

［正题名］华北抗日战争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樊吉厚，李茂盛， 马生怀撰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三卷，共九编，包括“九一八事变后之华北局势”、“华北事变与民族危机

的加深”、“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攻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历史/华北地区 

［知识责任］樊吉厚 撰 

［知识责任］李茂盛 撰 

［知识责任］马生怀 撰 

  

 

［正题名］儿玉花外诗存 

［副题名］一个日本诗人笔下的辛亥革命风云人物纪实 

［第一责任人］[（日）]儿玉花外原著 

［译者］崔淑芬编译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中国·星星诗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为编译者赠送。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作者以日本为舞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描绘、记录辛亥革命时期的

孙中山、黄兴、章炳麟等革命家以及陈天华、秋瑾等众多留日学生在日活动的诗歌 45 首。 

［主题词］辛亥革命/人物/史料 

［主题词］诗歌/日本/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儿玉花外 原著 

［次知识责任］崔淑芬 编译 

  

 

［正题名］张国淦文集三编 

［丛书］方志卷 

［书目卷册］上、下 

［第一责任人］[张国淦著] 

［译者］杜春和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亚细亚洲总志、中国方志考叙、中国方志考例言、中国方志考（江

苏省旧江宁府、镇江府、苏州府部分）、四川方志考、山西方志考、山西方志考（明清至民

国）、黑龙江省舆图序、黑龙江志略、芜湖乡土志残稿。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方志学/研究 

［知识责任］张国淦 著 

［次知识责任］杜春和 编 

  

 

［正题名］张国淦文集三编 

［丛书］方志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国淦著] 

［译者］杜春和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亚细亚洲总志、中国方志考叙、中国方志考例言、中国方志考（江

苏省旧江宁府、镇江府、苏州府部分）、四川方志考、山西方志考、山西方志考（明清至民

国）、黑龙江省舆图序、黑龙江志略、芜湖乡土志残稿。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方志学/研究 

［知识责任］张国淦 著 

［次知识责任］杜春和 编 

  

 

［正题名］高尚者的墓志铭 

［副题名］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 

［第一责任人］王忱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文集追忆 20 世纪早期，先后对我国内蒙、甘肃、青海、河西走廊、新疆等

地历时 8 年、不畏艰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中亚细亚腹地具有真正现代科学意义的探

险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分为考察实录和资料两部分。 

［主题词］科学考察/纪念文集/中国/1927-1935 

［主题词］探险/记录/中国/1927-1935/文集 

［主题词］文物/考古/中国/1927-1935/文集 

［主题词］科学家/回忆录/中国/1927-1935/文集 

［知识责任］王忱 编 

  

 

［正题名］唯物史观讲义初稿 

［书目卷册］甲 

［第一责任人］[李汉俊著] 

［出版日期］[出版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时间不详]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汉俊 著 

  

 

［正题名］唯物史观讲义初稿 

［书目卷册］乙 

［第一责任人］[李汉俊著] 

［出版日期］[出版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时间不详]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汉俊 著 

  

 

［正题名］这里是北京 



［第一责任人］《这里是北京》剧组编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这里是北京”系列丛书（一） 

［附注内容］本书为结集出版自 2004 年 10 月北京电视台公共频道 始连续播出的《这里是

北京》专栏节目。每次播出的一集均分为“北京记忆”、“博物馆宝典”、“北京发现”三个版

块，分别引领观众听传奇故事，寻找名人遗迹，介绍博物馆及服务信息，跟随发现者探索京

城文物古迹。 

［主题词］名胜古迹/文化史/史料/北京 

［主题词］人物/生平事迹/北京/史料 

  

 

［正题名］哥伦比亚的倒影 

［第一责任人］木心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木心 著 

  

 

［正题名］天朝的崩溃 

［副题名］鸦片战争再研究 

［第一责任人］茅海建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鸦片战争（1840-1842）/研究 

［知识责任］茅海建 著 

  

 

［正题名］地质学与民国社会（1916-1950） 

［副题名］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九辰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学术机构——中央地质调查所为案例，研究

科学体制化之后，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学术机构中学术权威、科学家群体的特点及

作用。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地质学/研究机构/研究/中国/1916-1950 

［主题词］地质学家/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九辰 著 

  

 

［正题名］新中国与新科学 

［副题名］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 

［第一责任人］张藜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一个具体学科为案例，回溯高分子科学自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

始前的建制及早期发展过程，并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考察它与社会、政府及学术界自

身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与机制，分析其积极的历史作用和阻碍

科学进步的缺陷。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高分子/科学技术/研究/中国/1949-1966 

［主题词］化学/科学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1949-1966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藜 著 

  

 

［正题名］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 

［第一责任人］胡宗刚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档案史料为据，记述民国时期我国重要的生物研究机构——静生

生物调查所自 1928 年创办至 1950 年的历史、与各省合办的实验研究机构始末，以及中国近

现代第一批科学家的奋斗历程等。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生物学/研究/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生物学/科学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胡宗刚 著 

  

 

［正题名］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副题名］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 

［并列题名］The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the change of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副题名］a study on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张剑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科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梳理了中国科学社

在震荡的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演化及其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探讨了中国科学发展与社会变

动之间的关系。 

［主题词］科学/学术团体/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剑 著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16 

［丛书］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徐康英，姜良芹，郭必强等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抗战损失调查缘起与初步实施、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组织与工作概况、

南京大屠杀案市民财产损失调查统计等三个部分。附录收入遭受日本毒化损失情况调查。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主题词］调查/机构/文献/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统计/资料/日本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徐康英 编 

［知识责任］姜良芹 编 

［知识责任］郭必强 编 

［知识责任］周红 编 

［知识责任］夏蓓 编 

［知识责任］陆君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17 

［丛书］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周红，姜良芹，郭必强等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抗战损失调查缘起与初步实施、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组织与工作概况、



南京大屠杀案市民财产损失调查统计等三个部分。附录收入遭受日本毒化损失情况调查。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主题词］调查/机构/文献/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统计/资料/日本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周红 编 

［知识责任］姜良芹 编 

［知识责任］郭必强 编 

［知识责任］夏蓓 编 

［知识责任］陆君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18 

［丛书］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夏蓓，郭必强，姜良芹等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抗战损失调查缘起与初步实施、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组织与工作概况、

南京大屠杀案市民财产损失调查统计等三个部分。附录收入遭受日本毒化损失情况调查。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主题词］调查/机构/文献/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统计/资料/日本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夏蓓 编 

［知识责任］郭必强 编 

［知识责任］姜良芹 编 

［知识责任］周红 编 

［知识责任］陆君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25 

［丛书］幸存者调查口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连红，张生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按调查者的不同分为九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南京市有关部



门及个人的调查；第二至第八部分为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南京地区的六所高校所进行的社

会调查；第九部分为新闻报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报道。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史料/日本 

［主题词］回忆录/侵华事件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红 编 

［知识责任］张生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26 

［丛书］幸存者调查口述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张连红，戴袁支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按调查者的不同分为九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南京市有关部

门及个人的调查；第二至第八部分为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南京地区的六所高校所进行的社

会调查；第九部分为新闻报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报道。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史料/日本 

［主题词］回忆录/侵华事件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红 编 

［知识责任］戴袁支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27 

［丛书］幸存者调查口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连红，戴袁支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按调查者的不同分为九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南京市有关部

门及个人的调查；第二至第八部分为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南京地区的六所高校所进行的社

会调查；第九部分为新闻报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报道。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史料/日本 



［主题词］回忆录/侵华事件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红 编 

［知识责任］戴袁支 编 

  

 

［正题名］施复亮政治思想研究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宋亚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对施复亮的早期政治思想、国民革命思想、“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

抗战思想、中间路线思想进行研究。 

［主题词］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宋亚文 著 

  

 

［正题名］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业兴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近代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业兴 著 

  

 

［正题名］重话大革命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再现联共（布）、共产国际历史人物与中国大革命史的一些细节，挖掘陈

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等中国革命风云人物在

这个特殊时期的活动和思想，重新展示和剖析大革命的本来过程。 

［主题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中国/1924-1927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1924-1927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红色漩涡中的李德 

［第一责任人］白黎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32-1939 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奥托·布劳恩）的中国

之行。 



［知识责任］白黎 著 

  

 

［正题名］毛泽东传 

［副题名］ 新版全译本（插图本） 

［第一责任人］（美）罗斯·特里尔著 

［译者］胡为雄，郑玉臣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知识责任］石仲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特里尔 著 

［知识责任］Terrill 著 

［次知识责任］胡为雄 译 

［次知识责任］郑玉臣 译 

  

 

［正题名］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一责任人］（美）本杰明·I·史华慈著 

［译者］陈玮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1951 年，现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译出 

［主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石仲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史华慈 著 

［知识责任］Schwartz 著 

［次知识责任］陈玮 译 

  

 

［正题名］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副题名］1917-1935 

［副题名］插图本 

［第一责任人］（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 

［译者］霍伟岸，刘晨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研究毛泽东对历史 伟大的贡献——在 1917 到 1935 年间逐渐形成的

农村革命策略的思想，其证明了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即便在一个巨大而贫穷的国家也可以成

为 强大的政治力量。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1917-1935 

［知识责任］石仲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沃马克 著 

［知识责任］Womack 著 

［次知识责任］霍伟岸 译 

［次知识责任］刘晨 译 

  

 

［正题名］中国近代妓女史 

［第一责任人］邵雍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娼妓/社会问题/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邵雍 著 

  

 

［正题名］澳門歷史文化探真 

［第一责任人］譚世寶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地方史/文化史/研究/澳门 

［知识责任］谭世宝 著 

  

 

［正题名］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史论 

［第一责任人］梁家贵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战争/影响/研究/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梁家贵 著 

  

 

［正题名］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 

［第一责任人］庄维民，刘大可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分如下章节：㈠日本商人的阑入及其商贸经营（1876-1913）；㈡独占山东



政策的实施与殖民统治的建立；㈢殖民政策支持下的日本工商资本扩张（1914-1922）；㈣青

岛收回后日资工商业的变化（1923-1928）；㈤殖民政策调整与经济扩张势头的恢复

（1929-1936）；㈥殖民统治的建立与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1937-1945）；㈦经济统制条件下

的工商资本扩张。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山东/近代 

［知识责任］庄维民 著 

［知识责任］刘大可 著 

  

 

［正题名］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 

［第一责任人］（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 

［译者］钱婉约，宋炎辑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近代日本学者在中国寻访中国古籍的活动。该研究课题既是中日学术

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日本 

［主题词］古籍/图书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汉学家/学术思想/生平事迹/日本 

［知识责任］内藤湖南 著 

［知识责任］长泽规矩也 著 

［次知识责任］钱婉约 辑译 

［次知识责任］宋炎 辑译 

  

 

［正题名］书缘与人缘 

［第一责任人］唐德刚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唐德刚作品集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纪念文集 

［主题词］书评/随笔/中国 

［知识责任］唐德刚 著 

  

 

［正题名］新大陆 VS.旧大陆 

［第一责任人］陆象淦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当代人文译丛 1 

［主题词］历史/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陆象淦 主编 

  

 



［正题名］生活與文化 

［第一责任人］蒲慕州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總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研究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与文化，包括“周代的衣食住行”、“明清城市

中的酒楼与茶馆”、“明清社会的庆寿文化”等内容。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蒲慕州 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 

［副题名］1912-1937 

［第一责任人］徐建生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陈支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主题词］经济政策/研究/中国/1912-1937 

［知识责任］徐建生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 

［第一责任人］刘兰兮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陈支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 2004 年 10 月在北京召 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学术讨论

会的 23 篇论文，作者多为新一代经济史学家，概括了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多方面的前沿问

题，展示了本学科研究的 新成果。 

［主题词］企业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兰兮 主编 

  

 

［正题名］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 

［第一责任人］王日根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陈支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结题成果 

［主题词］海防/政策/研究/中国/明清时期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明清时期 

［知识责任］王日根 著 

  

 

［正题名］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第一责任人］魏明孔主编 

［丛书］先秦秦汉卷 

［第一责任人］蔡锋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先秦手工业经济、秦汉手工业经济两篇。本书注重对各个手工业部门

的手工业技术发展的轨迹进行探索，诸如，先秦秦汉时期手工业生产的制度变化、政策演变、

手工业管理体制、手工业生产者的身份认定及地位的变化等。 

［主题词］手工业史/工业经济/中国/古代 

［主题词］手工业史/中国/先秦时代 

［主题词］手工业史/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魏明孔 主编 

［知识责任］蔡锋 著 

  

 

［正题名］段祺瑞·段宏业·段世昌 

［第一责任人］周俊旗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知识责任］周俊旗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林頫编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史学专辑 陈祖武，杨泓主编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历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林頫 编著 

  

 

［正题名］吴祖光日记（1954-1957） 

［第一责任人］吴祖光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日记文丛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吴祖光 著 

  

 

［正题名］去东方，收获灵魂 

［副题名］中华帝国的福音之路 

［第一责任人］周宁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基督教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基督教/传播/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周宁 著 

  

 

［正题名］思想者说 

［书目卷册］2 

［丛书］往事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等著 

［译者］桂苓，刘琅编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当代散文随笔名家名篇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季羡林、张中行、余英时、王蒙、刘梦溪、巴金等当代名家回忆、

纪念文化名人的散文随笔作品，包括《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梁漱溟先生》、《我所认识的

钱锺书先生》、《周扬的目光》、《晚年的吴宓与陈寅恪》、《怀念从文》等。 

［主题词］学者/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纪念文集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次知识责任］桂苓 编 

［次知识责任］刘琅 编 

  

 

［正题名］学术评价制度批判 

［第一责任人］刘明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直面时下中国社科学术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弊端与负面影

响，对清末民初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一百年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总结，

并介绍、解析了欧美国家进行学术评价的做法。 

［主题词］学术评议/社会科学/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明 著 

  

 

［正题名］人物述往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郭宏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郭宏 本卷主编 

  

 

［正题名］人物述往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郭宏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郭宏 本卷主编 

  

 

［正题名］八路军史 

［第一责任人］张立华，董宝训著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真实地再现了八路军八年抗战的历史面貌，对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

全军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给予全面的观照。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知识责任］张立华 著 

［知识责任］董宝训 著 

  

 

［正题名］走近甲午 

［第一责任人］戚其章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通过有关甲午战争研究中的学术前沿问题（1.引起争论的热点问题；

2.对国外某些需要商榷的观点问题；3.由于新资料发现而需要对某些历史事实重新认识的问

题；4.对研究中提出的某些伪命题加以澄清的问题），展现个人近 50 年甲午战争研究的心得。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研究/1894-1895 

［知识责任］戚其章 著 

  



 

［正题名］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 

［第一责任人］易惠莉，胡政主编 

［译者］招商局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社会发展/研究/近代/文集 

［主题词］水路运输经济/历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历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易惠莉 主编 

［知识责任］胡政 主编 

  

 

［正题名］天国的陨落 

［副题名］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 

［第一责任人］夏春涛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宗教/研究/中国/1851-1864 

［主题词］宗教/太平天国革命/研究/中国/1851-1864 

［知识责任］夏春涛 著 

  

 

［正题名］李定国纪年 

［第一责任人］郭影秋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附注内容］李定国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杰出的抗清民族英雄。本书取材一百多种旧籍

编选而成，辑录李定国和大西军的复明抗清战斗史迹。 

［主题词］明末农民起义军/1630-1662/史料 

［知识责任］郭影秋 编著 

  

 

［正题名］我的 1976 

［第一责任人］彭子诚，陈敬编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选的回忆文章，大多曾散见于各种媒体，内容是各阶层、各行业人物在

惊心动魄的 1976 年中的经历，形成当年中国社会的全景图。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1976/文集 

［知识责任］彭子诚 编 

［知识责任］陈敬 编 



  

 

［正题名］章丘历史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陈先运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地方史/文化史/山东/章丘 

［知识责任］陈先运 主编 

  

 

［正题名］乡土先知 

［副题名］费孝通 

［第一责任人］张冠生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学术大师系列 

［知识责任］张冠生 著 

  

 

［正题名］中国墨学通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郑杰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编辑 

［主题词］墨家/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郑杰文 著 

  

 

［正题名］中国墨学通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郑杰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编辑 

［主题词］墨家/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郑杰文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丛书］演艺志 

［第一责任人］倪钟之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风俗习惯/社会史/中国 

［主题词］戏剧史/研究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倪钟之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丛书］江湖志 

［第一责任人］刘平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风俗习惯/社会史/中国 

［主题词］社会问题/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刘平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丛书］交通志 

［第一责任人］赵宇共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风俗习惯/社会史/中国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赵宇共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丧葬志 

［第一责任人］石奕龙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风俗习惯/社会史/中国 

［主题词］丧葬/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石奕龙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丛书］生养志 

［第一责任人］万建中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风俗习惯/社会史/中国 

［主题词］生育/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万建中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丛书］民间语言志 

［第一责任人］黄涛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风俗习惯/社会史/中国 

［主题词］汉语/语言学史 

［主题词］社会习惯语/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黄涛 著 

  

 

［正题名］民国学案 

［第一责任人］张岂之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薛其林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国时期（1912-1949 年间）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内容

包括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经学、训诂学、考古学、地理学、方志学、宗教、

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等。在各个学科内有代表人物共 254 位，在每个学案里有

人物生平、学术思想、学术著作介绍，还包含学术旨要。本卷收田汉、杨杰等人的学案。 

［主题词］社会科学家/思想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1912-1949 

［知识责任］张岂之 主编 

［知识责任］薛其林 卷主编 

  

 

［正题名］民国学案 

［第一责任人］张岂之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陈先初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国时期（1912-1949 年间）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内容

包括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经学、训诂学、考古学、地理学、方志学、宗教、

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等。在各个学科内有代表人物共 254 位，在每个学案里有

人物生平、学术思想、学术著作介绍，还包含学术旨要。本卷收吴晗、胡绳等人的学案。 

［主题词］社会科学家/思想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1912-1949 

［知识责任］张岂之 主编 

［知识责任］陈先初 卷主编 

  

 

［正题名］民国学案 

［第一责任人］张岂之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田海林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国时期（1912-1949 年间）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内容

包括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经学、训诂学、考古学、地理学、方志学、宗教、

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等。在各个学科内有代表人物共 254 位，在每个学案里有

人物生平、学术思想、学术著作介绍，还包含学术旨要。本卷收康有为、叶德辉等人的学案。 

［主题词］社会科学家/思想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1912-194 

［知识责任］张岂之 主编 

［知识责任］田海林 卷主编 

  

 

［正题名］民国学案 

［第一责任人］张岂之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陈先初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国时期（1912-1949 年间）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内容

包括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经学、训诂学、考古学、地理学、方志学、宗教、

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等。在各个学科内有代表人物共 254 位，在每个学案里有

人物生平、学术思想、学术著作介绍，还包含学术旨要。本卷收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学案。 

［主题词］社会科学家/思想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1912-1949 

［知识责任］张岂之 主编 

［知识责任］陈先初 卷主编 

  

 



［正题名］民国学案 

［第一责任人］张岂之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麻天祥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国时期（1912-1949 年间）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内容

包括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经学、训诂学、考古学、地理学、方志学、宗教、

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等。在各个学科内有代表人物共 254 位，在每个学案里有

人物生平、学术思想、学术著作介绍，还包含学术旨要。本卷收张元济、邵飘萍等人的学案。 

［主题词］社会科学家/思想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1912-1949 

［知识责任］张岂之 主编 

［知识责任］麻天祥 卷主编 

  

 

［正题名］民国学案 

［第一责任人］张岂之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薛其林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国时期（1912-1949 年间）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内容

包括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经学、训诂学、考古学、地理学、方志学、宗教、

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等。在各个学科内有代表人物共 254 位，在每个学案里有

人物生平、学术思想、学术著作介绍，还包含学术旨要。本卷收张伯苓、黄炎培等人的学案。 

［主题词］社会科学家/思想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岂之 主编 

［知识责任］薛其林 卷主编 

  

 

［正题名］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 

［第一责任人］秦量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收录与孙中山、宋庆龄革命活动和思想具有重要关系的代表性文物共

342 件。文物包括题词，文稿·著作，函电，印章，地图，学习·工作·生活用品，肖像照

片，亲友馈赠纪念品，艺术收藏品等。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图录 

［知识责任］秦量 主编 

  

 

［正题名］泣血控诉 



［副题名］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 

［第一责任人］李晓方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生物战/侵华日军/战争罪行/摄影集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日军/生物战 

［知识责任］李晓方 编著 

  

 

［正题名］黑龙江抗日历史图鉴 

［第一责任人］董丹，辛巍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以百余幅照片客观地揭露了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的凶恶与残暴，真实地反

映了黑龙江人民的苦难与斗争，戳穿了日本殖民主义者和右翼分子编造的伪满洲国是什么

“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及其日本给中国东北带来“近代化”的谎言。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黑龙江/1931-1945 

［主题词］敌占区/抗日斗争/史料/黑龙江/1931-1945 

［知识责任］董丹 主编 

［知识责任］辛巍 主编 

  

 

［正题名］河南农业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胡廷积主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5 篇 26 章 109 节，研究河南先秦时期原始农业 始到新中国成立至

今 4000 多年的农业发展概况。论述了河南在全国的区位、资源优势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

要地位，主要农作物起源与栽培演变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河南省/古代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河南省/近代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河南省/现代 

［知识责任］胡廷积 主编 

  

 

［正题名］中国海防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杨金森，范中义著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册，上册主要内容包括：明代（1368-1644）的海防和清代

（1644-1840）前期的海防；下册详细讲述了清代后期（1840-1912）的海防。 

［主题词］海防/军事史/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军事史/海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杨金森 著 

［知识责任］范中义 著 

  

 

［正题名］中国海防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杨金森，范中义著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册，上册主要内容包括：明代（1368-1644）的海防和清代

（1644-1840）前期的海防；下册详细讲述了清代后期（1840-1912）的海防。 

［主题词］海防/军事史/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军事史/海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杨金森 著 

［知识责任］范中义 著 

  

 

［正题名］吴裕泰 

［第一责任人］[读图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读图时代·茶说典藏 1 木霁弘总主编 

［主题词］茶叶/商店/商业史/北京 

［主题词］商业经营/茶叶/历史/北京 

［知识责任］木霁弘 丛书总主编 

［知识责任］读图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编 

  

 

［正题名］皖省首府 

［副题名］老安庆 

［第一责任人］张健初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皖江文化研究丛书 

［丛编题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主题词］地方史/安徽/安庆 

［知识责任］张健初 著 

  

 

［正题名］中国广告史 

［第一责任人］许俊基主编 

［出版者］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全面的介绍了中国广告的发展历程，涵盖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各时期港、澳台地区的广告概述。 

［主题词］广告/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大众传播/广告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许俊基 主编 

  

 

［正题名］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第一责任人］程光炜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社团·势力及其它——从一个角度介入“五四”文学史》、《文学研

究会文化历史形态的还原——现代中国文学社群形态的个案研究》、《北大的两个教授集团》、

《30 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等文章 19 篇。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左翼文化运动/研究/文集 

［主题词］社会团体/中国文学/关系/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程光炜 主编 

  

 

［正题名］流年影像 

［副题名］追忆我们的逝水光阴 

［书目卷册］NO.1 

［丛书］绝版古城记忆 

［第一责任人］邱阳主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城市地标·流年书坊 邱阳丛书主持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了梦里依稀的古城映像、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图影瞬间、残片里的依稀

古城、青春坐标的地理际会等内容。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摄影集 

［知识责任］邱阳 主编 

  

 

［正题名］中国曲艺通史 

［第一责任人］姜昆，倪锺之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介绍了中国曲艺发展的历史，论述了我国曲艺由孕育到成熟的过程，

由古代曲艺向近代曲艺、现代曲艺转化的过程，梳理了今日曲艺与古代艺术的历史渊源关系。 

［主题词］曲艺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姜昆 主编 

［知识责任］倪锺之 主编 



  

 

［正题名］从俘虏到战友 

［副题名］记八路军 新四军的敌军工作 

［第一责任人］徐则浩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组建，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建立健全敌军

工作机构，对敌宣传工作，宽待俘虏政策，在华日人反战团体和反战活动等内容。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9）/俘虏政策/史料 

［知识责任］徐则浩 著 

  

 

［正题名］头版头条 

［副题名］中国创刊词 

［第一责任人］古敏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按照创刊时间分为：晚清期刊（1872-1911）、民国期刊（1912-1946）、共

和国期刊（1956-2003）几部分，收集并介绍了各时期政治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报纸、期刊

的创刊时间、地点、背景、创刊词作者小传和创刊词原文，同时对创刊词加以焦点评析。 

［主题词］政论/中国/民国 

［主题词］政论/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政论/中国/当代 

［主题词］题跋/创刊/报刊/中国 

［主题词］报刊/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古敏 著 

  

 

［正题名］北京地理 

［丛书］名家宅院 

［第一责任人］新京报社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新京报丛书 005 

［主题词］城市史/概况/北京 

［主题词］故居/名人/简介/北京 

  

 

［正题名］东京大审判 

［副题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 

［第一责任人］梅汝璈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 1946 年 3 月至 1946 年 5 月的日记，

记述了三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过程。 

［知识责任］梅汝璈 著 

  

 

［正题名］中国民族人口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研究世居在云南为主的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

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状况。 

［主题词］少数民族/人口普查/统计资料/中国 

［主题词］少数民族/人口构成/概况/中国 

［主题词］人口构成/统计资料/中国 

［主题词］民族调查/民族分布/人口/统计资料/中国 

［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 

［并列题名］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academy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第一责任人］李兵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晚唐五代科举制度演变与书院萌芽，北宋前期书院与科举关系研

究，北宋中晚期文教改革和书院转型，清末书院改制与科举革废关系研究、书院与科举关系

的相关性分析等十章。 

［主题词］科举制度/考试制度/研究/中国 

［主题词］书院/关系/科举考试/研究/中国 

［主题词］科举考试/关系/书院/研究/中国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兵 著 

  

 

［正题名］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王晓德主编 

［译者］南 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辑设有“世界史学科体系探讨”、“国际关系史”、“地区国别史”、“博士生论

坛”及“综述·书评”五个专论，共收录论文 20 余篇。 

［主题词］世界史/近代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世界史/现代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王晓德 主编 

  

 

［正题名］彭斐章文集 

［第一责任人］彭斐章编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 

［附注内容］本文集选录了在期刊、论文集正式发表的有一定代表性的学术论文 31 篇。按

内容分别归入目录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和其他等主题。文集

还包括作者的学术访谈及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评说。 

［主题词］图书馆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目录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彭斐章 著 

  

 

［正题名］清代奏折汇编 

［副题名］农业·环境 

［第一责任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代朱批奏折和其它档案，内容为关于屯

田、垦荒、耕作、农作物品种、种植、禾苗生长、自然灾害灾情和防治，以及植树造林、桑

蚕经营等，共 3142 件。 

［主题词］奏议/汇编/中国/清代 

［主题词］农业/奏议/汇编/中国/清代 

［主题词］环境/奏议/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 

［第一责任人］陈星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李叔同与众多文化名人的交往情况，分为同学与同事、师生情谊、

挚友与社友、艺缘与文友、道友法侣几部分。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星 著 

  

 

［正题名］窃贼的历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thief 

［第一责任人］郭佑，青禾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修正文库 中国社会史系列丛书 文蓝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窃贼的文化内涵、窃贼行为的多元性、窃贼行为方

式的发展与转化、窃贼的类型与特点、对窃贼的法律制裁、重大盗窃案述实。 

［主题词］社会问题/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病态/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盗窃/历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盗窃/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文蓝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郭佑 著 

［知识责任］青禾 著 

  

 

［正题名］新四军往事 

［副题名］记忆中的新四军抗战历程 

［第一责任人］施昌旺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新四军历史当事人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生动再现了新

四军发展状大的艰辛历程和宏阔壮烈的抗战场景。 

［主题词］抗日斗争/新四军/史料 

［主题词］回忆录/新四军/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施昌旺 主编 

  

 

［正题名］欧亚学刊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余太山，李锦绣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收《匈奴的崛起》、《斯文赫定收集的新刊楼兰文书》、《康熙年间中朝查界

交涉与长白山定界》等 13 篇论文。 

［主题词］历史/文化/研究/亚洲/丛刊 

［主题词］历史/文化/研究/欧洲/丛刊 

［知识责任］余太山 主编 

［知识责任］李锦绣 主编 

  

 

［正题名］澳门赌王何鸿燊全传 

［第一责任人］祝春亭，辛磊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澳门赌王何鸿燊的一生传奇故事，他出身香港名门，少年时家道中

落，赤手空拳闯天下，担任众多的社会公职，尤其在澳门博彩史上，他是一位天王巨星式的



人物。 

［知识责任］祝春亭 著 

［知识责任］辛磊 著 

  

 

［正题名］北京地理 

［丛书］王谢门庭 

［第一责任人］新京报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新京报丛书 004 

［主题词］城市史/概况/北京 

［主题词］民居/古建筑/简介/北京 

  

 

［正题名］北京地理 

［丛书］民间绝艺 

［第一责任人］新京报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新京报丛书 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景泰蓝、玉器、牙雕、雕漆、手工织毯、京绣等具有代表性的民间

工艺作品，并对其手工艺制作以及各项绝艺的灵魂人物及重要传人进行了详细介绍。 

［主题词］城市史/概况/北京 

［主题词］民间工艺/简介/北京 

  

 

［正题名］激荡的百年史 

［副题名］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 

［副题名］插图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日）前首相 吉田茂著 

［译者］李杜译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发现世界丛书 

［附注内容］20 年来影响中国 大的 100 本书 

［附注内容］本书曾由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从历史角度，深刻地记录了自 19 世纪 60 年代明治维新起的 100 年间所经

历的波折起伏，将近代日本的百年史划为 4 个阶段——明治维新、走向现代化、战后的困难

时期以及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并一一对其做出具体具体论述。 

［知识责任］吉田茂 著 

［次知识责任］李杜 译 

  

 



［正题名］老罴当道 

［副题名］翁同龢的生平及其艺术 

［第一责任人］胡传海著 

［出版者］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书法星座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翁同龢的生平简述、翁同龢的书法艺术、翁同龢的艺术修养、翁同龢

年表等四部分内容。 

［主题词］书法评论/清代 

［主题词］绘画评论/鉴赏/清代 

［知识责任］胡传海 著 

  

 

［正题名］蒋氏家族秘密生活相册 

［第一责任人］蒋浊文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四大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系列 

［主题词］家族/史料/摄影集 

［知识责任］蒋浊文 编著 

  

 

［正题名］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 

［并列题名］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张亚群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科举制度/教育改革/影响/高等教育/中国/近代 

［主题词］高等教育/关系/科举制度/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改革/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亚群 著 

  

 

［正题名］武衡（1914-1999） 

［副题名］光辉无悔的一生 

［第一责任人］[《武衡：光辉无悔的一生》编委会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一段段真切的记述、一件件感人的追思、一篇篇生动的回顾，体现了

武衡同志无私、无畏、无愧、无悔的一生，并从一个侧面记述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历程。

全书共分“武衡星”、南极、怀念、亲情等数个篇章。 

  

 



［正题名］福建客家 

［第一责任人］谢重光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客家研究丛书 客家区域文化丛书 钟文典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把客家民系的形成放在汉族从中原向南方推进的大背景下，从移民史、

民族关系史、文化传播与变迁、区域经济文化等角度，具体探讨客家民系为近现代地方的历

史文化所作的贡献。 

［主题词］汉族/移民/历史/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移民/汉族/研究/中国/福建 

［知识责任］钟文典 总主编 

［知识责任］谢重光 著 

  

 

［正题名］四川客家 

［第一责任人］陈世松主编 

［译者］李映发副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客家研究丛书 客家区域文化丛书 钟文典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把客家民系的形成放在汉族从中原向南方推进的大背景下，从移民史、

民族关系史、文化传播与变迁、区域经济文化等角度，具体探讨客家民系为近现代地方的历

史文化所作的贡献。 

［主题词］汉族/移民/历史/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移民/汉族/研究/中国/四川 

［知识责任］钟文典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世松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映发 副主编 

  

 

［正题名］香港客家 

［第一责任人］刘义章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客家研究丛书 客家区域文化丛书 钟文典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把客家民系的形成放在汉族从中原向南方推进的大背景下，从移民史、

民族关系史、文化传播与变迁、区域经济文化等角度，具体探讨客家民系为近现代地方的历

史文化所作的贡献。 

［主题词］汉族/移民/历史/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移民/汉族/研究/中国/香港 

［知识责任］钟文典 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义章 主编 

  

 



［正题名］广西客家研究综论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王建周主编 

［译者］熊守清副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客家研究丛书 客家文化综论丛书 钟文典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把客家民系的形成放在汉族从中原向南方推进的大背景下，从移民史、

民族关系史、文化传播与变迁、区域经济文化等角度，具体探讨客家民系为近现代地方的历

史文化所作的贡献。 

［主题词］汉族/移民/历史/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移民/汉族/文化/研究/中国/广西/文集 

［知识责任］钟文典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建周 主编 

［次知识责任］熊守清 副主编 

  

 

［正题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大事记 

［副题名］1954-2004 

［第一责任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 尹中卿主编 

［出版者］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编年体例，扼要记叙第一至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1954-2004 年工

作沿革的基本脉络，系统地勾勒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 

［主题词］大事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1954-2004/手册 

［知识责任］尹中卿 主编 

  

 

［正题名］安徽大学校史溯源 

［第一责任人］张珊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安徽求是大学堂、省立法政学堂、省立安徽大学、国立安徽大学的

创建和发展情况，并提供了省立安徽大学毕业校友名录。 

［主题词］校史/高等学校/安徽大学/史料/1928-1950 

［知识责任］张珊 著 

  

 

［正题名］精神的魅力 

［副题名］延安时期生活往事 

［第一责任人］任宏，高梅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一批反映延安精神和生活细节的回忆文章，内容包括：这就是延安、



中国革命的领路人、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等。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任宏 主编 

［知识责任］高梅 主编 

  

 

［正题名］远东大战纪事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罗先明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融文史于一体，以真实的历史资料再现了 1927 年 6 月至 1945 年 9

月那场反人类反人性的血腥风暴，以史诗般的恢弘尽展远东大战全景。本卷记录了 1927 年

4 月 13 日的“东方会议”至 1937 年 7 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亚太地区/1927-1945/史料 

［知识责任］罗先明 著 

  

 

［正题名］远东大战纪事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罗先明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融文史于一体，以真实的历史资料再现了 1927 年 6 月至 1945 年 9

月那场反人类反人性的血腥风暴，以史诗般的恢弘尽展远东大战全景。本卷记录了 1937 年

7 月 7 日的“平津失守”到 1941 年 12 月 7 日的“山本五十六策划珍珠港偷袭”。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亚太地区/1927-1945/史料 

［知识责任］罗先明 著 

  

 

［正题名］远东大战纪事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罗先明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融文史于一体，以真实的历史资料再现了 1927 年 6 月至 1945 年 9

月那场反人类反人性的血腥风暴，以史诗般的恢弘尽展远东大战全景。本卷记录了 1941 年

12 月 8 日的“珍珠港事件”至 1948 年 12 月 22 日的“战犯巢鸭监狱送终”。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亚太地区/1927-1945/史料 

［知识责任］罗先明 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 

［丛书］晚清至民国卷 



［书目卷册］上编 

［第一责任人］张勇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清华大学专门史系列教材 葛兆光丛书策划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第一批） 

［附注内容］北京市精品教材项目 

［附注内容］清华大学 985 课程与教材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自清末至民国时期有关思想史的重要文献，分上下两编，共九章，每

章有总体介绍；各章下分若干节，每节均由四部分组成：编者按语、关键文献、参考文献和

参考论著。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葛兆光 丛书策划 

［知识责任］张勇 主编 

  

 

［正题名］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 

［丛书］晚清至民国卷 

［书目卷册］下编 

［第一责任人］蔡乐苏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清华大学专门史系列教材 葛兆光丛书策划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第一批） 

［附注内容］北京市精品教材项目 

［附注内容］清华大学 985 课程与教材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自清末至民国时期有关思想史的重要文献，分上下两编，共九章，每

章有总体介绍；各章下分若干节，每节均由四部分组成：编者按语、关键文献、参考文献和

参考论著。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葛兆光 丛书策划 

［知识责任］蔡乐苏 主编 

  

 

［正题名］尘封的历史瞬间 

［副题名］摄影大师庄学本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1934 年-1939 年） 

［第一责任人］[庄学本摄影] 

［译者］马鼐辉，王昭武，庄文骏主编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采录了大量摄影师庄学本先生所做的考察手记、日记、早年出版的著述及

大量摄影图片，记录了川、甘、青、藏等西部地区 20 世纪 30 时代的痕迹和民族、地域特色，



以及摄影作品的艺术美。 

［主题词］民族地区/史料/西北地区/西南地区/1934-1939/摄影集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西北地区/西南地区/1934-1939/摄影集 

［知识责任］庄学本 摄影 

［次知识责任］马鼐辉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昭武 主编 

［次知识责任］庄文骏 主编 

  

 

［正题名］新形势下的图书馆采访工作 

［副题名］第一届全国图书采访工作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采选编目部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于 2005 年 11 月在昆明召 的“第一届全国图书采访工作研讨会”的论

文集。 

［主题词］图书采购/学术会议/文集/中国/2005 

［主题词］图书馆工作/图书采购/研究/文集 

  

 

［正题名］图书馆馆藏建设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以“图书馆馆藏建设”为主题，对馆藏建设现状、发展政策、资源数

字化、剔旧、特色馆藏、采访工作、数据格式、馆藏服务等方面分别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图书馆工作/研究/文集/中国/2005 

  

 

［正题名］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 

［第一责任人］陆俊元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专家纵论 ZJZL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 eng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地缘政治学反思、地缘政治的本质、地缘政治规律、地缘政治

形态、地缘政治格局。 

［主题词］政治地理学/研究/当代 

［主题词］地缘地理学/研究/当代 

［知识责任］陆俊元 著 

  

 

［正题名］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主编 

［译者］周棉副主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为 2004 年在天津召 的“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

内容涉及：①从总体上考察留学生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②分区域或单位来论述留学生的

特征；③具体评述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留学生；④分国别专门论述留美生、留日生、留俄生和

留法生⑤探讨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发展的内在联系；⑥留学生各类代表人物研究；⑦研究

现状综述。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喜所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棉 副主编 

  

 

［正题名］梅兰芳自述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著] 

［译者］梅绍武，梅卫东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是梅兰芳的自传。图文并茂地记述了发展、提高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向海

外传播京剧艺术的先驱者——梅兰芳的一生。记述了梅兰芳的学艺经历、梅派艺术的形成、

梅先生的经典剧目等。 

［知识责任］梅兰芳 著 

［知识责任］梅绍武 编 

［知识责任］梅卫东 编 

  

 

［正题名］敬业乐群 

［副题名］谢希德画传 

［第一责任人］沈飞德著 

［译者］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上海现代文化名人画传 

［附注内容］献给复旦大学一百周年校庆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我国半导体科学研究的先驱者、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谢希德的人

生之路，以及她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 

［知识责任］沈飞德 著 

  

 

［正题名］史海丹心 

［副题名］周谷城画传 

［第一责任人］张光武著 

［译者］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上海现代文化名人画传 

［附注内容］献给复旦大学一百周年校庆 

［附注内容］本书以画传的形式介绍了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

的人生旅途。包括“风华正茂”、“峥嵘岁月”、“新复旦的第一任教务长”、“葵藿向阳，肝胆

千秋”等篇章。 

［知识责任］张光武 著 

  

 

［正题名］追望大道 

［副题名］陈望道画传 

［第一责任人］陈光磊，陈振新著 

［译者］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上海现代文化名人画传 

［附注内容］献给复旦大学一百周年校庆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而真实地介绍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建国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陈望道先生追求真理与进步

的一生经历。 

［知识责任］陈光磊 著 

［知识责任］陈振新 著 

  

 

［正题名］中国票据市场制度变迁 

［第一责任人］阙方平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金融博士后工作报告精选 1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分析了我国票据市场从自然演进到政府推动的全过程及其制度缺陷，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的设想，给出了计算票据市场资金泡沫的六个理论公式。 

［主题词］金融市场/经济制度/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票据/资本市场/经济制度/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阙方平 著 

  

 

［正题名］当代学术通观 

［副题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丛书］社会科学卷 

［第一责任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卷书包括探索各门社会科学的主要趋势、跨学科研究的向度以及社会科学中

的科学政策和研究的发展三编内容。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世界/当代/文集 

  

 

［正题名］当代学术通观 

［副题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丛书］人文科学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卷共上、下两册。上册包括人类学和历史学、美学艺术学；下册包括法学和

哲学。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世界/当代/文集 

  

 

［正题名］当代学术通观 

［副题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丛书］人文科学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卷共上、下两册。上册包括人类学和历史学、美学艺术学；下册包括法学和

哲学。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世界/当代/文集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人名录/中国共产党/会议/代表/1945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人名录/中国共产党/会议/代表/1945 

  

 

［正题名］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史 

［第一责任人］黄克富主编 

［译者］刘友辉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中央苏区/统计/工作/历史/1930-1935 

［主题词］统计/专史/革命根据地/1930-1935 

［知识责任］黄克富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友辉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4.3/4 

［书目卷册］总第十九、二十合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外学者有关中国学术的论文集，分“论文”、“讲坛/通讯”、“评论”、

“书评”四个专栏，收录文章 24 篇。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书斋与书坊之间 

［副题名］清代子弟书研究 

［第一责任人］崔蕴华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清中叶以来，子弟书完成了中国传统叙事诗的 后飞跃，形成了独

特的文体。着重研究了子弟书文本，以及子弟书版本及流传等内容。子弟书这种文艺形式，

在相互排斥的两极——书斋与市井中都占有一定位置。 

［主题词］子弟书/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快板（曲艺）/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文学研究/曲艺/子弟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崔蕴华 著 

  

 

［正题名］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并列题名］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美）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 

［译者］唐晓峰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英文版出版于 1940 年，多次再版。20 世纪 40 年代曾出版中译本。现重

新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为美国著名汉学家、教授，幼年和青年时居中国，曾对中国内陆边疆

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

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

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 

［主题词］疆域/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拉铁摩尔 著 

［知识责任］Lattimore 著 

［次知识责任］唐晓峰 译 

  

 

［正题名］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副题名］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 

［第一责任人］杨念群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 杨念群卷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理论旅行”

状态下的中国史研究，“常识性批判”与中国学术的困境，跨学科入史的探索等问题。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念群 著 

  

 

［正题名］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 

［副题名］1931-1945 年 

［第一责任人］李淑娟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大量史料，对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政权组织、统治方式（伪组织协

和会、日军建立“集团部落”和“无人区”）；土地产权结构（日伪“地籍整理”和日本百万

户移民计划对土地的掠夺以及租佃关系的变化） ； 农业危机的原因（实施经济统制政策、

殖民地农业体系、劳工摊派、农民负担）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主题词］农村/日本/侵华/研究/东北地区/1931-1945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研究/东北地区/1931-1945 

［知识责任］李淑娟 著 

  

 

［正题名］中国商业通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吴慧主编 

［译者］吴慧，夏秀瑞，张雪慧本卷撰稿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第四编：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吐蕃、回纥、南诏、大理和辽、夏、

金的商业；第五编：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中央王朝元、明的商业。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吴慧 主编 

［知识责任］吴慧 本卷撰稿 

［知识责任］夏秀瑞 本卷撰稿 

［知识责任］张雪慧 本卷撰稿 

  

 

［正题名］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 

［副题名］12-20 世纪客家妇女研究 

［第一责任人］谢重光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文史哲研究丛刊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附注内容］作者分别从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客家妇女的思想性格、风俗习

惯、婚姻爱情、经济生活和社会角色的特点。 

［主题词］妇女/生活/历史/研究/中国/12-20 世纪 

［主题词］汉族/移民/文化/妇女/研究/中国/12-20 世纪 

［知识责任］谢重光 著 

  

 

［正题名］城市知识分子的二重世界 

［副题名］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视域 

［并列题名］Urban intellectuals' eual world 

［副题名］a historical vision of China's modernity 

［第一责任人］高瑞泉，（日）山口久和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论文分为三类，第一类讨论了前近代知识分子章学诚与李兹铭；第

二类讨论了 20 世纪初三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辜鸿铭、李大钊、陈独秀；第三类以问题为中心，

讨论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某个过渡现象。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高瑞泉 主编 

［知识责任］山口久和 主编 

  

 

［正题名］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 



［第一责任人］袁世凯原著 

［译者］骆宝善评点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选取袁世凯鲜为人知的书犊约百件，略作引申评述，向读者展示了各个时

期袁世凯的不同侧面。 

［主题词］书信/研究/1875-1916 

［主题词］电报信函/研究/1875-1916 

［知识责任］袁世凯 原著 

［次知识责任］骆宝善 评点 

  

 

［正题名］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汤兆云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以我国现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

历史学的方法和理论，着重考察了它的形成、完善和发展过程。 

［主题词］人口政策/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汤兆云 著 

  

 

［正题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 

［第一责任人］赵晓华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历史卷 李文海，龚书铎主编 

［主题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20 世纪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研究/20 世纪 

［知识责任］赵晓华 著 

  

 

［正题名］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 

［第一责任人］温乐群，黄冬娅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历史卷 李文海，龚书铎主编 

［主题词］社会发展/历史/研究/中国/20 世纪社会史 

［主题词］社会史/研究/中国/20 世纪社会史 

［知识责任］温乐群 著 

［知识责任］黄冬娅 著 

  

 



［正题名］近代名人丛话 

［第一责任人］郑逸梅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郑逸梅作品集 

［附注内容］本书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初版，现据初版校订增补后重新排录。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郑逸梅 著 

  

 

［正题名］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 

［副题名］1939-1945 

［第一责任人］（日）水野明著 

［译者］王翔译 

［译者］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从日本军队侵略海南岛的战略意图，侵占海南岛期间的通知体制、政策、

方针和制度层面上，剖析了日本军队对海南岛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战争罪行/研究/海南/1939-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海南/史料 

［知识责任］水野明 著 

［次知识责任］王翔 译 

  

 

［正题名］清代词学发展史论 

［第一责任人］陈水云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珞珈语言文学文库 

［主题词］词学/历史/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水云 著 

  

 

［正题名］中日文史交流论集 

［副题名］佐藤保先生古稀纪念 

［第一责任人］[佐藤保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入 10 篇论文，主要从文史和教育的角度，论述了中日两国文化的差

异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日关系/文化史/研究/文集 

  

 



［正题名］窥视日本 

［第一责任人］（日）妹尾河童著 

［译者］陶振孝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妹尾河童作品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游历日本的游记，从皇居到监狱，从锁具到文身，从“东方快车”

到新干线……，边写边画，是构思新奇，视角独特的“画书”。 

［主题词］游记/社会生活/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妹尾河童 著 

［次知识责任］陶振孝 译 

  

 

［正题名］中国水利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姚汉源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中国水利史纲要》现更名重排出版 

［主题词］水资源/利用/历史/研究/中国/前 21 世纪-1948 

［主题词］水利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水利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姚汉源 著 

  

 

［正题名］华东雄师 

［副题名］华野第 1 纵队、4 纵队、6 纵队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王彦编著 

［出版者］黄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地反映了“叶（飞）、王（必成）、陶（勇）”纵队在解放战争中的征

战史。书中采录了 10 余位老首长的部分文稿，他们既是战争的亲历者，又是战役、战斗指

挥员，其史实的准确性无可质疑。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彦 编著 

  

 

［正题名］太阳旗下的罪恶 

［副题名］侵华日军上饶细菌战揭秘 

［第一责任人］吴永明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1940 年和 1942 年日军细菌部队两次在江西发动的细菌战是大规模的作战，从



动员的人员、设备、使用的军种、攻击的区域来看，是人类有史以来 大规模，本书系侵华

日军上饶细菌战揭秘的调查研究报告。 

［主题词］生物战/侵华事件/研究/日本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日军/生物战/调查/日本 

［知识责任］吴永明 著 

  

 

［正题名］罗尔纲传 

［第一责任人］郭毅生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客家研究丛书 客家著名人物丛书 钟文典总主编 

［知识责任］钟文典 丛书总主编 

［知识责任］郭毅生 著 

  

 

［正题名］四库提要订误 

［第一责任人］李裕民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对初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著录之书的书名、卷数、版本、作者及其

生平以及内容评价等方面的错误进行了订正，共 450 条。 

［主题词］四库全书/内容提要/校勘 

［主题词］内容提要/校勘/四库全书 

［主题词］校勘/四库全书/内容提要 

［主题词］校正/四库全书/内容提要 

［知识责任］李裕民 著 

  

 

［正题名］思潮与学派 

［副题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论文 27 篇。包括《鸦片战争前后士大夫西学观

念的演进》、《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基督教的传播》、《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学衡派的文化观》

等。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郑师渠 著 

  

 



［正题名］歷史文獻 

［书目卷册］第九輯 

［第一责任人］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辑内容包括《梅景书屋题跋记》、《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朱希祖致张元济

书札（再续）》、《辛亥时期的上海报业史料》等。 

［主题词］历史/文献/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籍/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传播史 

［第一责任人］司有和主编 

［第一责任人］黄竹英副主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章，包括科技报纸史、科技图书史、音像电子网络出版史、科技期

刊史、科技广播电视史、科技电影史、科技普及史、科技写作史、科技翻译史和科技传播研

究史。 

［主题词］科学技术/传播/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传播/科学技术/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科普工作/历史/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司有和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竹英 副主编 

  

 

［正题名］九三学社简史 

［第一责任人］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九三学社历史丛书 

［主题词］民主党派/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 

［第一责任人］魏朝勇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政治哲学文库 甘阳，刘小枫主编 

［主题词］文学研究/现代文学/中国/民国 

［主题词］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政治/影响/文学/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魏朝勇 著 



  

 

［正题名］云南与援越抗美 

［副题名］档案文献 

［第一责任人］肖祖厚，李丹慧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国际冷战史史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云南与抗美援越的档案文献，汇编了 1961 年 4 月至 1973 年 2 期间

云南省对越援助、对越贸易，及与越方边境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档案文件 150 件。 

［主题词］中越关系/印支战争（1960-1975）/云南/史料 

［主题词］印支战争（1960-1975）/中越关系/史料 

［知识责任］肖祖厚 主编 

［知识责任］李丹慧 主编 

  

 

［正题名］国家职业标准 

［书目卷册］图书资料馆员 

［副题名］试行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制定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主题词］职业/技术等级标准/中国/汇编 

［主题词］图书馆员/技术等级标准/中国 

［主题词］技术等级标准/图书馆员/中国 

  

 

［正题名］国家职业标准 

［书目卷册］古籍馆员 

［副题名］试行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制定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主题词］职业/技术等级标准/中国/汇编 

［主题词］古籍整理/技术等级标准/中国 

［主题词］技术等级标准/古籍整理/中国 

  

 

［正题名］新疆地名与建制沿革 

［第一责任人］于维诚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居上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书名为《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于 1986 年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有的市、县为单位，

勾画出各地方建置沿革的轮廓，续补了民国初至新中国成立后（1911 至 1984 年）这七十多

年行政区划变更的情况，并对八十多个县的名称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探讨。 

［主题词］地名/区域地理/研究/新疆 

［主题词］政区沿革/研究/新疆/1911-1984 

［知识责任］于维诚 著 

  

 

［正题名］中国俗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郑振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商务印书馆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除小说戏曲以外历代的民间文学：汉代的“俗文学”、六朝的民歌、

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清的民歌

等。 

［主题词］民间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文学史/民间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郑振铎 著 

  

 

［正题名］梁启超讲文化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译者］冯志阳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大师讲坛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欧游心影录（节录）》、《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什么是文化》、《研

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等。 

［主题词］文化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次知识责任］冯志阳 编 

  

 

［正题名］从鬼子兵到反战斗士 

［第一责任人］张惠才，韩凤琴译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独家史料·不能忘却的历史 

［附注内容］本书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出版的《反战兵士物语》的中译本，分为：

日本士兵在被俘以后走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经过； 革命的堡垒延安以及日本工农学校；

觉醒了的日本友人在前线的反战活动；当时的资料 4 个部分。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俘虏政策/中国/史料 



［主题词］回忆录/侵华日军/士兵/1937-1945/史料 

［主题词］敌军工作/俘虏政策/中国/史料 

［主题词］俘虏政策/侵华日军/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惠才 译 

［知识责任］韩凤琴 译 

  

 

［正题名］家永三郎自传 

［副题名］日本历史学者的思想轨迹 

［第一责任人］（日）家永三郎著 

［译者］石晓军，刘燕，田原译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是日本学者家永三郎的个人自传，也是他的思想史、更是日本近代史的一

个缩影，内容包括“我的家庭和幼年时代”，“我与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对于历

史的憧憬——中学时代的回忆”等十章。 

［主题词］史学家/传记/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家永三郎 著 

［次知识责任］石晓军 译 

［次知识责任］刘燕 译 

［次知识责任］田原 译 

  

 

［正题名］走在历史的路上 

［副题名］顾颉刚自述 

［第一责任人］顾颉刚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国学书库·文史类丛 1 

［附注内容］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古史辨自序（第一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先生主

要学术活动年表（王熙华编）。 

［知识责任］顾颉刚 著 

  

 

［正题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 

［第一责任人］（英）奈杰尔·拉波特，（英）乔安娜·奥弗林著 

［译者］鲍雯妍，张亚辉等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 

［主题词］社会人类学/概念/研究/文集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概念/研究/文集 

［主题词］人类学/概念/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拉波特 著 



［知识责任］Rapport 著 

［知识责任］奥弗林 著 

［知识责任］Overing 著 

［次知识责任］鲍雯妍 译 

［次知识责任］张亚辉 译 

  

 

［正题名］四明曙光 

［副题名］中共宁波历史简编（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姚志浩主编 

［译者］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为反映宁波新民主主义时期地方党组织历史的简明党史读物，辑录了 62

位革命烈士的简短生平事迹，配有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 

［知识责任］姚志浩 主编 

  

 

［正题名］抗战漫画 

［第一责任人］沈建中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老上海期刊经典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老上海时期的两种经典抗战漫画：《救亡漫画》五日刊和《抗战漫

画》半月刊，从 1937 年 9 月至 1940 年 11 月的期刊。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0）/中国/图集 

［主题词］漫画/作品集/中国/1937-1940/图集 

［知识责任］沈建中 编 

  

 

［正题名］中国外交史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黄凤志主编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外交史/研究/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黄凤志 主编 

  

 

［正题名］当代广东简史 

［第一责任人］黄勋拔主编 

［译者］广东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实施“一五”计划和向社

会主义过渡、“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十年、伟大的转折、经济特区的建

立和发展等九章。书后还附有回顾和展望。 

［主题词］地方史/概况/广东/1949- 

［知识责任］黄勋拔 主编 

  

 

［正题名］人的现代化 

［副题名］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袁洪亮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从人的现代化转型的视域出发，致力于对近代知识界的国民性改造言论作

思想史的考察，不仅从文化、社会心理、行为方式三大方面，分别系统考察、探讨、阐释了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的发展历程，而且选取了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三位思想家的早期国民

性改造的思想进行了个案剖析、系统清理与总结。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性/思想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袁洪亮 著 

  

 

［正题名］中国鲁迅学通史 

［副题名］二十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宏观描述、微观透视与理性反思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张梦阳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从微观上透视鲁迅学研究的一些专题，并对鲁迅学中鲁迅本体与鲁迅映象

的关系、学术哲学问题以及鲁迅学与 20 世纪中国精神解放、思维变革的双向互动进行理性

反思。 

［知识责任］张梦阳 著 

  

 

［正题名］中国鲁迅学通史 

［副题名］二十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宏观描述、微观透视与理性反思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张梦阳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从微观上透视鲁迅学研究的一些专题，并对鲁迅学中鲁迅本体与鲁迅映象

的关系、学术哲学问题以及鲁迅学与 20 世纪中国精神解放、思维变革的双向互动进行理性

反思。 



［知识责任］张梦阳 著 

  

 

［正题名］云南天主教史 

［第一责任人］刘鼎寅，韩军学著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云南宗教系列专史 杨学政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初起唐、元到明清直至近现代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发展、演变历

程及其特点。包括：天主教概述、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天主教初传云南考以及详细考察清、

民国、当代云南的天主教等内容。 

［主题词］宗教/传播/历史/研究/中国/云南 

［主题词］罗马公教/历史/研究/云南 

［知识责任］杨学政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鼎寅 著 

［知识责任］韩军学 著 

  

 

［正题名］云南伊斯兰教史 

［第一责任人］姚继德，李荣昆，张佐著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云南宗教系列专史 杨学政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唐代至近现代伊斯兰教在云南的传播、发展、演变历程及其特点。

包括：伊斯兰教概述、伊斯兰教在中国及云南的传播、各个朝代云南的伊斯兰教以及详细考

察云南伊斯兰教的教派、著作、节日、礼仪风俗和古迹文物等内容。 

［主题词］宗教/传播/历史/研究/中国/云南 

［主题词］伊斯兰教/历史/研究/云南 

［知识责任］杨学政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姚继德 著 

［知识责任］李荣昆 著 

［知识责任］张佐 著 

  

 

［正题名］回国抗战 奔赴延安 

［第一责任人］文思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独家史料·不能忘却的历史 

［附注内容］本书以第一手资料批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介绍了当年华侨

青年的峥嵘岁月，融历史与人物于一炉。 

［主题词］归国华侨/抗日斗争/回忆录/中国/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华侨/史料 



［主题词］华侨/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文思 编 

  

 

［正题名］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第一责任人］（美）海斯著 

［译者］帕米尔等译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六点学术 民国系列 1 

［附注内容］本书原版初版于 20 世纪 30 年代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人道民族主义、雅各宾民族主义、传统民族

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完整民族主义等内容的研究。 

［主题词］民族主义/流派/历史/研究/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海斯 著 

［知识责任］Hayes 著 

［次知识责任］帕米尔 译 

  

 

［正题名］《淨明忠孝全書》研究 

［副题名］以宋、元社會為背景的考察 

［第一责任人］郭武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香港道教學院叢書 9 

［丛编题名］香港道教学院丛书 9 

［附注内容］本书从讨论《净明忠孝全书》与元代刘玉净明道教图产生的关系 始，进而论

述净明道派在江西西山地区的兴起和传播，并追溯至隋、唐时期有关净明道派祖师许逊的传

说。 

［主题词］道教/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主题词］道教/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郭武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 

［第一责任人］何龙群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九章，对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来探索、构建、完善、发展具有中国特

色的民族政策体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与分析。 

［主题词］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何龙群 著 

  



 

［正题名］移植与异化 

［副题名］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绪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清末中国政党思想的初步发育、民初政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民初政

党政治的艰难实践、民初政党与中国社会等。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杨绪盟 著 

  

 

［正题名］安徽抗日战争史 

［第一责任人］徐则浩主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安徽/1937-1945 

［知识责任］徐则浩 主编 

  

 

［正题名］现代性的流变 

［并列题名］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副题名］《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聚集 

［第一责任人］张宝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文化新批评 

［附注内容］《新青年》九十周年回眸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 20 世纪启蒙思想史研究纵深而有机的延伸。以《新青年》杂志

为蓝本，作者选择了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从而将现代性寻根的历史图景给予了富有知

识考古意义的思想爬梳。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张宝明 著 

  

 

［正题名］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 

［第一责任人］左鹏军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辑，内容包括：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新考、几种重要报刊所载传奇杂剧

考述、晚清民国传奇杂剧丛考。 

［主题词］传奇剧（戏曲）/考辨/中国/1840-1949 

［主题词］杂剧/考辨/中国/1840-1949 

［主题词］古代戏曲/传奇剧（戏曲）/杂剧/考辨/中国/1840-1949 



［主题词］戏曲文学评论/古代戏曲/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左鹏军 著 

  

 

［正题名］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第一责任人］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董健 主编 

［知识责任］丁帆 主编 

［知识责任］王彬彬 主编 

  

 

［正题名］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 

［副题名］1608 年拉丁文版 

［第一责任人］（荷）雨果·格劳秀斯著 

［译者］马忠法译 

［译者］张乃根校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世界法学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据 1916 年英文本译出 

［主题词］海洋法/国际法/思想/研究/17 世纪 

［主题词］国际贸易/经济自由化/研究/17 世纪 

［知识责任］格劳秀斯 著 

［知识责任］Grotius 著 

［次知识责任］马忠法 译 

［次知识责任］张乃根 校 

  

 

［正题名］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 

［副题名］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 

［第一责任人］李楠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猫头鹰学术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完整、系统梳理晚清至民国的上海小报的学术专著。作者从文学与

文化的视角，通过对这种现代都市中以消闲趣味为主、拥有广大中下层市民读者、体现近现

代市民文化变迁的小报的考察，研究近现代城市风土民情、中下层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文学现

象。 

［主题词］报纸/研究/上海/清后期 

［主题词］报纸/研究/上海/民国 

［知识责任］李楠 著 



  

 

［正题名］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 

［并列题名］The super holocaust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美）丹·温（Dan Winn）著 

［译者］郝平，吴敏娜等译 

［译者］（美）臧英年校订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超级大屠杀、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与美国的原子弹、日本

皇军与德国纳粹、靖国神社、中国和原子弹等。 

［主题词］侵华事件/战争罪行/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温 

［知识责任］Winn 著 

［次知识责任］郝平 译 

［次知识责任］吴敏娜 译 

  

 

［正题名］名师荟萃 

［副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简介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务处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各系的博士生导师概况，主要学术经历，

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出版的主要著作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家/简介/中国/当代 

  

 

［正题名］晚明思潮 

［第一责任人］龚鹏程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二章，内容包括自序、晚明思潮的再考察、罗近溪与晚明王学的发

展、摄道归佛的儒者：焦竑、冯梦龙的春秋学等。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明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龚鹏程 著 

  

 

［正题名］王小波经典作品 

［丛书］小说卷 

［第一责任人］王小波著 

［出版者］当代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当代作家作品精华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了王小波三部经典小说作品，包括：《黄金时代》、《红拂夜奔》、《革

命时期的爱情》。 

［主题词］当代文学/作品集/中国 

［主题词］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王小波 著 

  

 

［正题名］王小波经典作品 

［丛书］杂文卷 

［第一责任人］王小波著 

［出版者］当代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当代作家作品精华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了数十篇王小波的经典杂文作品，包括：《沉默的大多数》、《思维的

乐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知识分子的不幸》等。 

［主题词］当代文学/作品集/中国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王小波 著 

  

 

［正题名］郭沫若与百年中国学术文化回望 

［第一责任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省郭沫若研究学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与时俱进，创造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在郭沫若诞辰 110 周

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 110 周年》、《贺郭沫若夫妇书法展》、《日中友好

会馆贺词》、《郭沫若前期浪漫诗学的现代性观照》、《论郭沫若早期诗作中的死亡意识》等。 

  

 

［正题名］血染归途 

［副题名］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队 

［第一责任人］程小波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既介绍了方志敏和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血染归途的战斗故事，同时也介绍

了方志敏在狱中写的著作是怎样传送出来的及方志敏对军事上的失利是怎样进行自我批评

的故事。 

［知识责任］程小波 著 

  

 

［正题名］西柏坡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出版总社，西柏坡纪念馆编 



［出版者］河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以画册形式介绍西柏坡的地理位置，记述西柏坡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成为中

国革命中心的决定地位，记述伟人们在此运筹帷幄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正题名］人民音乐家吕骥传 

［第一责任人］伍雍谊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意图通过这本传记，反映吕骥同志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为建设我国社会

主义音乐事业、为发展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作出的贡献主要方面。 

［主题词］音乐家/传记 

［知识责任］伍雍谊 编著 

  

 

［正题名］阶级意识、交往行动与社会合理性 

［副题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现代性话语 

［第一责任人］朱士群，李远行，任暟等著 

［出版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埃尔斯特的阶级意识理论、罗默的剥削与阶级的普遍理论、吉尔德

纳新阶级理论和 CCD 变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等。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 

［主题词］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朱士群 著 

［知识责任］李远行 著 

［知识责任］任暟 著 

  

 

［正题名］蔡尚思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哲学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蔡尚思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哲学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蔡尚思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哲学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蔡尚思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哲学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蔡尚思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哲学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蔡尚思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卷收《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内容包括通论、论严复、论康有为、论

谭嗣同、论佛学、论康有为和论胡适等。 

［主题词］哲学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蔡尚思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哲学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蔡尚思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哲学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洪深文抄 

［第一责任人］洪钤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洪深是我国话剧事业和电影事业的 拓者、先驱者。本书是他的散文随笔，除

少数几篇收入《洪深文集》外，其余 50 篇均为作者女儿洪钤从 1915-1948 年的报纸上搜集

所得。本书分为自传篇、文化篇、社会篇和考证札记 4 个部分。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洪钤 编 

  

 

［正题名］中国监狱学史纲 

［副题名］清末以来的中国监狱学术述论 

［第一责任人］郭明著 

［出版者］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中国监狱学史研究——清末以来的中国监狱学术述论》

修订而成。研究自清末由日本移植而入、与西法东渐过程相一致的监狱学，作为近代中国法

律制度革新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狱制改良，在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的变迁、发展情况。 

［主题词］监狱/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监狱/历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郭明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翻译史 

［并列题名］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方华文著 



［出版者］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清末明初时期的翻译活动、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建国后的翻译活动

三部分，对许多优秀翻译家的译学观点予以详细陈述，勾勒出我国译论建设的总路线。 

［主题词］翻译/语言学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翻译家/生平事迹/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东西文化/语言/文化交流/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方华文 著 

  

 

［正题名］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 

［书目卷册］卷四 

［丛书］新中国外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许毅主编 

［译者］潘国旗副主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以外债为切入点，研究新中国 50 多年来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着重说明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来源是什么，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 

［主题词］外债/经济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主义经济/财政/研究/中国/1949- 

［主题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 放/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许毅 主编 

［次知识责任］潘国旗 副主编 

  

 

［正题名］平津战役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建国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对平津战役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作者力求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去阐述平津

战役的发生和发展，并力求从各种资料的比较和鉴别中，去分析傅作义思想的转变过程。 

［主题词］平津战役（1948-1949）/研究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役/研究 

［知识责任］李建国 著 

  

 

［正题名］曾纪泽集 

［第一责任人］（清）曾纪泽著 

［译者］喻岳衡点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曾惠敏公遗集》，曾于光绪十九年（1893）由江南制造总局刊印。

含有奏疏、文集、诗集、日记共 17 卷，包括外交书信、少时的习作和应酬文字、对中西方



文化科技的看法、诗作等。本书对其进行了点校。 

［知识责任］曾纪泽 著 

［次知识责任］喻岳衡 点校 

  

 

［正题名］萧乾忆旧 

［第一责任人］萧乾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文学家/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萧乾 著 

  

 

［正题名］九州学林 

［书目卷册］2005·夏季 三卷二期（总第八期） 

［第一责任人］郑培凯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者］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郑和忌日及身后事》、《十六至十九世纪中国的通事》、《文天祥的一

篇佚文》、《语言调“诸”‘宫调’疑议》等文章。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郑培凯 主编 

  

 

［正题名］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童書業著 

［译者］童教英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现代史学家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部分，即古史、古籍考辨；古器物考证；序、案、评议；余论。收

集了除《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美术史论集》、《历史地理

论集》等已出版考据作品以外的考证论著，编排以发表时间为序。 

［主题词］史籍/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童书业 著 

［次知识责任］童教英 整理 

  

 

［正题名］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童書業著 

［译者］童教英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现代史学家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部分，即古史、古籍考辨；古器物考证；序、案、评议；余论。收

集了除《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美术史论集》、《历史地理

论集》等已出版考据作品以外的考证论著，编排以发表时间为序。 

［主题词］史籍/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童书业 著 

［次知识责任］童教英 整理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编辑委员会编] 

［书目卷册］武警卷 

［第一责任人］[张广平卷主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艰辛创办院校、探索正规教育；院校调整改革、教育曲折发展；

院校全被撤销、教育长期中断；重新创办院校、恢复正规培训等。 

［主题词］军事院校/教育史/中国/1949- 

［主题词］武警院校/教育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张广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学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全球化与文化、社会分层与结构变迁、城市化与劳动力转移、社会

心理、婚姻与家庭五个部分，收录 16 篇论文。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编 

  

 

［正题名］复旦经纬 

［副题名］百年掌故及其他 

［第一责任人］许有成，柳浪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高等院校/教育史/史料/中国/1905-2005 

［知识责任］许有成 编著 

［次知识责任］柳浪 编著 

  



 

［正题名］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 

［副题名］校订本 

［第一责任人］童书业著 

［译者］童教英校订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现代史学家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1981 年 11 月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按时代分为西周春秋时代、战国春秋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五代时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鸦片战争前的手工业与商业。 

［主题词］手工业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商业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童书业 著 

［次知识责任］童教英 校订 

  

 

［正题名］民国初年“契约自由”概念的诞生 

［副题名］以大理院的言说实践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周伯峰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法史论丛 11 

［附注内容］本书的主要论点在于检视当代民法 重要的基础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的概

念，在民国初年（1912-1928 年）民法典尚未具备的年代究竟如何萌生？是否通过当时 高

审判机构大理院的司法实践而出现？这样的历史事实背后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有

时又是什么？本书试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与解答。 

［主题词］契约法/民法/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法学史/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法理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周伯峰 著 

  

 

［正题名］帝国之鞭与寡头之链 

［副题名］上海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湘钧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法史论丛 12 

［附注内容］本书从地理、人文、法律文化等层面，探究会审公廨的生成背景及其与上海租

界迈向现代都市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并以会审公廨为载体，观察通过会审公廨呈现的华洋政

体权力的变迁以及华洋政体与租界华民间权力关系。 

［主题词］租界/司法机关/研究/上海/1845-1926 

［主题词］司法制度/研究/上海/1845-1926 



［知识责任］杨湘钧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的四川 

［第一责任人］段渝主编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政治篇，经济篇，军事篇，文化篇，外交篇五大部分。主要内容包括

抗战时期川政要略，社会团体的抗战活动，抗战时期的川军构成及川军出川战斗序列，大国

地位的确立和削弱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四川 

［知识责任］段渝 主编 

  

 

［正题名］川渝大轰炸 

［副题名］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 

［第一责任人］谢世廉主编 

［译者］宋平副主编 

［出版者］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有关川渝大轰炸的史料，并且全方位地展示了四川作为民族复兴根

据地的作用及其贡献，展示了四川儿女面对强敌敢于牺牲的民族精神。 

［主题词］侵华事件/战争罪行/日本/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四川/史料 

［知识责任］谢世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平 副主编 

  

 

［正题名］掌上千秋 

［副题名］转战陕北中的毛泽东和江青 

［第一责任人］权延赤著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权延赤文集 9 

［附注内容］该书描述在转战陕北时，枪林弹雨中的毛泽东与江青也交织着火与泪，对此，

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世上无难事，只有夫妇一节说不清”等内容。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权延赤 著 

  

 

［正题名］梁启超演讲集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译者］贾菁菁编选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饮冰室文萃 

［主题词］演讲/政论/文集/中国/1898-1922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次知识责任］贾菁菁 编选 

  

 

［正题名］人文中國學報 

［书目卷册］第十一期 

［第一责任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名贤讲席—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前沿的思考、特邀发言、论

文、第一届中文系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载、书评五部分。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文集/中国/香港/当代 

  

 

［正题名］中国南洋交通史 

［第一责任人］冯承钧撰 

［译者］谢方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蓬莱 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1936 年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事件为主，按时间顺序分十个专题，叙述了汉代

到明代与南洋的交通情况；下篇以地区为主，按从东到西顺序分七个专题叙述。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海上运输/研究/中国/东南亚 

［主题词］国际海运/国际贸易/研究/中国/东南亚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国/东南亚 

［知识责任］冯承钧 撰 

［次知识责任］谢方 导读 

  

 

［正题名］龚自珍传论 

［第一责任人］麦若鹏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龚自珍评传”、“龚自珍交游考略”上下两编，作者试图从各方面叙述

和评论龚自珍的生平、思想和著作。 

［主题词］人物研究/思想家/中国/清代 

［主题词］近代哲学/中国 

［知识责任］麦若鹏 著 

  

 



［正题名］厕神 

［副题名］厕所的文明史 

［并列题名］The Porcelain Go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oilet 

［第一责任人］（美）朱莉·霍兰著 

［译者］许世鹏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卫生间/文明/历史/世界 

［主题词］文化/专题研究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研究/世界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霍兰 著 

［知识责任］Horan 著 

［次知识责任］许世鹏 译 

  

 

［正题名］金日成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金春学，张万林著 

［出版者］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金春学 著 

［知识责任］张万林 著 

  

 

［正题名］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李维武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长江文化研究丛书 季羡林总主编 学术思想系列 汤一介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百年间中国人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㈠对一个地域中的几代哲学家作

整体性的具体的历史的考察，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对哲学思想发生及发展的深刻影响。㈡对

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作一种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主题词］区域文化/影响/近代哲学/中国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哲学家/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维武 著 

  

 

［正题名］民国南京学术人物传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南京文化研究丛书 1 



［主题词］学者/名人/列传/南京/民国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的“刘鸿臣班” 

［第一责任人］刘鸿臣著 

［出版者］白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八路军/抗日斗争/史料 

［知识责任］刘鸿臣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国共关系 

［第一责任人］马建离主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 1976 年 9 月的五十年间，毛泽东直接参与

和亲自领导处理国共关系的实践活动及其亲自制定的处理国共关系的理论、路线、方针、政

策和策略原则等内容。 

［主题词］国共合作/中国/1921-1976 

［知识责任］马建离 主编 

  

 

［正题名］飞虎将军陈纳德 

［第一责任人］舒邵平，蓝雨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舒绍平 著 

［知识责任］蓝雨 著 

  

 

［正题名］日本涉藏史 

［副题名］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 

［第一责任人］秦永章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西藏问题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旨在考察 19 世纪末叶至 20 世纪中叶日本与我国西藏之间的历史关系，比

较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一个世纪之间日本与我国西藏进行接触的具体过程，并揭露日本帝国主

义染指我国西藏的真实面目。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西藏/日本/1868-1945 

［主题词］中日关系/西藏问题/历史/研究/1868-1945 



［知识责任］秦永章 著 

  

 

［正题名］旧中国空军秘档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大量资料介绍了解放前旧中国空军的概况，内容包括：北洋军 时

代各省的航空、旧中国 40 年航空发展史、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第三期学习见闻记等。 

［主题词］空军/军事史/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军事史/空军/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齐燕铭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马永顺，朱雨滋，齐翔安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稿选辑、诗词选编、纪念文章和附录几个部分。 

［知识责任］马永顺 编 

［知识责任］朱雨滋 编 

［知识责任］齐翔安 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寿乐英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时限上起 19 世纪 70 年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介绍中国近代

著名工商人物的同时，也将中国近代著名工商企业做了概要的介绍，反映了工商人物的爱国

心、事业心和进取精神及企业成败的原因。 

［主题词］企业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寿乐英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买办富豪 

［第一责任人］文昊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我所知道的资本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近代有代表性的资本家生平事迹，如虞洽卿、雍剑秋、高星桥

等。 



［主题词］资本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文昊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金融巨头 

［第一责任人］文昊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我所知道的资本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金融业名人的事迹，包括各届央行大佬、张嘉

璬、陈光甫等。 

［主题词］金融家/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文昊 编 

  

 

［正题名］暴虐的罪行 

［副题名］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东北 

［第一责任人］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国难与抗争丛书 之一 

［主题词］侵华日军/战争罪行/史料/东北地区/1931-1945 

  

 

［正题名］不屈的抗争 

［副题名］东北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 

［第一责任人］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国难与抗争丛书 之二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东北地区/1931-1945 

  

 

［正题名］完全的胜利 

［副题名］东北的光复与战犯改造纪实 

［第一责任人］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国难与抗争丛书 之三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东北地区/1931-1945 

  

 

［正题名］吴宓 

［副题名］理想的使者 



［第一责任人］张弘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乐黛云主编 

［丛编题名］文津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从文本出发，根据吴宓的文字遗存，对他的文化观念、文教志业、诗学思

想与文学创作的建树与贡献作了分析梳理。本书的评述，突出了吴宓的思想观念、情感和意

志的特点，还原了他的文化思想。 

［知识责任］张弘 著 

  

 

［正题名］中日近代教育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杨晓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 吕达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把 1895-1945 年中日两国的教育关系放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外族侵

略、传统文化教育发生深刻变革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考察，从不同侧面揭示中日近代教育关系

的历史演进、特征。 

［主题词］教育史/中日关系/近代 

［主题词］中日关系/教育史/近代 

［知识责任］杨晓 著 

  

 

［正题名］中国天学史 

［第一责任人］江晓原，钮卫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主题词］天文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晓原 著 

［知识责任］钮卫星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史全生著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十朝故都文化丛书 周直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从“民国的时代与社会”、“社会习俗的巨变”、“现代文艺的兴起与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的变革与发展”、“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现代自然科学的奠基”等

八个方面进行论述。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史全生 著 

  

 

［正题名］齐白石传 

［第一责任人］林浩基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以传记文学的形式记述了艺术大师齐白石先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林浩基 著 

  

 

［正题名］清史译丛 

［并列题名］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是翻译外国学者研究清史的文集，通过“图书评价”、“学术综述”、“论著

及文献选译”、“会议综述”、“阶段成果”等栏目，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

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 

［主题词］历史/研究/译文/世界/清代 

  

 

［正题名］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丛书］1949-1972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主编 

［译者］牛军副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册主要涉及自 1954 年起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和 1958、1962 年两次台海危

机期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地区的政策演变过程。本册还包括美国对西藏、香港的

政策，以及对中苏关系演变的估计。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文件/1949-1972/汇编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文件/1954-1972/汇编 

［知识责任］陶文钊 主编 

［次知识责任］牛军 副主编 

  

 

［正题名］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丛书］1949-1972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主编 

［译者］牛军副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册主要涉及 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领域，包括阻挠中华人

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对老挝的干涉政策，越南战

争中的对华政策、对华政策大讨论和尼克松政府打 中美关系，从整体上反映了美中关系从

对抗到接触的变化过程。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文件/1949-1972/汇编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文件/1954-1972/汇编 

［知识责任］陶文钊 主编 

［次知识责任］牛军 副主编 

  

 

［正题名］地缘政治学 

［副题名］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 

［第一责任人］孙相东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主题词］政治地理学/研究 

［主题词］地缘地理学/研究 

［知识责任］孙相东 著 

  

 

［正题名］离异与融会 

［副题名］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 

［第一责任人］刘家峰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人文社科新论丛书 

［附注内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历史系列研究计划项目 

［主题词］基督教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基督教徒/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家峰 编 

  

 

［正题名］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主题词］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华东地区/唐代 

［主题词］流域经济/地方经济/研究/中国/华东地区/唐代 



［知识责任］陈勇 著 

  

 

［正题名］ 后十年（1949-1958） 

［副题名］郑振铎日记选 

［第一责任人］郑振铎著 

［译者］陈福康整理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日记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作者解放后的绝大部分日记，共分为五个部分。前三部分是作者出

国访问的全过程记录；后两部分是他生命的 后两年的日记，包括出国访问及在国内出差的

全过程记录。 

［知识责任］郑振铎 著 

［次知识责任］陈福康 整理 

  

 

［正题名］慈禧御苑外史 

［第一责任人］（美）德龄著 

［译者］顾秋心，范之俐，邓伟霖译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清史别丛 德龄公主文集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德龄 著 

［次知识责任］顾秋心 译 

［次知识责任］范之俐 译 

［次知识责任］邓伟霖 译 

  

 

［正题名］皇室烟云 

［第一责任人］（美）德龄著 

［译者］顾秋心，邓伟霖译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清史别丛 德龄公主文集 

［附注内容］本书对慈禧太后短期离京出巡时旅途中的生活起居、娱乐游览作了细致描述。 

［主题词］宫廷/中国/清后期/史料 

［知识责任］德龄 著 

［次知识责任］顾秋心 译 

［次知识责任］邓伟霖 译 

  

 



［正题名］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 

［副题名］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 

［副题名］1583-1949 

［第一责任人］李炽昌主编 

［译者］李天纲，孙尚扬副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入、流传和发展研究，本书展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即

从中国基督徒自身的文本入手，看待基督教遭遇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与文化之后面临的整合

和挑战。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中国/1583-1949 

［主题词］基督教徒/作品/研究/中国/1583-1949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1583-1949 

［知识责任］李炽昌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天纲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尚扬 副主编 

  

 

［正题名］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 

［副题名］以辽宁省东部山区清原镇为个案 

［第一责任人］吉国秀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作者以辽宁省东部山区清原镇为个案，综合运用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相

关理论与方法，延展了传统民俗学意义上的婚姻仪礼范畴，探讨了婚姻仪礼的变迁及其功能

转换。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史/研究/清原县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婚姻/研究/清原县 

［知识责任］吉国秀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永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四编十二章，分别从民主、法治和廉政，革命根据地廉政法制建设的

经验教训，中国廉政法律建设的历程，新中国廉政法制建设研究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廉政法

制史进行了论述。 

［主题词］廉政建设/中国共产党/研究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共产党/研究 

［知识责任］杨永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当代戏曲史 

［第一责任人］余从，王安葵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戏曲史/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余从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安葵 主编 

  

 

［正题名］创伤的历史 

［副题名］南京大屠杀与战时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张连红，经盛鸿，陈虹等著 

［译者］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南京大屠杀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南京师范大学“十五”“211 工程”建设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分四部分，内容包括：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日军性暴力与南京 1644

细菌部队、抗战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中的中日关系。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研究 

［主题词］社会/概况/研究/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张连红 著 

［知识责任］经盛鸿 著 

［知识责任］陈虹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 

［第一责任人］罗新慧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分期问题论辩 历史卷 龚书铎，李文海主编 

［主题词］古代史/历史分期/研究/中国/二十世纪 

［主题词］历史分期/古代史/研究/中国/二十世纪 

［知识责任］罗新慧 著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丛书主编 

  

 

［正题名］帝国丽影 

［第一责任人］（英）托马斯·霍奇森·利德尔著文并绘图 

［译者］（美）陆瑾，欧阳少春译 

［译者］李国庆校订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亲历中国丛书 耿昇，李国庆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作者 1907 年来华在中国从香港到山海关旅行写生的经历，他以写

实手法描绘了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画面和文字洋溢着对中华山水的热爱和对真文明的尊重，

全书 27 章，包括香港、澳门、从城墙看广州、上海老城、山海关、游北海、远观颐和园。 

［主题词］游记/中国/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利德尔 著文并绘图 

［知识责任］Liddell 著文并绘图 

［知识责任］耿昇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国庆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陆瑾 译 

［次知识责任］欧阳少春 译 

［次知识责任］李国庆 校订 

  

 

［正题名］中国历代军事工程 

［第一责任人］《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华传统军事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较系统的整理了中国历代军事工程的发展情况，并对其特点和发展变化的

原因进行了研究探讨，重点阐述了中国近代军事工程，同时展望了信息时代军事工程的发展

趋势。 

［主题词］军事工程/军事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国防工程/军事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军事史/国防工程/研究/中国 

  

 

［正题名］伟人的征程 

［副题名］中苏关系曲折发展中的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周文琪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翔实的史料，以毛泽东革命的一生征程为轨迹，阐述毛泽东处理共产

国际、苏联的曲折复杂关系的历程。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共产国际/研究 

［主题词］共产国际/影响/毛泽东思想/研究 

［主题词］中苏关系/史料/研究 

［知识责任］周文琪 著 

  

 

［正题名］中国外交官在欧洲 

［第一责任人］李同成，徐明远，李锡龄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中国外交官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文章包括：《前苏联的五大悬案》、《留学在波兰》、《在保加利亚的日子里》、

《巴黎漫记》、《瑞典掠影》、《在挪威的三次使节旅行》等。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欧洲/1949-/史料 

［主题词］外交人员/回忆录/中国/1949- 

［知识责任］李同成 主编 

［知识责任］徐明远 主编 

［知识责任］李锡龄 主编 

  

 

［正题名］鲁迅亲友寻访录 

［第一责任人］张能耿著 

［出版者］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作者遍访鲁迅百余位亲友，写成本书。本书内容包括：走近绍兴、鲁迅亲友带

领我们进入东昌坊口、鲁迅与钱塘潮、鲁迅与绍兴的三次讨袁斗争、鲁迅与周恩来、鲁迅与

高尔基、绍兴福彭桥周家、周冠五谈福彭桥周家的发迹与衰落等。 

［知识责任］张能耿 著 

  

 

［正题名］殷鉴不远 

［副题名］民国时期反腐败史话 

［第一责任人］邱涛著 

［译者］常铁钧插图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反腐败史话 王春瑜主编 

［主题词］廉政建设/历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邱涛 著 

［次知识责任］常铁钧 插图 

  

 

［正题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副题名］中国监察机构小史 

［第一责任人］柴荣著 

［译者］叶春旸插图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反腐败史话 王春瑜主编 

［主题词］监察/国家机构/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柴荣 著 

［次知识责任］叶春旸 插图 



  

 

［正题名］中共鄱阳地方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 

［第一责任人］中共鄱阳县委党史办编著 

［出版者］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党史/地方组织/湖南/鄱阳/1926-1949 

  

 

［正题名］杭州老街巷地图 

［第一责任人］刘晓伟著 

［出版者］浙江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对杭州的巷弄、墙门、水井、天井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足迹遍布了杭州

的全部老城区。 

［主题词］城市道路/简介/杭州市/图集 

［知识责任］刘晓伟 著 

  

 

［正题名］张贤约中将 

［第一责任人］马辂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百战将星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充沛的情感描写了张贤约将军的传奇一生，

刻画了他的过人胆略和超群才华以及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马辂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辑收录了以 20 世纪 54 位杰出出版人物为主题的大型出版史的研究

资料汇辑。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和研究著作依次编排。第 1 辑收录

的编辑出版家为张元济、高梦旦、梁启超、杜亚泉和陈独秀。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编辑工作/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文化/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宋应离 编 



［知识责任］袁喜生 编 

［知识责任］刘小敏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辑收录了以 20 世纪 54 位杰出出版人物为主题的大型出版史的研究

资料汇辑。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和研究著作依次编排。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编辑工作/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文化/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宋应离 编 

［知识责任］袁喜生 编 

［知识责任］刘小敏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辑收录了以 20 世纪 54 位杰出出版人物为主题的大型出版史的研究

资料汇辑。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和研究著作依次编排。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编辑工作/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文化/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宋应离 编 

［知识责任］袁喜生 编 

［知识责任］刘小敏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辑收录了以 20 世纪 54 位杰出出版人物为主题的大型出版史的研究

资料汇辑。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和研究著作依次编排。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编辑工作/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文化/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宋应离 编 

［知识责任］袁喜生 编 

［知识责任］刘小敏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辑收录了以 20 世纪 54 位杰出出版人物为主题的大型出版史的研究

资料汇辑。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和研究著作依次编排。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编辑工作/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文化/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宋应离 编 

［知识责任］袁喜生 编 

［知识责任］刘小敏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辑收录了以 20 世纪 54 位杰出出版人物为主题的大型出版史的研究

资料汇辑。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和研究著作依次编排。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编辑工作/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文化/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宋应离 编 

［知识责任］袁喜生 编 

［知识责任］刘小敏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辑收录了以 20 世纪 54 位杰出出版人物为主题的大型出版史的研究

资料汇辑。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和研究著作依次编排。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编辑工作/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文化/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宋应离 编 

［知识责任］袁喜生 编 

［知识责任］刘小敏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辑收录了以 20 世纪 54 位杰出出版人物为主题的大型出版史的研究

资料汇辑。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和研究著作依次编排。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编辑工作/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文化/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宋应离 编 

［知识责任］袁喜生 编 

［知识责任］刘小敏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辑收录了以 20 世纪 54 位杰出出版人物为主题的大型出版史的研究

资料汇辑。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和研究著作依次编排。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编辑工作/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文化/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宋应离 编 

［知识责任］袁喜生 编 

［知识责任］刘小敏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辑收录了以 20 世纪 54 位杰出出版人物为主题的大型出版史的研究

资料汇辑。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和研究著作依次编排。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编辑工作/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文化/名人/研究资料/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宋应离 编 

［知识责任］袁喜生 编 

［知识责任］刘小敏 编 

  

 

［正题名］二战参战国军衔·服饰图鉴 

［第一责任人］徐平主编 

［译者］曹江红，徐海燕副主编 

［译者］徐海燕绘画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军衔/图集/世界/1939-1945 

［主题词］军服/服饰/图集/世界/1939-1945 

［主题词］服饰/军服/图集/世界/1939-1945 

［知识责任］徐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江红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海燕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海燕 绘画 

  

 

［正题名］日本与日本人 

［并列题名］Japan and Japanese 

［副题名］了解日本的文化读本 

［第一责任人］（日）小泉八云著 

［译者］(日)落合贞三郎编 

［译者］胡山源译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了解日本”系列 插图本 

［附注内容］本书从日本人内在的和外表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心理学的和伦理学的各方面，

描摹出日本的国民特性。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小泉八云 著 

［次知识责任］落合贞三郎 编 

［次知识责任］胡山源 译 

  

 

［正题名］上海水史话 

［第一责任人］胡昌新编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依据上海地方志，着重搜集历史笔记、诗歌作品、考古报道以及现代



科技文献等信息，综合编写。对上海的水环境、水资源、水工程和水文化等均作了介绍。 

［主题词］水利资源 发/历史/资料/上海 

［主题词］水环境/历史/资料/上海 

［主题词］水利工程/历史/资料/上海 

［主题词］水灾/资料/上海 

［知识责任］胡昌新 编著 

  

 

［正题名］侯仁之 

［第一责任人］陈光中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家/传记/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光中 著 

  

 

［正题名］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金融史集刊 第一辑 

［附注内容］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设有“专题研究”、“专题笔谈”、“档案史料”、“口述史料”、“旧文新刊”、

“书评”、“学术动态”、“资料架”等九个栏目，全面反映了近代上海金融史的研究状况和档

案史料。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研究/上海/近代/文集 

［主题词］经济史/金融/研究/上海/近代/文集 

  

 

［正题名］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 

［第一责任人］张东刚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是 2004 年 6 月召 的由南 大学和中国经济史学会经济史专业委员会、

天津社会科学院共同创办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1912-1937）国际学术讨论

会”的论文集，收入中外学者的论文 30 篇。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文集/中国/1912-1937 

［主题词］国际学术会议/经济史/研究/文集/中国/1912-1937 

［知识责任］张东刚 主编 

  

 

［正题名］陈望道学术著作五种 

［第一责任人］陈望道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陈望道先生的学术著作五种：《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因明学

概略》、《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 

［知识责任］陈望道 著 

  

 

［正题名］观澜朔源话客家 

［第一责任人］刘佐泉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客家文化研究丛书 客家文化综论丛书 钟文典总主编 

［主题词］汉族/移民/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佐泉 著 

［知识责任］钟文典 丛书总主编 

  

 

［正题名］“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陈世松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客家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世界客属第二十届恳亲大会 

［附注内容］本文集研究内容包括：客家学研究、客家移民迁徙源流、环境适应与族群关系

互动、传统社会与民间信仰、民间习俗与居住文化等九部分。 

［主题词］汉族/移民/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主题词］移民/汉族/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主题词］国际学术会议/汉族/移民/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世松 主编 

  

 

［正题名］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 

［第一责任人］汤雄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特殊使命”、“亡命之徒”、“萌生去意”、“忍痛离别”、“后院起火”、

“刚柔并济”、“迂回斡旋”等篇章记述了宋庆龄的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汤雄 著 

  

 

［正题名］比我老的老头 

［第一责任人］黄永玉著 

［译者］［丁聪绘］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黄永玉 著 

  

 

［正题名］丁淦林文集 

［第一责任人］丁淦林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复旦学人文库 

［附注内容］献给复旦大学一百周年校庆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知名新闻教育家、新闻史专家丁淦林教授从事新闻教学与研究的结

晶。主要由中国新闻史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新闻传播教育研究、教案选四大部分组成。 

［主题词］新闻学/研究/文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新闻史学/研究/文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丁淦林 著 

  

 

［正题名］百年复旦校长印集 

［第一责任人］燕爽，华彪主编 

［译者］周正平篆刻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简介/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汉字/印谱/教育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篆刻/治印/文集/教育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燕爽 主编 

［知识责任］华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正平 篆刻 

  

 

［正题名］卿云糺缦 

［副题名］苏步青画传 

［第一责任人］李祥年著 

［译者］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上海现代文化名人画传 

［附注内容］本书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院士的光辉业绩和风采，凸显了他

作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精神风貌和立体形象。 

［知识责任］李祥年 著 

  

 

［正题名］八路军改编纪实 



［第一责任人］郝雪廷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真实的史料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而来的，

列入国民革命军编制的第八路军的发展历史。 

［知识责任］郝雪廷 著 

  

 

［正题名］中国电影百年 

［书目卷册］下编 

［丛书］1977-2005 

［第一责任人］孙献韬，李多钰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新京报丛书 002 

［附注内容］本书是将《新京报》2004-2005 年间，为回顾中国电影百年而每天刊载的共计

数百篇文章汇编成集，按中国电影发展的时间顺序编排。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中国电影 1977-2005 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这段时期中国电影中的人

和事，内容包括：在胶片中复活、短暂的繁华、“78 班”毕业、长大成人的季节、走向今天

等。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1977-2005 

［知识责任］孙献韬 主编 

［知识责任］李多钰 主编 

  

 

［正题名］复旦杂忆 

［第一责任人］薛明扬，杨家润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为复旦百年纪念文集，收集了复旦学人回忆文章，全方位地展示复旦的风

貌。 

［知识责任］薛明扬 主编 

［知识责任］杨家润 主编 

  

 

［正题名］台湾电影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宋子文编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影·响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地反映了台湾电影自 1973 至 2004 年间的发生发展情况,介绍了一些

有代表性的作品，客观地评介了各艺术流派的追求和风格。 

［主题词］电影事业/概况/台湾/1973-2004 

［知识责任］宋子文 编著 



  

 

［正题名］覃振传 

［第一责任人］张小林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覃振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人物，历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

司法院副院长。本书以详实的史料，记述了覃振复杂而又传奇的一生。 

［主题词］爱国民主人士/传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小林 著 

  

 

［正题名］抗日战争热点问题聚焦 

［第一责任人］荣维木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采取回答问题形式，就抗日战争的十个问题进行了描述，包括日本为什么

要侵略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怎样 始的、中国抗战的主体是怎样构成的、怎样理解中国

抗日的主战场、中国是怎样打败日本的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问题/研究/中国 

［主题词］历史问题/抗日战争/研究/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荣维木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 

［副题名］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历史档案珍藏图录 

［第一责任人］胡小唐，邹爱莲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津大学[编] 

［出版者］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天津大学珍藏的 1895 年至 1949 年内数万件档案、照片和实物珍品

结集出版，其中还收录了从国内外各国家级档案馆、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者那里征集到的部

分档案资料。 

［主题词］校史/天津大学/史料/1895-1949 

［知识责任］胡小唐 主编 

［知识责任］邹爱莲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并列题名］China Compendium of Statistics 1949-2004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中英文对照的大型统计资料书，记录 1949-2004 年全国和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及 1997 年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和 1999 年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主题词］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汇编/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统计资料/社会统计/汇编/中国/1949-2004 

［主题词］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统计资料/汇编/中国/1949-2004 

  

 

［正题名］民国交通联运图印花税票 

［并列题名］The transportation series revenue stamps of China 

［副题名］中英文对照 

［第一责任人］游振杰，王宏源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集中了作者游振杰先生几十年收集研究交通联运图税票的精华，以及作者

多年潜心研究的发现与心得，同时，该书还提供了详尽的交通联运图印花税票图谱与目前市

场行情。 

［主题词］印花税/票据/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票据/印花税/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游振杰 著 

［知识责任］王宏源 著 

  

 

［正题名］蘇州近代貨幣錄 

［第一责任人］张崇丰，张和平，邹志谅编著 

［译者］苏州市钱币学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按币种—方孔钱币、铜元、纸币等不同主题，对苏州近代货币的演变进行

论述，对太平天国货币、江南革命根据地货币和民间制发的券、币另作专题论述。 

［主题词］货币/经济史/苏州市/近代 

［知识责任］张崇丰 编著 

［知识责任］张和平 编著 

［知识责任］邹志谅 编著 

  

 

［正题名］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 

［第一责任人］杨舰，戴吾三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近年来由清华大学和海内外学者撰写的科技史研究论文和部分访

谈、回忆，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背景下的成长发展及其对中国科技进步

所做的贡献。 

［主题词］校史/清华大学/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科学家/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杨舰 主编 

［知识责任］戴吾三 主编 

  

 

［正题名］巍巍上庠 百岁星辰 

［副题名］复旦百岁校友见证中国百年 

［第一责任人］周桂发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的形式，介绍了九位百岁老人的精彩人生，可以读到中华民族的百

年历程，可以体会到百年复旦奉献社会的精神轨迹，可以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教育的情深

意长和对家国天下的神圣责任。 

［主题词］校友/复旦大学/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周桂发 主编 

  

 

［正题名］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 

［第一责任人］麻天祥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 此书遗失 

［附注内容］本书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抓住“救亡图存”

这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主题，把晚清佛学的兴起及其时代特征，放到整个近代社会背景的社会

思潮中去考察，并具体论证了晚清佛学这一佛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形态。 

［主题词］佛教/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佛教 

［知识责任］麻天祥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朱寿桐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鸡鸣丛书 

［附注内容］该书内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现代文学社团与传统文人会

社比较论、论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方法等 12 篇作品。 

［主题词］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社会团体 

［知识责任］朱寿桐 著 

  

 

［正题名］九州学林 

［书目卷册］2005·春季 三卷一期（总第七期） 



［第一责任人］郑培凯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设有“历史地理专辑”、“考释”、“论坛”、“书评”四个部分，收有《古地

辨二篇》、《战国时期三晋设县考》、《楚秦黔中郡新考》、《大公望考》等文章。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郑培凯 主编 

  

 

［正题名］王树声纪念文集 

［副题名］1905-2005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王树声大将，原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本书为

纪念王树声百年诞辰而收录近百篇纪念文章怀念他。 

  

 

［正题名］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第一责任人］程光炜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批评空间”的 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思想史视野

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等文章

25 篇。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新闻工作/关系/文学研究 

［主题词］报纸/期刊/关系/文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程光炜 主编 

  

 

［正题名］抗战时评 

［第一责任人］李良志，史桂芳，裴匡一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石头说话丛书 张宪文，李良志主编 

［附注内容］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抗战时期曾刊发于国内外报刊上的关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

事变、东北义勇军抗战、伪满州国成立、长城抗战、中国共产党呼吁全民族团结御侮、红军

东征抗日、西安事变、七君子事件等诸多历史事件的时事评述。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中国/1931-1945/选集 

［主题词］时事评论/史料/中国/1931-1945/选集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良志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良志 编著 

［知识责任］史桂芳 编著 

［知识责任］裴匡一 编著 

  

 

［正题名］史事探幽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韩钢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了发表在《百年潮》杂志上的精彩文章。包括《孙中山向莫斯科求援

的一段秘辛》、《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张学良的“不归路”》、《陈独秀连任中共五届

高领导透视》等。 

［主题词］历史事件/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韩钢 本卷主编 

［副本数］1 

 

 

［正题名］史事探幽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韩钢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了发表在《百年潮》杂志上的精彩文章。包括《高岗事件始末》、《一

九五七年的“小匈牙利事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要闻》、《《解放军报》变相停刊始

末》等。 

［主题词］历史事件/史料/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韩钢 本卷主编 

  

 

［正题名］晚清人物与金石书画 

［副题名］蒲石居谈史录 

［第一责任人］吴民贵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晚清人物和晚清金石书画的研究结晶。全书分“晚清人物与金石

书画”、“晚清人物与洋务自强”、“晚清史漫议”三部分内容，收入了作者以往所发表的近

20 篇晚清史研究的学术论文。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史评/文化生活/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吴民贵 著 

  

 

［正题名］新中国第一代 

［丛书］ 国部长 

［第一责任人］文辉抗，叶健君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 

［丛编题名］聚焦红墙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新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财政部部长薄一

波、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等所做出的光辉业绩。 

［主题词］高级干部/生平事迹/中国/1949- 

［主题词］部长/生平事迹/中国/1949- 

［知识责任］文辉抗 主编 

［知识责任］叶健君 主编 

  

 

［正题名］花旗银行 

［并列题名］Citibank 

［副题名］1812-1970 

［第一责任人］（美）哈罗德·文·B.克里夫兰德，（美）托马斯·F.候尔塔斯等著 

［译者］郑先炳译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介绍了花旗银行自 1812 年成立到 1970 年共 158 年的历史。本书还生

动地描述和分析了花旗银行从一家由个人控制的银行转变成一家由职业经理人的企业的过

程。 

［主题词］银行/经济史/美国/1812-1970 

［知识责任］克里夫兰德 著 

［知识责任］Cleveland 著 

［知识责任］候尔塔斯 著 

［知识责任］Huertas 著 

［次知识责任］郑先炳 译 

  

 

［正题名］往事如烟 

［副题名］严寄洲自传 

［第一责任人］严寄洲著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程季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严寄洲自己本人写的自传，内容包括不安分的年代、上海滩谋生、“国

民救亡团”、“抗大”生活、跨入艺术门槛、调入“战斗剧社”等篇章。 

［主题词］电影艺术家/传记/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严寄洲 著 

  

 

［正题名］真正的人 

［副题名］田方传 

［第一责任人］于敏著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程季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田方的照片若干，并附有他的表演剧品的照片，主要有：“五四”

之后新一代、十里洋场一影星、来去匆匆西北行、抗战演剧涌大潮等篇章介绍了田方的一生。 

［主题词］电影艺术家/传记/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于敏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第一责任人］郭延礼著 

［出版者］江西高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文学研究/学术研究/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郭延礼 著 

  

 

［正题名］中国广告史 

［第一责任人］赵琛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从广告的自然属性入手，记录了从远古时代至新中国的广告发展历程，系

统论述了中国广告经历的内容与形式的历史沿革。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广告历史证物图片。 

［主题词］广告/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赵琛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并列题名］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副题名］插图本 

［第一责任人］（美）约翰·布莱恩·斯塔尔著 

［译者］曹志为，王晴波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试图从九个层次不同但又相互联结的方面把握和分析了毛泽东政治思

想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论冲突、论知与行、论权威、论阶级与阶级斗争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主题词］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 

［主题词］政治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石仲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斯塔尔 著 

［知识责任］Starr 著 

［次知识责任］曹志为 译 

［次知识责任］王晴波 译 

  

 

［正题名］圆明园原貌图 

［第一责任人］金勋 民国十三年（1924）绘制 

［译者］王春林摹绘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城市记忆·老图像 

［附注内容］本图附《一座圆明园，半部清代史：圆明园历史大事纪年》 

［附注内容］本图参照金勋 1924 年绘制的《圆明、长春、万春三园总平面图》而作。金勋

原图是圆明园被毁后第一张全面展现圆明三园盛世景观的大型复原图。金勋的祖辈曾参与圆

明园、长春园营造工程，他早年曾进入被焚毁的圆明三园内实地考察过，图中所反映的内容

根据他所掌握的许多第一手材料而绘制。 

［主题词］古典园林/名胜古迹/地图/史料/北京 

［主题词］地图/圆明园/北京/清后期 

［知识责任］金勋 原图绘制 

［次知识责任］王春林 摹绘 

  

 

［正题名］胡若望的困惑之旅 

［副题名］18 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 

［并列题名］The Question of Hu 

［第一责任人］（美）史景迁著 

［译者］吕玉新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日志形式记述了 18 世纪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在法国奇迹般的生活经历，

并辅之以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 

［主题词］基督教徒/生平事迹/中国/18 世纪 

［知识责任］史景迁 著 

［知识责任］Spence 著 

［次知识责任］吕玉新 译 



  

 

［正题名］雷锋 

［副题名］1940-1962 

［第一责任人］师永刚，刘琼雄编著 

［译者］张峻图片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雷锋短暂而伟大一生的事迹，内容包括“孤儿雷锋”、“少先队员雷

锋”、“公务员雷锋”、“文艺青年雷锋”、“工人雷锋”、“雷锋当兵的秘密”等。 

［知识责任］师永刚 编著 

［知识责任］刘琼雄 编著 

［次知识责任］张峻 图片主编 

  

 

［正题名］郑奎飞传奇 

［第一责任人］王东方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经济学家/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东方 主编 

  

 

［正题名］历史学家茶座 

［书目卷册］总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王兆成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刊设有话题、名家、学界、往事、一家之言书札、口述、闲情偶记、电影百

年等栏目。 

［主题词］史学/丛刊 

［主题词］历史/笔记/中国 

［主题词］历史/掌故/中国 

［主题词］历史/旧闻（史料）/中国 

［主题词］历史/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王兆成 主编 

  

 

［正题名］大丈夫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中国长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以表彰历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勇于为国捐躯沙场，或不畏艰险建功立

业的英雄人物的方式，呼吁广大青年和亿万民众挺身而出，挽救民族危亡，勇敢抗击侵略。



书中收入了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赵充国、马援、班超、玄奘、宗泽、岳飞、

戚继光、史可法等 25 人的传记。 

［主题词］民族英雄/列传/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保定历代史事长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力云主编 

［译者］政协保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涵盖了自上古至保定解放几千年来发生在保定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

了出生于这一地区和曾经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历史人物。 

［主题词］地方史/保定 

［知识责任］张力云 主编 

  

 

［正题名］保定历代史事长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力云主编 

［译者］政协保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涵盖了自上古至保定解放几千年来发生在保定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

了出生于这一地区和曾经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历史人物。 

［主题词］地方史/保定 

［知识责任］张力云 主编 

  

 

［正题名］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 

［副题名］1949 年 10 月——1978 年 12 月 

［第一责任人］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述了 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中共山东省委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活动、重大事件、重要成果等。 

  

 

［正题名］武夷山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张金锭主编 

［译者］中共武夷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武夷山市 

［知识责任］张金锭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简史 

［副题名］1927-1949 

［第一责任人］总后勤部军需部编 

［出版者］金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军需勤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中国/1927-1949 

  

 

［正题名］华北大学农学院史记 

［副题名］1939-1949 

［第一责任人］华北大学农学院院史编委员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从 1939 年在延安筹建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到 1949 年华北大学农学院与

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的 10 年间的历史资料。 

［主题词］校史/北京农业大学/史料/中国/1939-1949 

  

 

［正题名］中共潮阳地方史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潮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附注内容］本书分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

战争时期四大部分记载了中共潮阳地方史。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广东/潮阳/1919-1949/史料 

  

 

［正题名］中共宣武地区地下组织和革命活动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宣武区委组织部、党史办公室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宣武区中共地下组织状况和革命斗争情况

的史料书。全书分为党的地下组织与革命活动和回忆文章两部分。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北京/宣武区/1919-1949/史料 

［主题词］地下斗争/中国共产党/北京/宣武区/1919-1949/史料 

  

 

［正题名］民國北平歷史 

［第一责任人］赵庚奇著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民国北平大事记、论著（5 篇）、口述民国北平历史（9 篇）、人物

简介（7 篇）四个部分。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民国 

［知识责任］赵庚奇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 

［副题名］1945 年 8 月-1950 年 5 月 

［第一责任人］高恩显主编 

［译者］牛凡，刘信副主编 

［出版者］人民军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卫生组织机构沿革、卫勤指挥原则及阶梯治疗体系、主要战

役卫生勤务、医院建设与伤病员收治、卫生防病工作、药材工作、医学教育、卫生技术、干

部政策、书刊翻译出版工作、英模人物事迹等。 

［主题词］卫生工作/第四野战军/1945-1950/史料 

［主题词］军队卫生/第四野战军/1945-1950/史料 

［知识责任］高恩显 主编 

［次知识责任］牛凡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信 副主编 

  

 

［正题名］晋西北革命老区人物谱 

［书目卷册］之一 

［第一责任人］郝文俊主编 

［主题词］人物/生平事迹/山西/现代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人物/生平事迹/山西/现代 

［知识责任］郝文俊 主编 

  

 

［正题名］风雨征程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四川省二野军政大学校史研究会编 

［主题词］军事院校/军事教育/校史/四川/1947-1997 

［主题词］校史/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四川/1947-1997 

  

 

［正题名］金寨红军史 

［第一责任人］阎荣安主编 

［译者］金寨红军史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较完整地记载了土地革命时期地处鄂豫皖三省中心的金寨孕育红军诞生以

及发展、征战和改编入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历史，较全面地反映了金寨红军和金寨人民为

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 

［主题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历史/金寨县/史料/1927-1937 

［知识责任］阎荣安 主编 



  

 

［正题名］革命圣地科技之光 

［副题名］延安时期的科学技术事业 

［第一责任人］王渝生主编 

［译者］中国科学技术馆，延安市科学技术协会，延安市科学技术馆编 

［出版者］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了延安科学技术的起步、发展与成功，以及在各个

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延安科技的重视与指示。 

［主题词］科学事业史/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史料/1937- 

［主题词］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科学事业史/史料/1937- 

［知识责任］王渝生 主编 

  

 

［正题名］來鳳縣民國實錄 

［第一责任人］何宗宪主编 

［译者］来凤县档案馆编 

［主题词］史料/汇编/湖北/民国 

［知识责任］何宗宪 主编 

  

 

［正题名］文山州革命老区 

［第一责任人］中共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历史资料丛书 7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文山州革命老区属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建立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和解放战

争时期建立的滇东南地区革命根据地。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史料/云南/文山/1930-1949 

  

 

［正题名］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 

［副题名］1920.10-1949.2 北大地下党概况 

［第一责任人］王效挺，黄文一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北京地区革命史资料 

［知识责任］王效挺 主编 

［知识责任］黄文一 主编 

  

 

［正题名］崇文历史发展梗概 

［副题名］北京市崇文区党史征研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主题词］党史/地方史/史料/北京/崇文区/1921- 

  

 

［正题名］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十八 

［第一责任人］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中国/西藏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西藏 

  

 

［正题名］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 

［丛书］邮票史卷 

［第一责任人］成安玉主编 

［出版者］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主题词］解放区/邮政/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邮政/交通/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邮票/历史/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交通/邮政/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华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成安玉 主编 

  

 

［正题名］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 

［副题名］晋绥边区卷 

［第一责任人］成安玉主编 

［译者］华北交通邮政史料整理组整理 

［出版者］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主题词］解放区/邮政/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邮政/解放区/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交通/邮政/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华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成安玉 主编 

  

 

［正题名］兵工史料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兵工学会兵工史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主题词］武器装备/军工生产/史料/中国/1931- 



［主题词］军工生产/武器装备/史料/中国/1931- 

［主题词］武器工业/史料/中国/1931-1984 

  

 

［正题名］兵工史料 

［书目卷册］第九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兵工史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主题词］武器装备/军工生产/史料/中国/1931- 

［主题词］军工生产/武器装备/史料/中国/1931- 

［主题词］武器工业/史料/中国/1931- 

  

 

［正题名］晋察冀根据地军工史料通讯 

［书目卷册］第一期 

［第一责任人］晋察冀根据地军工史料编辑部编 

［主题词］军事工业/革命根据地/史料/中国/1937-1949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军工生产/史料/中国/1937-1949 

［主题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工生产/史料/中国/1937-1949 

  

 

［正题名］大兴县革命斗争史 

［副题名］1937-1949 

［第一责任人］大兴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大兴/1937-1949 

  

 

［正题名］曾国藩全传 

［第一责任人］蒋星德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蒋星德 编著 

  

 

［正题名］20 世纪陶行知研究 

［第一责任人］金林祥主编 

［译者］屠棠，冯鸿甲副主编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教育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金林祥 主编 

［次知识责任］屠棠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冯鸿甲 副主编 

  



 

［正题名］改造国民性 

［副题名］走近鲁迅 

［第一责任人］闫玉刚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人文精神系列读本 吴光远主编 

［知识责任］闫玉刚 著 

  

 

［正题名］风流不见使人愁 

［副题名］北京名人与往事 

［第一责任人］洪烛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解读北京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洪烛 著 

  

 

［正题名］山东近代灾荒史 

［第一责任人］王林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自然灾害/历史/山东省/近代 

［主题词］ 地方史/山东省/近代 

［知识责任］王林 主编 

  

 

［正题名］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彭绍辉著] 

［译者］本书编辑组整理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知识责任］彭绍辉 著 

  

 

［正题名］西藏佛教密宗 

［第一责任人］（英）约翰·布洛菲尔德著 

［译者］耿昇译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西藏文明之旅书系 

［附注内容］书后有附录 

［附注内容］密宗是藏传佛教的精髓，而金刚乘之道是导致控制善恶的道路，密教奥义似乎

秘不可知，深不可测和高不可攀，本书向您提供了通向奥义的途径和明确的修行技术。 

［主题词］密宗/简介/西藏 

［知识责任］布洛菲尔德 著 

［次知识责任］耿昇 译 

  

 

［正题名］陈云晚年岁月 

［第一责任人］杨明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知识责任］杨明伟 著 

  

 

［正题名］周希汉中将 

［第一责任人］韦晓咏，罗元生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百战将星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的资料描写了从麻城周家坳走出来的中将，一生转战南北，大难不

死的一代战将周希汉的一生。 他既有虎将风度，又有儒将见识，聪明过人、勤奋过人、才

干过人，为创建正规化的人民海军，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呕心沥血。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韦晓咏 著 

［知识责任］罗元生 著 

  

 

［正题名］抗战前马寅初对外贸易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黎建军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财经博士论丛 

［附注内容］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其经济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中国民

族资本集团政治态度及其政治走向。马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便利的

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黎建军 著 

  

 

［正题名］三四十年代经典歌曲 100 首 

［第一责任人］孟欣主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歌曲/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孟欣 主编 

  

 

［正题名］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 

［第一责任人］刘岳兵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获“深见东州中日文化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儒家/研究/日本/明治时代 

［知识责任］刘岳兵 主编 

  

 

［正题名］南京农业大学史 

［副题名］1902-2004 

［第一责任人］校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正题名］潮落潮生 

［副题名］王国维传 

［第一责任人］陈铭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由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陈铭 著 

  

 

［正题名］科学泰斗 

［副题名］严济慈传 

［第一责任人］卢曙火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由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卢曙火 著 

  

 



［正题名］时代的吹号者 

［副题名］艾青传 

［第一责任人］骆寒超，骆蔓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由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骆寒超 著 

［知识责任］骆蔓 著 

  

 

［正题名］古槐树下的学者 

［副题名］俞平伯传 

［第一责任人］箫悄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由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箫悄 著 

  

 

［正题名］老物件 

［副题名］复活平民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沈继光，高萍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生产工具/中国/图集 

［主题词］生活用具/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沈继光 著 

［知识责任］高萍 著 

  

 

［正题名］韦杰中将 

［第一责任人］阎欣宁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百战将星丛书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阎欣宁 著 

  

 



［正题名］吴忠少将 

［第一责任人］曲爱国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百战将星丛书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曲爱国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学名家 

［第一责任人］韩明谟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的是中国社会百多年来在学术上 有成贡献和影响的四位社会科学

家，他们的生平事迹、治学精神和方法的特点，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等，予以概括地分

析、论述。 

［知识责任］韩明谟 著 

  

 

［正题名］天津老戏园 

［第一责任人］周利成，周雅男编著 

［译者］天津市档案馆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天津旧事丛书 

［主题词］文娱活动/公共场所/简介/天津市/近代 

［知识责任］周利成 编著 

［知识责任］周雅男 编著 

  

 

［正题名］营救美国兵 

［副题名］中国敌后抗日军民救援美国飞行员纪实 

［第一责任人］王庭岳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系列图书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美关系/史料 

［知识责任］王庭岳 著 

  

 

［正题名］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朱晓艳，班惠英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侵华/史料/日本 

［知识责任］朱晓艳 著 

［知识责任］班惠英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 

［第一责任人］郭汉民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自 80 年代以来在近代思想和思潮研究方面的一部分论著的集结，

分为五组：第一组是思想家的思想个案研究；第二部分是从宏观上考察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

的关系，分析晚清主流思潮的发展演变及其社会历史条件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产生及意义；第

三部分比较系统的探讨从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之间主要的社会改革思朝；第四部分是对

五四时期胡适的实验主义、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以及新文化运动主要舆论阵地《新青年》

研究状况的述评；第五部分是两篇书序和一篇书评。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郭汉民 著 

  

 

［正题名］左权传 

［第一责任人］《左权传》编写组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正题名］远去的背影 

［副题名］政协人物记 

［第一责任人］汪东林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一直以来在全国政协工作，掌握了不少诸位政协委员的第一手资料，

此书是应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同志登门约稿而做。 

［知识责任］汪东林 著 

  

 

［正题名］嬗变与建构 

［副题名］中国当代教育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朱永新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朱永新教育文集 卷四 

［主题词］教育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朱永新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4.1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丛书］台湾新闻传播事业卷 

［第一责任人］郑贞铭编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由台湾新闻传播学专家郑贞铭教授领衔编著，是内地第一本由我国台湾学

者撰著的、全面介绍台湾新闻传播事业的著作。权术搜集汇聚了大量第一手翔实可靠的史料，

是了解我国台湾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理论及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历程的权威读本。 

［主题词］新闻学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新闻学史/研究/台湾/20 世纪 

［知识责任］郑贞铭 编著 

  

 

［正题名］正说清朝十二臣 

［副题名］图文本 

［第一责任人］余沐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4 

［知识责任］余沐 著 

  

 

［正题名］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 

［副题名］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历史学院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3 

 

［正题名］中国审计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金华主编 

［出版者］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建国以来审计的历史演讲过程，侧重于分析审计活动的客观基

础，审计机构的历史沿革情况,审计职责,审计对象和范围，审计方法和程序，审计依据等。

本卷在全书中占重点地位，其内容反映了中国审计由古代至近代向现代发展的历史逻辑关系

及规律。 

［主题词］审计/历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李金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审计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金华主编 

［出版者］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建国以来审计的历史演讲过程，侧重于分析审计活动的客观基

础，审计机构的历史沿革情况,审计职责,审计对象和范围，审计方法和程序，审计依据等。

本卷在全书中占重点地位，其内容反映了中国审计由古代至近代向现代发展的历史逻辑关系

及规律。 

［主题词］审计/历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李金华 主编 

  

 

［正题名］百岁将军孙毅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鞠松林编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知识责任］鞠松林 编 

  

 

［正题名］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上海总商会成立于 1912 年 3 月，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者组建的新兴工商团

体。本部史料汇编，取材于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史料室收藏的上海地区工商业社团史料。

所有资料均与原件校对核实，并注明出处，以利研究者使用。 

［主题词］商会/史料/上海市/近代 

  

 

［正题名］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上海总商会成立于 1912 年 3 月，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者组建的新兴工商团

体。本部史料汇编，取材于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史料室收藏的上海地区工商业社团史料。

所有资料均与原件校对核实，并注明出处，以利研究者使用。 

［主题词］商会/史料/上海市/近代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评论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张曙光，邓正来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曙光 主编 

［知识责任］邓正来 主编 

  

 

［正题名］见证二战 

［副题名］从上海到太平洋战场 

［第一责任人］程洪，陆承忠，张济顺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 

［知识责任］程洪 著 

［知识责任］陆承忠 著 

［知识责任］张济顺 著 

  

 

［正题名］百年绝唱 

［副题名］和顺《阳温暾小引》 一部早年云南山里人的“出国必读” 

［第一责任人］王洪波，何真著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保山发现之旅丛书 许秋芳，王达三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云南省/保山市 

［主题词］文化史/云南省/保山市 

［知识责任］王洪波 著 

［知识责任］何真 著 

  

 

［正题名］现代中国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期共有论文《康有为的“圣人”情结及其以孔教为国教说》、《鲁迅与创造社、

太阳社的论战》等 10 篇，评论有《新文学一百年》等 4 篇，书评有《鲁迅与日本人》、《知

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等 14 篇。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主编 

  

 

［正题名］现代中国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期共有论文《晚清北京南城的“堂子”》、《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

北京“妇女匡学会”》等 10 篇，评论有《蔡元培与老北大的艺术教育》等 4 篇，书评有《文

学中的城市》、《北京：城与人》等 15 篇。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主编 

  

 

［正题名］史学论衡 

［副题名］上海师范大学 50 周年校庆历史学科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史评/世界/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雕塑史 

［第一责任人］王家斌，王鹤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高等院校艺术专业新编教材 华梅主编 

［主题词］雕塑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王家斌 著 

［知识责任］王鹤 著 

  

 

［正题名］溯游抗战重庆丛书 



［第一责任人］蓝锡麟主编 

［书目卷册］捌 

［丛书］探寻陪都名人旧居 

［第一责任人］杨筱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主题词］名人/故居/重庆市/1937-1945 

［知识责任］蓝锡麟 主编 

［知识责任］杨筱 著 

  

 

［正题名］溯游抗战重庆丛书 

［第一责任人］蓝锡麟主编 

［书目卷册］伍 

［丛书］解秘飞虎队 

［第一责任人］杨耀健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美关系/史料 

［知识责任］蓝锡麟 主编 

［知识责任］杨耀健 著 

  

 

［正题名］溯游抗战重庆丛书 

［第一责任人］蓝锡麟主编 

［书目卷册］陆 

［丛书］又见大后方影剧明星 

［第一责任人］石曼，余叙昌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蓝锡麟 主编 

［知识责任］石曼 著 

［知识责任］余叙昌 著 

  

 

［正题名］溯游抗战重庆丛书 

［第一责任人］蓝锡麟主编 

［书目卷册］玖 

［丛书］陪都溯踪 

［第一责任人］邓又萍…[等]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重庆市/1937-1945 

［知识责任］蓝锡麟 主编 

［知识责任］邓又萍 著 

  

 

［正题名］溯游抗战重庆丛书 

［第一责任人］蓝锡麟主编 

［书目卷册］拾 

［丛书］回味陪都市井生活 

［第一责任人］李学政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重庆市/1937-1945 

［知识责任］蓝锡麟 主编 

［知识责任］李学政 著 

  

 

［正题名］汪兆镛与近代粤澳文化 

［第一责任人］彭海铃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澳门丛书 

［附注内容］本丛书由澳门基金会策划并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相关人物之年谱、族谱、文集、诗集、传记、专著、往来书信等资

料，以其家世、师承、经历、交友、著作、研究等各方面为切入点，分析其在岭南以至澳门

近代历史中的地位，以及于学术及文学上所作的贡献。 

［主题词］文化/名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彭海铃 著 

  

 

［正题名］清代京杭运河全图 

［第一责任人］李培主编 

［出版者］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运河/地图/北京/杭州/清代 

［知识责任］李培 主编 

  

 

［正题名］陈云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正题名］陈云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正题名］光绪老画刊 

［副题名］晚清社会的《图画新闻》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刘精民收藏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史海遗珍 民国画刊系列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刘精民 收藏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财政与军事 

［第一责任人］梁义群著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另辟蹊竟径的近代史研究专著。他仪财政收支为纲，分析了百年来

鸦片战争至袁世凯时代的中国军事与政治情况，指出财政与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

方面的密切关系。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类似观点的著作出现。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军事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梁义群 著 

  

 

［正题名］关东大屠杀 

［副题名］日军侵华罪行的证明 

［第一责任人］姜宝才，峻严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侵华/史料/日本 



［知识责任］姜宝才 著 

［知识责任］峻严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殡葬研究 

［第一责任人］范兆岐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殡葬/民政工作/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范兆岐 著 

  

 

［正题名］艺林散叶续编 

［第一责任人］郑逸梅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郑逸梅作品集 

［附注内容］附：幽梦新影 

［主题词］文学/中国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郑逸梅 著 

  

 

［正题名］当代韩国史 

［副题名］1945-2000 

［第一责任人］曹中屏，张琏瑰…[等]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历史/研究/韩国/1945-2000 

［知识责任］曹中屏 编著 

［知识责任］张琏瑰 编著 

  

 

［正题名］中国乡村研究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黄宗智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编 8 篇文章。即《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

原的生态关系》、《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育性质新探》等。 

［主题词］农村/问题/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黄宗智 主编 

  

 



［正题名］李登辉传 

［并列题名］Fu Dan University 1905-2005 

［第一责任人］钱益民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校长传记系列 

［知识责任］钱益民 著 

  

 

［正题名］国际化与本土化 

［副题名］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 

［第一责任人］曹全来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法史论丛 

［主题词］法律体系/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曹全来 著 

  

 

［正题名］烟毒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冼波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修正文库 中国社会史系列丛书 文蓝主编 

［主题词］社会问题/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病态/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吸毒/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鸦片贸易/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文蓝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冼波 著 

  

 

［正题名］复旦大学档案馆名人手札选·续集 

［第一责任人］徐忠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名人/书信集/中国 

［知识责任］徐忠 主编 

  

 

［正题名］我与美国研究 

［副题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倪世雄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的纪念文集，所收录的 30 多篇文章

系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以公 发表的上千篇论文中精选而来，内容涉及中美关系、美国外交

政策、美国国会、美国文化与宗教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等等，涉及面广，

评析深入，见解独到，可供中美关系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作参考。 

［知识责任］倪世雄 主编 

  

 

［正题名］1938-1941 重庆大轰炸 

［第一责任人］易丹，钱滨著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易丹 著 

［知识责任］钱滨 著 

  

 

［正题名］非常道 

［副题名］1840-1999 的中国话语 

［第一责任人］余世存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以《世说新语》类似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

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

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英，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毛泽东、蒋介石为

代表的国共两党，以钱钟书、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晓波的代表的文坛斗士

等等。 

［主题词］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余世存 编 

  

 

［正题名］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秦永章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西北地区/元代/明代/清代 

［知识责任］秦永章 著 

  

 

［正题名］现代性与生活世界的变迁 

［副题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陆汉文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现代社会学文库 

［主题词］市民/日常社会生活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陆汉文 著 

  

 

［正题名］中国用人史 

［第一责任人］苗枫林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人才学/思想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人才管理学/历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苗枫林 著 

  

 

［正题名］陶行知素质教育思想研究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邹尚智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教育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邹尚智 著 

  

 

［正题名］美国近代史述评 

［第一责任人］董继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成长的角度，全面论述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建

国和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历史。 

［知识责任］董继民 著 

  

 

［正题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第一责任人］梁怡，李向前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梁怡 主编 

［知识责任］李向前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论 

［并列题名］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Idea and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黄顺力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南强史学丛书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黄顺力 著 

  

 

［正题名］肖永银少将 

［第一责任人］冷梦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百战将星丛书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冷梦 著 

  

 

［正题名］寻求近代富国之道的思想先驱 

［副题名］陈炽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登德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文史哲博士文丛 

［附注内容］陈炽是晚清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官位不高，仅任户部郎中，兼职军机章

京，但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却颇为活跃，往来于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运

动领袖康有为之间。强学会成立时，被举为提调，其著述《庸书》等有相当的影响。 

［知识责任］张登德 著 

  

 

［正题名］吴佩孚历史资料汇编 

［丛书］吴佩孚文存 

［第一责任人］唐锡彤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知识责任］唐锡彤 主编 

  

 

［正题名］吴佩孚历史资料汇编 

［丛书］吴佩孚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唐锡彤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知识责任］唐锡彤 主编 

  

 



［正题名］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 

［副题名］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第一责任人］张灏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思想史研究小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简体中文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主题词］百日维新/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灏 著 

  

 

［正题名］一个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俄）B·布罗夫著 

［译者］李蓉译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社会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布罗夫 著 

［次知识责任］李蓉 译 

  

 

［正题名］近代日本对美协调之路 

［第一责任人］陈月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日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主题词］对外政策/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陈月娥 著 

  

 

［正题名］瞿秋白政论文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建生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以在瞿秋白研究领域从未有过的，既专门研究瞿秋白政论文的角度

所出的一部学术专著，很有新意。 

［知识责任］杨建生 著 

  

 

［正题名］中国 5-10 世纪的寺院经济 

［第一责任人］（法）谢和耐著 

［译者］耿昇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觉群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季羡林 觉醒主编 

［主题词］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中国/5 世纪-10 世纪 

［知识责任］谢和耐 著 

［次知识责任］耿昇 译 

  

 

［正题名］被压抑的现代性 

［副题名］晚清小说新论 

［第一责任人］（美）王德威著 

［译者］宋伟杰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文学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晚清小说作了深入的考察，力求打破“四大小说”或“新小说”式的僵

化论述，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文化场域，就其中的世变与维新、历史与想象、国族意识

与主体情操、文学生产技术与日常生活实践等议题 ，展 了激烈的对话。 

［主题词］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德威 著 

［次知识责任］宋伟杰 译 

  

 

［正题名］陈云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一九三五年十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陈云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陈云 著 

  

 

［正题名］陈云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陈云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陈云 著 

  

 

［正题名］陈云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副题名］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八六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陈云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陈云 著 

  

 

［正题名］历史的耻辱柱 

［副题名］侵华日军将帅毙命全纪录 

［第一责任人］张子申，薛春德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在 1874 年至 1945 年期间毙命中国的 160 名日军将帅的罪恶历史，

他们是军国主义残暴、凶狠、灭绝人性的典型代表，应当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

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谴责。 

［主题词］侵华/将军/战争罪行/史料/日本 

［知识责任］张子申 著 

［知识责任］薛春德 著 

  

 

［正题名］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副题名］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 

［第一责任人］王向远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作为系统研究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问题的第一部专著，使用了大量第一手

原始日文资料，全面揭示了文化侵略的方案、策略、实施途径、方式及其危害，指出日本对

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民间学者、文化人。

因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可以说是“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 

［主题词］帝国主义/文化侵华/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向远 著 

  

 

［正题名］“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副题名］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 

［第一责任人］王向远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做了深入的研究与批判。是国内第一部

系统完整而又简明扼要的日本侵华文学史的研究著作。 

［主题词］帝国主义/文化侵华/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向远 著 

  

 

［正题名］歷代職官表 

［第一责任人］（清）黄本骥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职官表/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黄本骥 编 

  

 

［正题名］民国惩治日本战犯汉奸案 

［第一责任人］韩淑芳，张建安…[等]编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民国大案分类纪实系列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案例/汇编/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韩淑芳 编著 

［知识责任］张建安 编著 

  

 

［正题名］王近山中将 

［第一责任人］谌虹颖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百战将星丛书 

［附注内容］王近山中将在战场上被人称为“王疯子”，一生充满了神奇色彩，本书形象生

动地展现了他的一生，作品思想内涵广阔，意境深远。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谌虹颖 著 

  

 

［正题名］中国天主教述评 

［第一责任人］顾裕禄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涉及唐代景教和元代天主教、明末耶稣会士进入内地从失败到成功、

早的天主教中文教义书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教徒等。 

［主题词］罗马公教/基督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顾裕禄 著 

  

 



［正题名］自诬与自述 

［副题名］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 

［第一责任人］[武汉出版社]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聂绀弩在 1954 年至 1957 年几次运动中的部分交代材料。这些材料

是作者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清理档案时发还的。原件由周健强女

士收藏并提供，朱正整理成书。 

［主题词］政治运动/史料/中国/1949- 

［知识责任］武汉出版社 编 

  

 

［正题名］江苏旧影往事 

［副题名］杏花烟雨 

［第一责任人］王晓华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以“风景旧曾谙”、“咬定青山不放松”、“无尽财源滚滚来”、“牵动长江万

里愁”、“润物细无声”等九个篇章，追逐着山清水秀的江南往事。 

［主题词］地方史/江苏省/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王晓华 著 

  

 

［正题名］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俊瑞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全书首先分析了梁启超对经济学

概念的探讨，接着总结了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和评价，并分析了梁启超对西方经济

学说的取舍态度，指出梁启超不仅善于接受西方经济学说并将其介绍到中国，而且用西方经

济学说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本书从学术史层面，分析

和总结了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知识责任］朱俊瑞 著 

 B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之铁证 

［副题名］向全世界人民鸣冤的诉讼状 

［第一责任人］林长生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分八章，内容包括：问题的起源、虎口余生记、铁证如山、三方面证人的

经历和所见、外国人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等。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 

［知识责任］林长生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冉绵惠，李慧宇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对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历史渊源、推行原因、推行过程以及在全国各省市，

尤其是对四川、重庆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省市的保甲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和研究。 

［主题词］地方政府/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冉绵惠 著 

［知识责任］李慧宇 著 

  

 

［正题名］我的小屋，我的梦 

［副题名］六十年往事：“如歌的行板” 

［第一责任人］陈原著 

［出版者］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知识责任］陈原 著 

  

 

［正题名］毛岸英 

［第一责任人］杨大群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杨大群 著 

  

 

［正题名］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陈丽菲，姚霏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日军/侵华/史料/1931-1945/上海市 

［主题词］军国主义/性犯罪/日本/1931-1945/史料 

［知识责任］苏智良 著 

［知识责任］陈丽菲 著 

［知识责任］姚霏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妇女生活掠影 

［第一责任人］赵东玉李健胜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目鱼石书屋·生活掠影 



［主题词］妇女/社会生活/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赵东玉 编著 

［知识责任］李健胜 编著 

  

 

［正题名］中国儒学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秋升，王洪军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孔子文化论苑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中国儒学的起源》、《经学起源刍探》、《论儒家生死鬼神观的非宗教

性特征》等研究儒学哲学思想的文章 32 篇。 

［主题词］儒家/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秋升 主编 

［知识责任］王洪军 主编 

  

 

［正题名］关系与信任 

［副题名］中国乡村民间组织实证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熠煜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 人文博士前沿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六个部分，研究的对象主要是 1978 年以后在湖南省邵东县出现的民

间组织，以个案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主题词］农村/社会团体/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熠煜 著 

  

 

［正题名］不能忘却的历史 

［副题名］抗战亲历实录 

［第一责任人］贺圣遂，陈麦青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东北的义勇军、上海血战记、孤军八百人、北平城外的游击队、

血战台儿庄、青岛失陷始末记、在香港大酒店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贺圣遂 编 

［知识责任］陈麦青 编 

  

 

［正题名］常州革命史画册 

［第一责任人］徐峻范，居丽琴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画册以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生动形象的画面，展现了 1840 至 1949

年常州人民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的历史，反映了革命前辈和先烈们的高贵品格和崇高精神。 

［主题词］革命史/画册/常州市/1840-1949 

［知识责任］徐峻范 主编 

［知识责任］居丽琴 主编 

  

 

［正题名］国事忆述 

［第一责任人］陈锦华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上，党和政府作出过一系列重大决策，其中作者有

幸参与了一些决策的实施。本书忆述了在其参与的重大决策的实施过程中，亲身感受到它们

的巨大物质力量，及这些举措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变化。这些内容可能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有积极意义。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9- 

［知识责任］陈锦华 著 

  

 

［正题名］梁启超致江庸书札 

［第一责任人］江靖编注 

［译者］汤志钧，马铭德校订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绝大部分是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前后写给江庸的函札和便条，书札内容或涉

及当时政情，或叙及学术活动，其中除人事任免外，对当时政局也多针砭 

［知识责任］江靖 编注 

［次知识责任］汤志钧 校订 

［次知识责任］马铭德 校订 

  

 

［正题名］上海医科大学纪事 

［副题名］1927-2000 

［第一责任人］《上海医科大学纪事》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正题名］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五卷 

［并列题名］Studies in Sinology 

［书目卷册］Volume ⅩⅤ 

［第一责任人］袁行霈主编 



［译者］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凤城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六章，主要包括“从不是‘问题’到构成‘大问题’”、“阶级斗争与革

命思维框架下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摇摆不定的理论与政策”、“拨乱反正、高度评价与

政策创新”等内容。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主题词］知识分子政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杨凤城 著 

  

 

［正题名］血肉长城 

［副题名］抗战前线将领访谈 

［第一责任人］郭沫若，田汉…[等]著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抗战档案 

［附注内容］本书从不同侧面与角度收录了国共两党上至朱德、彭德怀等，下至普通战士，

以及游击队将领或访谈、或浴血杀敌的通讯。以当时的文字与图片重现了抗日军民的故事，

追忆了一些英雄事迹。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中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郭沫若 著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大刀向鬼子砍去 

［副题名］抗日烽火中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潘汉年…[等]著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抗战档案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抗战时期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包括“对日抗战中的八路军”、“晋东

南军中杂记”、“抗战时期的延安”、“一件并不轰轰烈烈的故事”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抗日斗争/战役/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潘汉年 著 

  

 

［正题名］控诉 

［第一责任人］张一波，李恕主编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经世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四个老人讲述自己那段恶梦般的经历，为的是讨还历史公道，伸张民

族正义，维护民族尊严，让历史不再重演。 

［主题词］侵华/史料/日本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张一波 主编 

［知识责任］李恕 主编 

  

 

［正题名］章士钊诗友翰墨 

［第一责任人］刘凤桥著 

［出版者］万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万卷名家收藏 

［主题词］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凤桥 著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四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儿时沉浮忆当年”、“北大‘文革’二三事”、“黄乃伯伯”、“‘亡国

奴’的痛与血”等内容。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四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东京审判的道德与权利”、“回顾童年

所受的奴化教育”、“抗战时期的优待证”等内容。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四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金陵大学‘五二○’学运二三事”、“上海西侨集中营亲历记”、“清

末新军南北首领的珍贵合影”等内容。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民国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民国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一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一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一三）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一四）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一五）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一六）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一七）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一八）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一九）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二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二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二三）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二四）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二五）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二七）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二八）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二九）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十）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三）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四）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五）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六）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七）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八）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九）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十）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三）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四）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五）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二歷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相关资料中辑录而

成的。收录的会议文件始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止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本会议录共四十五册，

一至三十六册为立法院会议录，三十七至四十五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前者按召

的时间为序排列，后者按各专门委员会相对集中并以各委员会 早的一次会议召 时间为

序，其中联席会议又辅之以联席者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本会议录的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

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 

  

 

［正题名］客陕西撫部笺牘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系清朝道光年间著名学人陆耀遹为本陕西巡抚撰写之政务往来公函。全书

依内容分为三类：一为庆贺类；二为慰唁类；三为问讯录，凡百余件。所写内容形式统一，

辞藻华美，语言流畅，朗朗上口，再现了清道光年间官场往来公函独有的模式，具有相当的

史料价值。另外，这些政务往来公函对研究清代官场风习、对研究清代陕西史、对研究捻军

史，都将大有裨益。 

［主题词］政治史/史料/陕西/道光年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陕西/道光年 

  

 

［正题名］新疆龍堆奏議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系新疆伊犁等专题奏议。收录了清道光年间伊犁同知理萨奕、祥霖以及萨

德关于伊犁等地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文化、民族等方面的重要奏议，凡二十九件。龙

堆，在新疆罗部泊以东至甘肃嘉峪关间的沙漠之地，古代为西域交通要道。本书的二十九件

奏议，忠实地再现了道光年萨奕等人任上的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主题词］奏议/新疆/道光年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新疆/道光年 

  

 

［正题名］曾國荃剿匪疏牘摺奏秘稿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曾国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是湘军的主要首领，在中国近代历史

舞台上也曾经推波助澜，起过关键作用。他的政治思想，他的一生事业，都在政治、军事等

方面影响当时及后世。可惜，有关他的历史文献资料传世不多，尤其第一手资料更为罕见，

这批秘奏疏牍填补了这方面的缺憾。本书包括：曾国荃上书皇帝的秘奏、皇帝的批示、致各

地和同僚的书牍、批复、条陈、札、咨、示稿等数百件，将会给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极有价

值的宝贵史料。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1862-1874 

［主题词］军事史/史料/中国/1862-1874 

  

 

［正题名］曾國荃剿匪疏牘摺奏秘稿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曾国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是湘军的主要首领，在中国近代历史

舞台上也曾经推波助澜，起过关键作用。他的政治思想，他的一生事业，都在政治、军事等

方面影响当时及后世。可惜，有关他的历史文献资料传世不多，尤其第一手资料更为罕见，

这批秘奏疏牍填补了这方面的缺憾。本书包括：曾国荃上书皇帝的秘奏、皇帝的批示、致各

地和同僚的书牍、批复、条陈、札、咨、示稿等数百件，将会给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极有价

值的宝贵史料。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1862-1874 

［主题词］军事史/史料/中国/1862-1874 

  

 

［正题名］麟见亭奏稿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麟庆（1791-1864），字振祥、伯馀，号见亭，姓完颜氏，属满洲镶黄旗。先后

担任清安徽徽州知府，历任河南升、歸、陈、许道巡道，河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湖北巡

抚，江南河道总督。本书所载奏稿，依麟庆任职的先后，反映了各地官员的升调考核、田赋

关税、库存银两、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货币铸造等，使研究道光年间政治、经济、水利工

程、军事、外交的稀见史料。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麟见亭奏稿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麟庆（1791-1864），字振祥、伯馀，号见亭，姓完颜氏，属满洲镶黄旗。先后

担任清安徽徽州知府，历任河南升、歸、陈、许道巡道，河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湖北巡

抚，江南河道总督。本书所载奏稿，依麟庆任职的先后，反映了各地官员的升调考核、田赋

关税、库存银两、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货币铸造等，使研究道光年间政治、经济、水利工

程、军事、外交的稀见史料。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沈文肅船工奏稿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沈葆桢（1820-1879），原名沈振宗，字翰宇，謚文肃，福建侯官人。本书汇集

了沈葆桢从同治九年丁父忧后，道任船政大臣的数年间，集所见、所历、所闻为主要内容，

上疏上奏关乎地方政治、军事、经济、实业等诸多事。尤其反映了当时太平军与官兵作战、

以及任船政大臣期间的民族造船业之情形。内容丰富翔实，资料真实准确。为研究清末政府

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所作所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沈文肅船工奏稿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沈葆桢（1820-1879），原名沈振宗，字翰宇，謚文肃，福建侯官人。本书汇集

了沈葆桢从同治九年丁父忧后，道任船政大臣的数年间，集所见、所历、所闻为主要内容，

上疏上奏关乎地方政治、军事、经济、实业等诸多事。尤其反映了当时太平军与官兵作战、

以及任船政大臣期间的民族造船业之情形。内容丰富翔实，资料真实准确。为研究清末政府

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所作所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黄少司寇奏疏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他曾官至工科给事中、

鸿臚寺卿通政使、刑部右侍郎。本书依黄爵滋任职先后次序，分为给事中疏、鸿臚寺卿疏、

刑部侍郎疏、使闽浙疏、使山陕疏等五大部分，多层次、多方位第反映清道光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黄少司寇奏疏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他曾官至工科给事中、

鸿臚寺卿通政使、刑部右侍郎。本书依黄爵滋任职先后次序，分为给事中疏、鸿臚寺卿疏、

刑部侍郎疏、使闽浙疏、使山陕疏等五大部分，多层次、多方位第反映清道光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中国近代百年史资料丛编 

［书目卷册］甲编上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我国自鸦片战争 始到辛亥革命前夕动荡岁月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大

事件，本丛编没有具体描述事件的本身，而是通过一些当政的宫廷官宦、资深名人探结事件

的内情，从而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经过和结局。其中不乏许多显为人

知的史料，对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极具价值。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史料/中国/1840-1911 



  

 

［正题名］中国近代百年史资料丛编 

［书目卷册］甲编下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歷史檔案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我国自鸦片战争 始到辛亥革命前夕动荡岁月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大

事件，本丛编没有具体描述事件的本身，而是通过一些当政的宫廷官宦、资深名人探结事件

的内情，从而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经过和结局。其中不乏许多显为人

知的史料，对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极具价值。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史料/中国/1840-1911 

  

 

［正题名］日本侵華戰犯筆供 

［书目卷册］第壹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檔案館整理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1955年中国 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侵华日军战犯中的铃木启久、

藤田茂、上坂胜、佐佐真之助的笔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本书为日文和中文

对照影印版。 

［主题词］侵华/罪行/史料/汉文/日文 

［主题词］侵华/战犯/回忆录/日本/汉文/日文 

  

 

［正题名］日本侵華戰犯筆供 

［书目卷册］第贰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檔案館整理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 1955 年中国 高人民法院审判的 45 名侵华日军战犯中的城野宏、

相乐圭二、菊地修一的笔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本书为日文和中文对照影印

版。 

［主题词］侵华/罪行/史料/汉文/日文 

［主题词］侵华/战犯/回忆录/日本/汉文/日文 

  

 

［正题名］日本侵華戰犯筆供 

［书目卷册］第叁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檔案館整理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侵华/罪行/史料/汉文/日文 

［主题词］侵华/战犯/回忆录/日本/汉文/日文 

  

 

［正题名］日本侵華戰犯筆供 

［书目卷册］第肆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檔案館整理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1955年中国 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侵华日军战犯中的永富博之、

住岡义一、大野泰治的笔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本书为日文和中文对照影印

版。 

［主题词］侵华/罪行/史料/汉文/日文 

［主题词］侵华/战犯/回忆录/日本/汉文/日文 

  

 

［正题名］日本侵華戰犯筆供 

［书目卷册］第伍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檔案館整理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 1955 年中国 高人民法院审判的 45 名侵华日军战犯中的笠实、神

野久吉、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的笔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本书为日文和中文

对照影印版。 

［主题词］侵华/罪行/史料/汉文/日文 

［主题词］侵华/战犯/回忆录/日本/汉文/日文 

  

 

［正题名］日本侵華戰犯筆供 

［书目卷册］第陆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檔案館整理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 1955 年中国 高人民法院审判的 45 名侵华日军战犯中的齐藤美夫

之、中井久二、三宅秀也的笔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本书为日文和中文对照

影印版。 

［主题词］侵华/罪行/史料/汉文/日文 

［主题词］侵华/战犯/回忆录/日本/汉文/日文 

  

 

［正题名］日本侵華戰犯筆供 

［书目卷册］第柒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檔案館整理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1955年中国 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侵华日军战犯中的横山光彦、

杉原一策、佐古龙祐、原弘志的笔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本书为日文和中文

对照影印版。 

［主题词］侵华/罪行/史料/汉文/日文 

［主题词］侵华/战犯/回忆录/日本/汉文/日文 

  

 

［正题名］日本侵華戰犯筆供 

［书目卷册］第捌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檔案館整理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1955年中国 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侵华日军战犯中的岐部兴平、

今吉均、田井久二郎、木村光明、岛村三郎的笔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本书

为日文和中文对照影印版。 

［主题词］侵华/罪行/史料/汉文/日文 

［主题词］侵华/战犯/回忆录/日本/汉文/日文 

  

 

［正题名］日本侵華戰犯筆供 

［书目卷册］第玖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檔案館整理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1955年中国 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侵华日军战犯中的鹿毛繁太、

筑谷章造、吉房虎雄、柏叶勇一、藤原广之进的笔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本

书为日文和中文对照影印版。 

［主题词］侵华/罪行/史料/汉文/日文 

［主题词］侵华/战犯/回忆录/日本/汉文/日文 

  

 

［正题名］日本侵華戰犯筆供 

［书目卷册］第拾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檔案館整理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1955年中国 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侵华日军战犯中的上坪铁一、

蜂须贺重雄、堀口正雄、野崎茂作、溝口嘉夫、志村行雄、小林喜一、西永彰治的笔供，揭

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本书为日文和中文对照影印版。 

［主题词］侵华/罪行/史料/汉文/日文 

［主题词］侵华/战犯/回忆录/日本/汉文/日文 

  



 

［正题名］口述历史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王俊义，丁东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逝者留声、名流青史、长卷先睹、百姓沧桑、多维视角、评议与思考

等栏目，共收有十几篇文章，如《黄万里先生访谈录》、《一支一度失去党的领导的红军》、

《我的“抗战八年”》、《吕荧的历史悲剧》等。 

［主题词］口述历史学/丛刊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王俊义 主编 

［知识责任］丁东 主编 

  

 

［正题名］沙孟海兄弟风雨录 

［第一责任人］黄仁柯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沙孟海等 5 兄弟的经历，展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知

识分子的成长经历。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黄仁柯 著 

  

 

［正题名］读史阅世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何炳棣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何炳棣/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何炳棣 著 

  

 

［正题名］一九二○年代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 in 1920's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中华民国史学科 

［主题词］历史/研究/文集/中国/1920 

  

 

［正题名］关于新四军 

［第一责任人］童志强著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全书分考证、人物研究、纵论、皖南事变研究四大部分，内容涉及新四军诞生

的历史背景、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评价，以及对皖南事变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探讨，不少内容填补了新四军研究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知识责任］童志强 著 

  

 

［正题名］黄金武士 

［副题名］二战日本掠夺亚洲巨额黄金黑幕 

［第一责任人］（美）斯特林·西格雷夫，佩吉·西格雷夫著 

［译者］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考察了战时日本对亚洲抢劫以及持续至今的对这些赃物的所有权的争夺。

争夺者包括日本和美国银行、中央情报局官员、有超自然能力的人、约翰·博奇社、歹徒、

菲律宾总统、骗子和日本天皇。 

［主题词］近代史/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西格雷夫 著 

［知识责任］西格雷夫 著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全史 

［书目卷册］上编 

［丛书］1931.9-1937.6 

［第一责任人］萧一平，郭德宏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敌

我双方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研究分析抗日战争过程中正面战场和敌

后战场的态势与特点；研究、探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及其特殊规律

性等问题。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1931-1937 

［知识责任］萧一平 主编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全史 

［书目卷册］中编 

［丛书］1937.7-1941.11 

［第一责任人］萧一平，郭德宏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敌



我双方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研究分析抗日战争过程中正面战场和敌

后战场的态势与特点；研究、探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及其特殊规律

性等问题。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1937-1941 

［知识责任］萧一平 主编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全史 

［书目卷册］下编 

［丛书］1941.12-1946.9 

［第一责任人］萧一平，郭德宏主编 

［出版者］四川出版集团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敌

我双方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研究分析抗日战争过程中正面战场和敌

后战场的态势与特点；研究、探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及其特殊规律

性等问题。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1941-1946 

［知识责任］萧一平 主编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 

［书目卷册］2004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汝信，赵世林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社会科学/年鉴/中国/2004 

［知识责任］汝信 主编 

［知识责任］赵世林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 

［书目卷册］2004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汝信，赵世林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社会科学/年鉴/中国/2004 

［知识责任］汝信 主编 

［知识责任］赵世林 主编 



  

 

［正题名］世界外交大辞典 

［并列题名］Dictionary on World's Diplomacy 

［书目卷册］上（A～L） 

［第一责任人］钱其琛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外交/辞典/世界 

［知识责任］钱其琛 主编 

  

 

［正题名］世界外交大辞典 

［并列题名］Dictionary on World's Diplomacy 

［书目卷册］下（M～Z） 

［第一责任人］钱其琛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外交/辞典/世界 

［知识责任］钱其琛 主编 

  

 

［正题名］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学术史丛书 

［附注内容］五四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作者以五四为专题，论述了五四的历史、五四时期

的文学、大学教育、学术表述以及新文化等问题， 

［主题词］五四运动（1919）/研究 

［知识责任］陈平原 著 

  

 

［正题名］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周新国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五大篇，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祝辞，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祝辞，口述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现状，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等 

［主题词］口述历史学/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周新国 主编 

  

 

［正题名］魂兮归来 



［副题名］随中国远征军赴印缅抗战手记 

［第一责任人］王业腾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风云岁月纪实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是其作者根据主人公凌伯昂原稿（书信体）及其子女的笔记整理而成。书

中凌伯昂记述了自己追随戴安澜将军、孙立人赴印缅抗战的许多事件，对我们今天研究、了

解中国远征军赴印缅抗战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主题词］国民党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主题词］远征军/国民党军/史料/1942-1945 

［知识责任］王业腾 著 

  

 

［正题名］于凤至 

［副题名］张学良将军夫人 

［第一责任人］魏连生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知识责任］魏连生 著 

  

 

［正题名］飞虎将军陈纳德 

［并列题名］Fiying Tiger General Chennault 

［第一责任人］李建丰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将军的传奇事迹，摘掉了他反共的帽子，还他一

个政治勇猛、一心消灭侵略者的天才飞行家和反法西斯英雄的真实形象。同时还如实地解释

了陈纳德离 中国的原因与情景。 

［知识责任］李建丰 著 

  

 

［正题名］周作人论日本 

［第一责任人］周作人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周作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并在日本生活了六年之久，所以他对于日本的文化与

生活，有着真正的喜爱和欣赏。正因为如此，他对日本的研究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今天读

来仍有不可低估的时代意义和警醒价值。 

［知识责任］周作人 著 

  

 

［正题名］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主编 



［译者］田苏苏，何天义副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主题词］侵华/史料/日本 

［知识责任］谢忠厚 主编 

［次知识责任］田苏苏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何天义 副主编 

  

 

［正题名］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 

［第一责任人］史丁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3 章，内容包括：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日本帝

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 等。 

［主题词］侵华事件/战争罪行/历史/日本 

［知识责任］史丁 著 

  

 

［正题名］日本战犯的再生之地 

［副题名］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副题名］[中英文本] 

［并列题名］Place of New Life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副题名］China Fushun War Criminals Management Center 

［第一责任人］抚顺战犯管理所编（Compiled by China Fushun War Criminals Management 

Center）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侵华/战犯/改造/中国/史料 

  

 

［正题名］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副题名］[中英文本] 

［并列题名］Repatriation of one million Japanese via Huludao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真实的历史图片，展现了 1945 年在中国东北城市葫芦岛，中国人将

105 万日本侨民，其中包括一些曾经伤害过中国同胞的日战俘送回日本的情景。 

［主题词］侵华事件/侨民/日本/1945/史料 

  

 



［正题名］劳谦君子陶行知 

［第一责任人］王一心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知识责任］王一心 著 

  

 

［正题名］难民区百日 

［副题名］亲历日军大屠杀的西方人 

［第一责任人］（日）笠原十九司著 

［译者］李广廉，王志君译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百日”是指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城 始，到 1938 年 3 月

28 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为止。内容包括：南京空袭的日日夜夜、通往南京征途上

的日军、南京难民区的成立、南京大屠杀的 始、南京陷落等。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 

［知识责任］笠原十九司 著 

［次知识责任］李广廉 译 

［次知识责任］王志君 译 

  

 

［正题名］沈家本评传 

［第一责任人］李贵连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190 匡亚明主编 

［附注内容］清末修律的主持人沈家本，是丛刑部司员一步步走上“当家堂官”的位置。他

是一位公认的法律专家，同时又领导了一场针对旧律的改革。这场改革使得运行了约两千年

的旧法律走到了尽头，从此中国人得以生活在现代法律体系中。 

［知识责任］李贵连 著 

  

 

［正题名］魏源评传 

［第一责任人］陈其泰，刘兰肖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122 匡亚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多角度、立体式地对魏源的经世思想的形成，成就显著的改革实践，对今

文经学精义的阐发，爱国御悔思想和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性贡献，在哲学、史学、文学等

领域的诸多建树，以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精到的评价。 

［知识责任］陈其泰 著 

［知识责任］刘兰肖 著 

  



 

［正题名］热血忠魂 

［副题名］抗日名将张自忠传奇 

［第一责任人］张传华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系列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描写了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从投笔从戎、直至在抗日战场上壮烈殉国

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知识责任］张传华 著 

  

 

［正题名］靖国神社供奉的日本甲级战犯罪行录 

［第一责任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组织编写 

［出版者］学习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侵华/战犯/日本/史料 

  

 

［正题名］欧阳毅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欧阳毅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7 

［知识责任］欧阳毅 著 

  

 

［正题名］论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作战 

［副题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徐康明著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作者二战史研究论文 21 篇。文章的内容集中于亚洲——太平洋战

线，主要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无条件投降政策与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前因后果，中、美、英三大

盟国在中缅印战场的对日作战两个方面。 

［主题词］战争史/研究/1939-1945/文集 

［知识责任］徐康明 著 

  

 

［正题名］强制劳动 

［副题名］侵略的见证 死亡的话题 

［第一责任人］何天义，范媛媛，何晓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丛书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研究/日本/1932-1937 

［知识责任］何天义 著 

［知识责任］范媛媛 著 

［知识责任］何晓 著 

  

 

［正题名］毒气战 

［副题名］追寻恶魔的踪迹 

［第一责任人］步平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丛书 

［主题词］化学战/侵华事件/研究/日本/1937-1945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研究 

［知识责任］步平 著 

  

 

［正题名］万人坑 

［副题名］千万冤魂在呼唤 

［第一责任人］李秉刚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丛书 

［主题词］侵华事件/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李秉刚 著 

  

 

［正题名］东京审判 

［第一责任人］余先予，何勤华，蔡东丽著 

［出版者］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犯罪学大百科全数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审理/史料/战犯/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知识责任］余先予 著 

［知识责任］何勤华 著 

［知识责任］蔡东丽 著 

  

 

［正题名］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 

［第一责任人］张军锋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知识责任］张军锋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与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宋玉玺，莫巧琳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在抗日战争中的事迹，内容包括：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坚持冀南地区的抗日斗争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宋玉玺 著 

［知识责任］莫巧琳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任振杰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四章，包括未雨绸缪、奠基民族抗战、民族对决、挥师山西、旷世名

著、质问国民党、百年大计、 后一战等章节。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任振杰 著 

  

 

［正题名］刘少奇与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王双梅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 10 章，介绍了刘少奇同志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正确地把握抗

日战争发展的方向，创造性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组织和动员千千万万的

民众，投入到武装抗日的殊死斗争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双梅 著 

  

 

［正题名］彭德怀与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尚伟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彭德怀成长经历和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抗战结束这

14 年国内外时局变化的回顾，全面真实地再现这一时期彭德怀同志出生入死、转战南北的

战斗历程，顽强不屈、身先士卒的军人性格，雷厉风行、历险不惊的大将风范，运筹帷幄、

灵活务实的军事韬略。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尚伟 主编 

  



 

［正题名］朱德与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胡玥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介绍了朱德在抗日战争中的事迹，内容包括：吹响抗战号角、部署平

型关战役、伫马太行、再回延安、百战新师惊贼胆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玥 著 

  

 

［正题名］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副题名］鲁斯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罗宣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新闻媒体如何在美国公众中炮制出一个“美国化”的中国形象，讲述

了亨利·鲁斯如何把他所鼓吹的“美国世纪”应用在他魂牵梦绕的中国身上。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人物研究/美国/现代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研究 

［知识责任］罗宣 著 

  

 

［正题名］日苏关系史 

［副题名］1917-1991 

［第一责任人］李凡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所论述的“日苏关系史”，主要以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到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这一时

期内，日本对苏联关系的发展历史。 

［主题词］日苏关系/国际关系史/1917～1991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李凡 著 

  

 

［正题名］顾准的 后 25 年 

［第一责任人］罗银胜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长廊与背影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4 章，包括：上海的早晨；大都会里的“财税总管”；一夜之间颓倒

的“老虎”；攀援的年代；从京城到息县；著作流布等。 

［知识责任］罗银胜 著 



  

 

［正题名］郭沫若的 后 29 年 

［第一责任人］贾振勇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长廊与背影书系 

［附注内容］郭沫若以其革命文化界领袖的形象，在社会与自我的双重塑造中，在浩浩荡荡

的历史潮流中，渐渐地收敛了他浪漫张扬的个性。这就是郭沫若 后一段人生岁月中面临的

境况，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一个缩影。本书即讲述了这段历史。 

［知识责任］贾振勇 著 

  

 

［正题名］腹地的构建 

［副题名］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并列题名］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副题名］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第一责任人］（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 

［译者］马俊亚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喜玛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 1993 年英文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探索了清末民初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作者采用了大量新资

料，认为一些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其他地区系统的不发展；同时还认为，腹地市被创造的，而

不是被发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群体与外部力量的方略所造成的。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华北地区/1853-1937 

［知识责任］彭慕兰 著 

［知识责任］Pomeranz 著 

［次知识责任］马俊亚 译 

  

 

［正题名］中国地理学史 

［副题名］先秦至明代 

［第一责任人］王成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科学技术类 

［主题词］地理学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成祖 著 

  

 

［正题名］历史地理学四论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著 



［出版者］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科学技术类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研究 

［知识责任］侯仁之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史学类 

［附注内容］本卷史中国人口研究领域中一部详细、全面而系统的专著。人口调查制度、人

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分布、人口与历史的关系等方面，史本书的重点所在。同时，本卷还

论述了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调查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推算其时的人口数量、分布及

其形成原因，并讨论了户均人口分布问题。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先秦至南北朝 

［知识责任］葛剑雄 主编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责任人］冻国栋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史学类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地讨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户口统计与籍账制度、著籍户口的变化过程

与各主要时段户口变动的特点、人口的分布和不同人户的迁移背景，以及人口的家庭规模结

构和城乡结构、职业结构等问题，并对隋唐五代人口现象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隋唐时代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知识责任］葛剑雄 主编 

［知识责任］冻国栋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辽宋金元时代 

［第一责任人］吴松弟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史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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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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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域人口发展过程和相关因素，及其内部的人口分布状况。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知识责任］葛剑雄 主编 

［知识责任］吴松弟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明时期 

［第一责任人］曹树基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史学类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各种官修史书和明人文集、笔记、地方志及档案资料，深入讨论了明

代户口调查与户籍管理、内地各省分府人口、边疆地区汉族少数民族人口、人口增长率、人

口的分布与迁移、城市人口与其他人口结构、明末人口锐减等关于明代人口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并对影响明代变动的内在规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探讨。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葛剑雄 主编 

［知识责任］曹树基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清时期（上） 

［第一责任人］曹树基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史学类 

［附注内容］本卷依据史书、会要、文集、笔记及地方志，对清朝的户口调查统计制度和能

收集到的全部户口数据，进行了详细考证，论述了此时期的人口发展过程，探讨了各区域人



口发展过程和相关因素，及其内部的人口分布状况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葛剑雄 主编 

［知识责任］曹树基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清时期（下） 

［第一责任人］曹树基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史学类 

［附注内容］本卷依据史书、会要、文集、笔记及地方志，对清朝的户口调查统计制度和能

收集到的全部户口数据，进行了详细考证，论述了此时期的人口发展过程，探讨了各区域人

口发展过程和相关因素，及其内部的人口分布状况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葛剑雄 主编 

［知识责任］曹树基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1910～1953） 

［第一责任人］侯杨方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史学类 

［附注内容］本卷收集 1910 年至 1953 年期间大量的中国人口数据，并根据其来源及人口普

查、登记和调查的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判别。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1910～1953 

［知识责任］葛剑雄 主编 

［次知识责任］侯杨方 著 

  

 

［正题名］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秦珊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中华美国学会中华美国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的出版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

的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讨论了 1913 到 1921 年间，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内的美国对华

政策。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说明了美国对华政策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的一种反映，而是与在

华拥有特殊利益的欧洲列强和日本发生直接厉害冲突的多边国际关系的反映，从而比较全面

地反映了美国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对华政治、经济政策。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研究/1913-1921 

［知识责任］秦珊 著 

  

 

［正题名］陷都血泪录 

［第一责任人］郭岐著 

［译者］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南京大屠杀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南京师范大学“十五”“211 工程”建设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是郭岐先生以纪事本末体裁，文艺的笔法，对当年南京沦陷、日军入城的

暴行所作的翔实的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郭岐 著 

  

 

［正题名］佛门避难记 

［第一责任人］钮先铭著 

［译者］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南京大屠杀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南京师范大学“十五”“211 工程”建设项目 

［附注内容］钮先铭（1912-1996），蒙古族，江西省九江市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本书是钮

先铭先生的自传体回忆录。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先生（任国民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

导总队工兵团营长兼团附）躲避在鸡鸣寺，他把听到的、亲身经历过的有关大屠杀的消息、

情况记录了下来，是迄今为止关于南京大屠杀兴存者的极为罕见的完整的个人生活史，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钮先铭 著 

  

 

［正题名］庚款留学百年 

［第一责任人］程新国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从庚款留学源头说起，继而全面追寻这一群体不同寻常的求索历程。包括



“庚款兴学”、“美雨欧风”、和“再造中国”三部分。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庚子赔款/中国/1901-1911 

［知识责任］程新国 著 

  

 

［正题名］晚清史研究新视野 

［第一责任人］杨宗亮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散论》、《“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观照》、

《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兼论历史运动的力》等 12 篇文章。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杨宗亮 著 

  

 

［正题名］日本侵华的铁证 

［副题名］日本记者镜头下的九一八事变 

［第一责任人］亢稚文，谢春河编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九一八事变（1931）/史料/图集 

［知识责任］亢稚文 编著 

［知识责任］谢春河 编著 

  

 

［正题名］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 

［副题名］图文见证八路军抗战史 

［副题名］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 

［第一责任人］（英）林迈可著 

［译者］杨重光，郝平译 

［译者］李效黎校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林迈可是英国人，无线电专家，当年受聘为燕京大学。在珍珠八路军港事件后

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进入晋察冀边区，在晋察冀和延安工作到抗战胜利。本书以图文的形式见

证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历史。 

［主题词］抗日根据地/史料 

［知识责任］林迈可 著 

［知识责任］Michael 著 

［次知识责任］杨重光 译 

［次知识责任］郝平 译 

［次知识责任］李效黎 校 

  



 

［正题名］见证罪恶 

［副题名］日本的“我的奋斗” 

［第一责任人］（美）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著 

［译者］王金铃译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为著者尘封 60 余年的遗作，采访日本首相、亲王、外相、匪头及日本海

陆军将军等上层人物，揭秘日本灭亡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计划及令人发指的“鸦片战略”。 

［主题词］军国主义/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华莱士 著 

［知识责任］Wallace 著 

［次知识责任］王金铃 译 

  

 

［正题名］篱外的春天 

［副题名］中国女性与近现代文明的演进 

［第一责任人］张琛，袁熙旸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阅读女性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现代人的眼光和心灵陈述了中国女性奋斗经历：摆脱“三从四德”、

“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锁链；走出围墙，接受教育，争取男女同校就学等内容。 

［主题词］妇女/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妇女/历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琛 著 

［知识责任］袁熙旸 著 

  

 

［正题名］东洋史说苑 

［第一责任人］（日）桑原隲藏著 

［译者］钱婉约，王广生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日本中国学文萃 

［附注内容］本书从文化、宗教、习俗、气质、人物、时事等六个方面，收入作者 17 篇文

章，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探究。 

［主题词］汉学/研究/日本/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桑原骘藏 著 

［次知识责任］钱婉约 译 

［次知识责任］王广生 译 

  

 



［正题名］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菊艳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沦陷前广东经济概貌与局部经济损失、广东局部沦陷与被侵区

域遭受的经济损失、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经济略夺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影响/经济发展/研究/广东省 

［知识责任］黄菊艳 著 

  

 

［正题名］对日寇 后一战 

［副题名］歼灭日本关东军 

［第一责任人］田志和著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 9 章，内容包括：凋谢的陆军之花、危亡的日本帝国、苏联对日宣战、

苏联红军辣手摧花、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关东军的覆灭、中共接收东北主权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东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史料/抗日战争（1937-1945） 

［知识责任］田志和 著 

  

 

［正题名］东北抗战实录 

［第一责任人］《东北抗战实录》编写组编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东北地区 

  

 

［正题名］征途漫漫 

［副题名］我的红军生涯 

［第一责任人］袁林口述 

［译者］袁永民，文尚卿整理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知识责任］袁林 口述 

［次知识责任］袁永民 整理 

［次知识责任］文尚卿 整理 

  

 

［正题名］元帅智慧 

［副题名］徐向前 

［第一责任人］郭胜伟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知识责任］郭胜伟 著 

  

 

［正题名］红安两百将领传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王近山、刘飞、胡奇才、詹才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 国将

领们的光辉业绩、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战斗作风、高尚的品德思想等。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红安县 

  

 

［正题名］红安两百将领传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王近山、刘飞、胡奇才、詹才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 国将

领们的光辉业绩、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战斗作风、高尚的品德思想等。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红安县 

  

 

［正题名］共和国元勋轶事 

［副题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常务副局长高富有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高富有，高英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高富有 著 

［知识责任］高英 著 

  

 

［正题名］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书目卷册］1 

［丛书］损失调查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 

［译者］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解放区与国民政府有关调查、文献报刊，并附录部

分有关日伪档案资料。 

［主题词］档案资料/华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侵华/战争/损失/调查/华北地区/档案资料 

［知识责任］谢忠厚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瑞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田苏苏 总主编 

  

 

［正题名］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书目卷册］2 

［丛书］战犯供述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 

［译者］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战犯及当事人的有关口供、笔供及部分侦讯终结书,

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的侵略罪行。本书分 60 篇，内容包括：侦讯铃木启久的总结

意见书、铃木启久的口供、侦讯藤田茂的总结意见书、藤田茂的笔供、侦讯上坂胜的总结意

见书、上坂胜的口供等。 

［主题词］档案资料/华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侵华/战犯/回忆录/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谢忠厚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瑞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田苏苏 总主编 

  

 

［正题名］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书目卷册］3 

［丛书］大屠杀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 

［译者］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大量资料档案，力图从多角度展示大屠杀这一专题，分 6 大部分，

内容包括：日军在华屠杀概况资料、日军在晋察冀的屠杀资料、日军在晋冀鲁豫的屠杀资料

等。 

［主题词］档案资料/华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侵华/罪行/日本/937-1945/档案资料 

［知识责任］谢忠厚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瑞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田苏苏 总主编 

  

 

［正题名］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书目卷册］4 

［丛书］无人区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 

［译者］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大量日军制造无人区的血腥罪行，分五大部分，内容包括为：长城

沿线“无人区”；晋东北“无人区”；曲、灵、行“无人区”；其他“无人区”等。 

［主题词］档案资料/华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侵华/罪行/档案资料/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谢忠厚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瑞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田苏苏 总主编 

  

 

［正题名］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书目卷册］5 

［丛书］细菌战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 

［译者］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大量调查，揭 了日军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大量屠杀华北人民的史实。

全书分为六大部分，内容包括：华北(甲)1855 部队的组织系统、1855 部队进行活人试验和

活人解剖的罪证、1855 部队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证等。 

［主题词］档案资料/华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侵华事件/生物战/日本/1937-1945/档案资料 

［知识责任］谢忠厚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瑞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田苏苏 总主编 

  

 

［正题名］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书目卷册］6 

［丛书］毒气战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 

［译者］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搜集大量档案资料，揭露日军毒气战的罪恶事实。全书分 6 大部分，内容

包括侵华日军华北毒气战的部署、用活人做毒气战试验与训练、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毒气

战等。 

［主题词］档案资料/华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化学战/侵华事件/日本/1937-1945/档案资料 

［知识责任］谢忠厚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瑞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田苏苏 总主编 

  

 

［正题名］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书目卷册］7 

［丛书］集中营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 

［译者］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石家庄集中营、济南集中营、太原集中营口、北平集中营、青岛集

中营、塘沽集中营、洛阳集中营等九个集中营的档案资料。 

［主题词］档案资料/华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集中营/侵华事件/华北地区/1937-1945/档案资料 

［知识责任］谢忠厚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瑞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田苏苏 总主编 

  

 

［正题名］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书目卷册］8 

［丛书］奴役劳工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 

［译者］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日本在华北形成了一整套进行劳务统制的组织机构、政策措施、强

制手段、使华北劳工遭到奴录般的奴役迫害的史实。内容包括综述、调查与控诉、日伪华北

劳务统制档案文献资料选编等。 

［主题词］档案资料/华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华北地区/1937-1945/档案资料 

［知识责任］谢忠厚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瑞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田苏苏 总主编 

  

 

［正题名］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书目卷册］9 

［丛书］性暴力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 

［译者］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调查研究，对日军反人类罪进行揭露，分为三大部分，内容包括为：



日军在华北各地设置慰安所的罪证、日军对华北城乡妇女奸淫强暴的罪证、研究与发现等方

面。 

［主题词］档案资料/华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军国主义/性犯罪/日本/1931-1945/档案资料 

［知识责任］谢忠厚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瑞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田苏苏 总主编 

  

 

［正题名］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书目卷册］10 

［丛书］文化侵略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 

［译者］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分五部分，内容为日伪宣教机构及其奴化施策；日军“宣抚班”进行欺骗

宣传的罪证；新民会组织及进行反动宣教活动的罪证；日军对学校、文化机构犯下的罪行罪

证；中国揭露的对中国历史文物破坏和掠夺的罪证。 

［主题词］档案资料/华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文化侵略/战争罪行/日本/1937-1945/档案资料 

［知识责任］谢忠厚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瑞智 总主编 

［知识责任］田苏苏 总主编 

  

 

［正题名］学术的风采 

［副题名］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论文选粹 

［丛书］人文科学卷 

［第一责任人］程郁 ，龙协涛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北大学者们用心血写成的学术代表作，它真实地反映了北京大学这所

百年名校五十年的学术沧桑，集本个世纪学术精粹之大成，使我们真切感到学术的尊严和学

术的风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人文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程郁  主编 

［知识责任］龙协涛 主编 

  

 

［正题名］学术的风采 

［副题名］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论文选粹 

［丛书］社会科学卷 



［第一责任人］程郁 ，龙协涛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北大学者们的学术精粹论文 24 篇，主要有：《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

的水源问题》、《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

建社会内部》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程郁  主编 

［知识责任］龙协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简明史学史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史家、史书和史学方法；史学的理论、

规律和传统三部分内容。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瞿林东 著 

  

 

［正题名］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周振鹤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地方行政制度的由来，郡县制的“封建”变形，行政区划与地方行

政组织层级的增减，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历代地方行政组织沿革，行政区域划界的原则，

地方行政制度变迁中的政治因素，行政区划与地方行政组织分布的变迁等内容。 

［主题词］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周振鹤 著 

  

 

［正题名］中国禁毒史 

［第一责任人］王金香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一历史时期内鸦片毒品的

泛滥情况与中国历届政府发起的禁止鸦片毒品运动及其成败得失。 

［主题词］禁毒/历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禁毒/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禁毒/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金香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中央官制史 

［第一责任人］王超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 25 章，分别对奴隶制时代、封建王朝、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机构进

行了研究，逐一介绍了领土与人口，政府与经济，政府与官制，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政治制

度的演变，宗教历法官属，官吏任用制度等。 

［主题词］官职/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超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小说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第一责任人］夏志清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篇叙述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即：初期（1917～1927）、成长

的十年（1928～1937）、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1957）。 

［主题词］小说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夏志清 著 

  

 

［正题名］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胡明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研究有关胡适思想文化的文章的结集。分为哲学篇、文学篇、文化

教育篇。 

［知识责任］胡明 著 

  

 

［正题名］李学勤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考古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李学勤 著 

  



 

［正题名］历史与档案 

［第一责任人］丁光勋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是从作者写的 40 多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其内容包括：秦汉经济与

文化研究；长江文明的起源与 发；魏晋南北朝史拾遗；档案学理论。 

［主题词］史学/文集 

［主题词］档案学/文集 

［知识责任］丁光勋 著 

  

 

［正题名］新四军抗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郑云华，舒健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抗日战争历史纪实丛书 侯树栋，范震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的是新四军抗战史料，内容包括艰难谈判、走出丛林、弯弓射日到江

南、挥师大江两岸、东进北上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郑云华 著 

［知识责任］舒健 著 

［知识责任］侯树栋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范震江 丛书主编 

  

 

［正题名］大上海的孤岛岁月 

［第一责任人］陶菊隐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陶菊隐先生在此书中，以独到的眼光、生动的笔法，丛政治、经济、军事和社

会生活等方面记述了 1937 年至 1945 年间上海孤岛时期的历史，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主题词］政治史/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社会生活/上海市/1937-1945 

［知识责任］陶菊隐 著 

  

 

［正题名］征战在江淮河汉之间 

［副题名］新四军将士抗战回忆录选编 

［第一责任人］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的作者都是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新四军老战士、老将军，他们以亲身经历，

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一个个战斗的故事。书中所选的战斗故事或战役经过，均是在抗日战争的



大背景下，对一幕幕血与火的场景，进行忠实的再现和描述。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正题名］我的见证 

［第一责任人］新华社北京分社，北京青年报社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是 200 位亲历抗战者口述的历史。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主题词］回忆录/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主题词］纪实文学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沙健孙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 

［知识责任］沙健孙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沙健孙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 

［知识责任］沙健孙 主编 

  

 

［正题名］“文革”前的郭沫若 

［副题名］1949-1965 

［第一责任人］冯锡刚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反映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发生前郭沫若的事迹。内容包括“江河

洋海流新颂”、“艺术必须反映时代精神”、“瞠然自失而深刻检讨”等。 

［知识责任］冯锡刚 著 

  

 

［正题名］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永存 



［第一责任人］姜廷玉主编 

［译者］《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永存》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以抗日战争中创作产生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为主线，分为“中华民族

到了 危险的时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

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几个专题进行编写。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姜廷玉 主编 

  

 

［正题名］一个时代的侧影 

［副题名］中国 1931-1945 

［第一责任人］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温故影像 

［附注内容］本书是 30 集电视纪录片《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 1931——1945》文案，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这段中国历史作为叙事的出发点，记录了抗战时期的

社会史、生活史和民间史。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史料/中国/1931-1945 

［知识责任］陈晓卿 著 

［知识责任］李继锋 著 

［知识责任］朱乐贤 著 

  

 

［正题名］九一八 

［副题名］事变背后的角力 

［第一责任人］常铖，饶胜文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细节见证历史·抗日战争 

［附注内容］本书撷取了事变发生前后 21 天的历史，通过 38 个细节性的事件和话题，力图

多层面、全方位地展示事变背后的政治角力。 

［主题词］九一八（1931）/史料 

［知识责任］常铖 著 

［知识责任］饶胜文 著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歌曲集 

［第一责任人］向延生执行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演出家协会主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革命歌曲/中国/选集/抗日战争（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向延生 执行主编 

  

 

［正题名］血沃关东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刘邦厚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东北地区/1931-1945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东北地区/1931-1945 

［知识责任］刘邦厚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加量 副主编 

  

 

［正题名］新四军军史珍典 

［第一责任人］杜虹主编 

［译者］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地搜集、整理了有关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史料，尤其是从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中央领导人对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 创到成长、壮大，

所作的在建军、建政、建党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多方面的重要指示、文件、讲话。 

［知识责任］杜虹 主编 

  

 

［正题名］1942：河南大饥荒 

［第一责任人］宋致新编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将有关 1942 年河南大灾的材料汇集起来，并选编了美国《时代》周刊记

者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报道与回忆，及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报道和社长王芸生写的

社评等。另外书中还配以相关照片，以便使读者通过它们，对 1942 年河南大灾的总体面貌

有一个初步了解。 

［主题词］沦陷区/史料/河南省/1942 

［主题词］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宋致新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翻译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伟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按照历史的顺序，分五个阶段对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

来的翻译史进行了系统而有重点的论述。 

［主题词］翻译/语言学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东西文化/文化交流/中国/近代/研究 

［知识责任］李伟 著 

  

 

［正题名］李庄往事 

［副题名］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 

［第一责任人］岳南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以抗日战争为主线，围绕李庄这一特定环境下的文化中心，以纪实的手法，

描述了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等文化精英与同济大学师生在艰难困苦中、不甘屈服、

立志为学的精神风骨。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岳南 著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化学及相关技术 

［书目卷册］第七分册 

［丛书］军事技术 

［副题名］火药的史诗 

［并列题名］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英）李约瑟著 

［译者］何丙郁，鲁桂珍，王铃协助 

［译者］刘晓燕译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主题词］发射药/技术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约瑟 著 

［知识责任］Needham 著 

［次知识责任］何丙郁 协助 

［次知识责任］鲁桂珍 协助 

［次知识责任］王铃 协助 

［次知识责任］刘晓燕 译 

  

 

［正题名］他将战犯送上绞架 



［副题名］国际法院法官倪徵〓 

［第一责任人］李伶伶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描绘了倪徵 yu 忠实而精彩的一生，细

致地叙述了其性格、为人、爱好 、亲情等，书中还汇集了大量出自倪家的历史图片。 

［知识责任］李伶伶 著 

  

 

［正题名］华侨华人研究文献索引 

［副题名］1996-2000 

［第一责任人］曾伊平，林振锋编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索引包括华侨华人研究、华侨华人政治、华侨华人经济、华侨华人社会文化、

华侨历史研究、华侨华人人物资料等六大部分。 

［主题词］华侨/研究资料/1996～2000/索引 

［主题词］华人/研究资料/1996～2000/索引 

［知识责任］曾伊平 编 

［知识责任］林振锋 编 

  

 

［正题名］西北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田澍，李清凌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明清西北史、西北经济史和西北文化史三大部分。文章包括：明太祖

与明成祖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略述唐宋茶马互市的发展变化、汉初的河西匈奴等 35 篇。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西北地区/文集 

［知识责任］田澍 主编 

［知识责任］李清凌 主编 

  

 

［正题名］谍海风云 

［副题名］日本对华谍报活动与中日间谍战 

［第一责任人］吴童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近代以来，日本间谍对中国的渗透和探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对中国的

危害更加附骨之疽，本书以大量详实和准确的史料为基础，叙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日本间谍

祸华史。 

［主题词］间谍/情报活动/日本/近代 

［主题词］间谍/情报活动/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吴童 编著 

  

 

［正题名］伸向雪域的魔爪 

［副题名］从波格尔使藏到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 

［第一责任人］苏发祥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西藏近现代史丛书 周源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纵览了英国从 18 世纪中叶 始的谋求进入中国西藏的企图， 终于 1888

年以武力叩 西藏大门的历程。书中同时描绘了藏族人民为抵制洋人入藏，反抗外来侵略的

不懈努力，以及日益没落的清中央政府和驻西藏地方官员应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措施。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史料 

［主题词］西藏问题/中英关系/史料 

［主题词］西藏问题/侵华事件/英国/史料 

［主题词］中英关系/史料 

［知识责任］苏发祥 著 

  

 

［正题名］阴谋与阳谋 

［副题名］实录近代美国对藏政策 

［第一责任人］张植荣，魏云鹏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西藏近现代史丛书 周源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史料 

［主题词］西藏问题/中美关系/史料 

［主题词］西藏问题/侵华事件/美国/史料 

［主题词］中英关系/史料 

［知识责任］张植荣 著 

［知识责任］魏云鹏 著 

  

 

［正题名］大国 

［书目卷册］第 2 期 

［第一责任人］高全喜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期主题围绕“国家利益”展 ，在“论文”、“他山之石”、“专题论述”、“旧

文新识”和“读书札记”等栏目中，着重探讨了国家利益的一般理论、它的“现代化”成长

机制、内含的社会政治问题，以及可资借鉴的他国有关国家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 

［主题词］社会科学/丛刊 

［主题词］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高全喜 主编 



  

 

［正题名］苏联出兵东北始末 

［第一责任人］汪宇燕，何明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雅尔塔的承诺、关东军侵占满蒙、抗联越境苏联、关东军与远

东军的较量、百万大军越过边境线、八路军挺进东北、东方日落、苏联红军在东北等。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东北地区/抗日战争（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苏关系/东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汪宇燕 编著 

［知识责任］何明 编著 

  

 

［正题名］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在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方针与计划部署的基础上，介绍了战略防御阶

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海空军抗战的主要战役。与 1987 年版相比，增补了中国军队海空军抗

战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国民党军/史料 

  

 

［正题名］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在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方针与计划部署的基础上，介绍了战略防御阶

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海空军抗战的主要战役。与 1987 年版相比，增补了中国军队海空军抗

战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国民党军/史料 

  

 

［正题名］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在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方针与计划部署的基础上，介绍了战略防御阶

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海空军抗战的主要战役。与 1987 年版相比，增补了中国军队海空军抗

战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国民党军/史料 

  

 

［正题名］寻找老北京城 

［副题名］[中英文本] 

［并列题名］Find The Old Beijing 

［第一责任人］杨茵，旅舜主编 

［出版者］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画册的内容跨度一个世纪，包括了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直

到 20 世纪 90 年代。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画册 

［知识责任］杨茵 主编 

［知识责任］旅舜 主编 

  

 

［正题名］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 

［副题名］1872～1995 

［第一责任人］刘洪记，孙雨志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国 1872～1995 年一百二十余年间发行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刊载的

有关藏学各学科的论文和资料目录两万六千余条，同时还收录有四十余种近百册藏学论文集

论文目录和香港、台湾藏学论文目录千余条。 

［主题词］藏学/论文/中国/1872～1995/索引 

［知识责任］刘洪记 编 

［知识责任］孙雨志 编 

  

 

［正题名］西藏人权研究参考文献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人权研究课题组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人权/研究/文件/西藏/1950-2000/汇编 

  

 

［正题名］日本侵华教育全史 

［第一责任人］宋恩荣，余子侠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东北卷 

［第一责任人］曲铁华，梁清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日本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及对教育的摧残、伪满政权的教育方针与政策、



伪满各级各类教育的设置与变迁、“关东州”的教育、东北地区教育领域的抗日斗争等方面

的内容。 

［主题词］侵华事件/殖民地教育/教育史/日本/史料 

［主题词］殖民地教育/教育史/东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教育史/东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宋恩荣 主编 

［知识责任］余子侠 主编 

［知识责任］曲铁华 著 

［知识责任］梁清 著 

  

 

［正题名］日本侵华教育全史 

［第一责任人］宋恩荣，余子侠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华北卷 

［第一责任人］余子侠，宋恩荣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日本对华北地区的垂涎及对华北教育的摧残、伪华北政权的教育政策

与措施、伪华北政权各级各类教育的设置与变迁、伪蒙疆政权的教育等六章内容。 

［主题词］侵华事件/殖民地教育/教育史/日本/史料 

［主题词］殖民地教育/教育史/华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教育史/华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宋恩荣 主编 

［知识责任］余子侠 主编 

［知识责任］宋恩荣 著 

［知识责任］余子侠 著 

  

 

［正题名］日本侵华教育全史 

［第一责任人］宋恩荣，余子侠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华东华中华南卷 

［第一责任人］曹必宏，夏军，沈岚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日伪对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的统治、奴化教育方针政策与行政管理

体系、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留日教育、中国人民反奴化教育的斗争等八章内容。 

［主题词］侵华事件/殖民地教育/教育史/日本/史料 

［主题词］殖民地教育/教育史/华东华中华南地区/史料 

［主题词］教育史/华东华中华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宋恩荣 主编 

［知识责任］余子侠 主编 

［知识责任］曹必宏 著 



［知识责任］夏军 著 

［知识责任］沈岚 著 

  

 

［正题名］日本侵华教育全史 

［第一责任人］宋恩荣，余子侠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台湾卷 

［第一责任人］庄明水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全书分为日本占据台湾与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台湾教育体制与教育政策的演

变、“国语同化论”与日语的普及、学前教育与初等教育的变迁、普通中学教育与大学先修

科的举办等十章内容，反映的日本对台湾进行侵华教育的历史状况。 

［主题词］侵华事件/殖民地教育/教育史/日本/史料 

［主题词］殖民地教育/教育史/台湾省/史料 

［主题词］教育史/台湾省/史料 

［知识责任］宋恩荣 主编 

［知识责任］余子侠 主编 

［知识责任］庄明水 

  

 

［正题名］王府 

［第一责任人］王梓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 段柄仁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清朝王公与王公府第建筑规制，清朝王公府第的特点，王公府第的

附庸，王公府第的原有地址，王公府第的保护利用以及十二家“铁帽子王府”等内容。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清代/史料 

［主题词］古建筑/简介/北京 

［知识责任］王梓 著 

［知识责任］段柄仁 丛书主编 

  

 

［正题名］什刹海 

［第一责任人］赵林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 段柄仁主编 

［附注内容］什刹海泛指今什刹海前海、后海和西海这一水域，蕴涵着许多历史文化名迹的

什刹海地区被人们盛赞为景华胜地。本书内容包括：什刹海形成演变、什刹海周边景物、什

刹海民俗文化、什刹海明天更美。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赵林 著 

［知识责任］段柄仁 丛书主编 

  

 

［正题名］后革命的转移 

［并列题名］The Transformation of Post-revolution 

［第一责任人］南帆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南帆 著 

  

 

［正题名］中国书评 

［书目卷册］第二辑 

［并列题名］China Book Review 

［第一责任人］邓正来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主题书评、学术书评、学术评论、中、西文论著简介、焦点讨论等八个

栏目。收录了《读〈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政党竞争空间模型理论概述：起源、内

容与发展》、《与“知识生产”有关的两个基本问题》等文章。 

［主题词］书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邓正来 主编 

  

 

［正题名］川魂 

［副题名］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 149 件档案，85 幅图片，包括日机轰炸篇、川军血战篇、川人贡献篇

三部分。本书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讴歌川军抗日的悲壮和惨烈，展示四川人民在反法

西斯战争中的英雄业绩。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四川 

  

 

［正题名］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

[等]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抗日战争/上海市/纪念文集 

  



 

［正题名］清末邮传部研究 

［第一责任人］苏全有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华文史新刊 

［附注内容］河南师范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对邮传部的成立背景、官制、规章管理、职掌等制度层面作了全方位、多

视角的探讨，重点论述该部在发展中国交通事业和回收利权方面的贡献。 

［主题词］邮政/经济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苏全有 著 

  

 

［正题名］成都旧闻 

［第一责任人］邓穆卿著 

［出版者］成都时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物”、“事”、“人”、“非”四部分，介绍了成都茶馆、少城公园、徐

悲鸿画竹及其他、成都的“五老七贤”、《新新新闻》的旧闻等内容。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成都 

［知识责任］邓穆卿 著 

  

 

［正题名］学海泛槎 

［副题名］季羡林自述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我的小学和中学”、“学术研究的发轫阶段”、“负笈德意志”、“回

到祖国”和“总结”几部分。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正题名］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 

［并列题名］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第一责任人］（美）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著 

［译者］柴彦威，张景秋…[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大学教材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城市社会地理学进行系统解说、在国际上影响深远并具有代表性的城

市社会地理学教材。它不偏重于多种多样地理学方法中的某个范式，而是对城市研究的所有

方法进行了总体概述。 

［主题词］城市地理学/社会地理学/高等学校/教材 

［主题词］城市地理学/研究 



［主题词］社会地理学/研究 

［知识责任］诺克斯 著 

［知识责任］Paul 著 

［知识责任］平奇 著 

［知识责任］Pinch 著 

［次知识责任］柴彦威 译 

［次知识责任］张景秋 译 

  

 

［正题名］中国城市建设档案事业简史 

［第一责任人］李忠谋，王淑珍，姜中桥著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我国城市建设档案工作的产生、演进和发展，探索了我国城建档案

事业创建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的经验。 

［主题词］城市建设/档案工作/历史/中国 

［主题词］档案工作/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忠谋 著 

［知识责任］王淑珍 著 

［知识责任］姜中桥 著 

  

 

［正题名］马文瑞传 

［第一责任人］《马文瑞传》编写组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传记丛书 邓力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马文瑞为党为人民为共和国的建立与巩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为改革 放事业殚精竭虑工作的历程。内容包括：参与创建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参与西

北局领导工作，主持劳动部工作并参与国家高层的一些重要决策，主政陕西省，参与全国政

协领导工作等。 

［知识责任］邓力群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副题名］1949-2004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949年至 2004年西藏地区的历史事件，以 1989年之交为界，1949～

1988 年的内容为第一卷，1989～2004 年的内容为第二卷。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副题名］1949-2004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949年至 2004年西藏地区的历史事件，以 1989年之交为界，1949～

1988 年的内容为第一卷，1989～2004 年的内容为第二卷。 

  

 

［正题名］尘封六十载 

［副题名］逃难岁月中的亲历、亲见、亲闻 

［第一责任人］陈展超…[等]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中除了缅怀父辈、兄长及时任物理研究所地磁研究室主任的陈宗器先生的

事迹外，有关逃难内容的文章一共五篇，作者都是当年跟随大人逃难的小字辈、兴存者 

［主题词］科学家/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展超 著 

  

 

［正题名］近代东北社会诸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焦润明…[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八个专题展 论述，内容涉及灾荒问题即东北鼠疫的流行与防控，奉天

咨议局与东北立宪运动、奉天商会、东北城市的发展变迁、近代民俗文化变迁、日本对东北

的经济掠夺及金融控制等。 

［主题词］社会问题/研究/东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焦润明 著 

  

 

［正题名］台湾四百年前史 

［第一责任人］张崇根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史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一项课体的 终成果。本课题的研究范围，起自

3 万年前旧时器时代晚期的长滨文化，止于 1624 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台南。全书坚持用

史实说话，把台湾 400 年前的历史写出来。台湾的居民、台湾 3 万年以来的文化，主要源头

在哪里？自古以来，海峡两岸人民、文化是如何交流、互动的？本书作了详细论述。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古代 

［知识责任］张崇根 著 

  



 

［正题名］温故 

［书目卷册］之五 

［第一责任人］刘瑞琳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了 17 篇文章，具体包括《一份档案与一个生命》、《1926 年胡适的“越

界旅行”》、《非黑非白张君劢》、《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恩怨怨》等。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瑞琳 主编 

  

 

［正题名］纪念白求恩 

［第一责任人］王雁，察哈尔编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抗战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借助图片，叙述了 1938 年 6 月到 1939 年 11 月白求恩在中国的事迹，主

要内容包括为：永远的白求恩、白求恩战斗在晋察冀、白求恩与沙飞、印度援华医疗队及追

随者等。 

［知识责任］王雁 编著 

［知识责任］察哈尔 编著 

  

 

［正题名］八路军抗战简史 

［第一责任人］王聚英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八路军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上升阶段、下降阶段、再上升

阶段，全书分十四章进行了论述，前九章介绍了抗战爆发、八路军诞生、华北抗日战线、敌

后根据地；十至十二章反映了敌后抗战；第十三十四章反映全面抗战、夺取抗战 后胜利。 

［主题词］抗日斗争/八路军/历史/1937-1945/历史 

［知识责任］王聚英 著 

  

 

［正题名］魔鬼的战车 

［副题名］内蒙古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调查 

［第一责任人］冉炜君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战争记忆与历史反思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45 年投降前日军 731 所属机构在内蒙古王爷庙投放鼠疫，造成该地

当年包括军民 3000 余人在内的大规模死亡惨剧，进行调查实证，公布于世。 

［主题词］侵华事件/生物战/调查/日本/1933-1945/史料 

［主题词］回忆录/侵华日军/生物战/内蒙古/1933-1945 

［知识责任］冉炜君 著 

  

 

［正题名］友谊铸春秋 

［副题名］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日本人 

［书目卷册］卷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45 年日本投降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时期内，一部分日本人投

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感人事迹，反映出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这些日本友人为新中国所作的贡

献。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日本/现代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现代/史料 

  

 

［正题名］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 8604” 

［副题名］来自东方奥斯威辛的追诉 

［第一责任人］谭元亨编著 

［出版者］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珠江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广州南石难民所上十万粤港难民死于细菌战的史实，揭露了日军侵华

的又一罪行，这是来自东方奥斯威辛的追诉。 

［主题词］生物战/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谭元亨 编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论丛 

［并列题名］Selected Paper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林天乙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南强史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中央苏区史论、红一方面军长征史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论、毛泽东思

想研究、华南抗日战争史论、华南解放战争史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述评等七个部分，编

收对中共党史进行了研讨的文章。 

［知识责任］林天乙 著 

  

 



［正题名］抗战中的云南 

［副题名］历史画卷 

［第一责任人］汤汉清主编 

［译者］李晓明，詹霖，文华撰稿 

［出版者］晨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展现了抗战八年中，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抵抗日本侵略

者的抗战史和革命历史风采。 

［主题词］抗日战争/云南省/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云南省/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汤汉清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晓明 撰稿 

［次知识责任］詹霖 撰稿 

［次知识责任］文华 撰稿 

  

 

［正题名］尘封的老照片 

［副题名］70 年前外国人镜头中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陈正卿编著 

［出版者］四川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风貌依旧的山川江河、哀婉的美、桥的姊妹、光怪陆离的都市百态、

记忆中的乡村生活等一些尘封的老照片。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陈正卿 编著 

  

 

［正题名］侵华日军大屠杀暴行 

［第一责任人］刘景山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特点是实证性。作者通过记者采访受害人、利用地方史志部门和国家机关

保存、整理的档案、史料、受害人证言等第一手材料，辑录了在侵华战争期间有计划屠杀中

国平民一次达千人以上的惨案 200 多起和大量其他类型的惨案。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1931-1945/史料 

［主题词］侵华/罪行/日本/1931-1945/史料 

［知识责任］刘景山 主编 

  

 

［正题名］日本与东亚 

［副题名］一个变化的时代 

［第一责任人］孙承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外交的演变、跌宕起伏的日本经济及其面临

的挑战、日本调整防卫政策与加强美日同盟、东亚安全形势和安全合作等共七 

［主题词］对外关系/日本/东亚 

［知识责任］孙承 著 

  

 

［正题名］我们的钱瑗 

［第一责任人］杨绛…[等]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是纪念钱锺书、杨绛夫妇的女儿钱瑗教授的文章合集。内容包括《尖兵钱

瑗》、《春风化雨·落红伤情——祭钱瑗》、《认识钱瑗》、《记钱瑗一二事》、《天堂就在她心理》

等。 

［知识责任］杨绛 著 

  

 

［正题名］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副题名］对两个研究案例的一种科学编史学探讨 

［第一责任人］刘兵，章梅芳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 郭金彬，徐梦秋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国外有关性别（女权主义）基础理论和对科学（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

已有研究为基础，对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科技史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对于性别研究和

科学史研究均有意义，是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 

［主题词］技术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兵 著 

［知识责任］章梅芳 著 

  

 

［正题名］1942-1945 血战滇缅印 

［副题名］中国远征军抗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 方知今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国民党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主题词］远征军/国民党军/史料/1942-1945 

［主题词］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 方知今 著 

  

 

［正题名］瞿秋白 

［第一责任人］张琳璋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以传记文学的形式记述了我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光辉事迹，讴歌了一

代伟人的崇高精神。 

［知识责任］张琳璋 著 

  

 

［正题名］回首建国初 

［副题名］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回顾与思考 

［第一责任人］翟昌民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纪实性学术著作。本书分为十二章，内容包括： 国奠基、统一祖

国大陆、建立经济基础、恢复国民经济、荡涤污泥浊水、恢复经济凯歌初奏等。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翟昌民 著 

  

 

［正题名］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唐君毅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分五部分。内容有：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西方人文主义之历史的发展；

科学的理智之限制与仁心——科学与中国文化等。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研究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正题名］蒙藏文化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乌力吉巴雅尔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学术专著 11 拉巴平措主编 

［主题词］民族/文化交流/研究/蒙古族、藏族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蒙古族、藏族 

［知识责任］乌力吉巴雅尔 著 

  

 

［正题名］清代治藏要论 

［第一责任人］张羽新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学术专著 13 拉巴平措主编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论文 28 篇，主要内容分为有关清代前期治藏政策的研究与评说，清

朝藏传佛教政策的考察与评论，有关史料的考证与序跋。 

［主题词］政治史/西藏/清代 

［主题词］中央政府/行政管理/研究/西藏/清代 

［知识责任］张羽新 著 

  

 

［正题名］王府井 

［第一责任人］王之鸿，姚德仁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 段柄仁主编 

［附注内容］对于王府井，即使是北京本地人，也少有人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历史上的王

府井曾经是什么样子？王府井是如何沿着历史的轨迹一步一步成长成今天的样子？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主题词］商业区/商业史/东城区 

［知识责任］王之鸿 著 

［知识责任］姚德仁 著 

［知识责任］段柄仁 丛书主编 

  

 

［正题名］天桥 

［第一责任人］刘仲孝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 段柄仁主编 

［附注内容］天桥位于北京的城南，历经七百余年沧桑，至民国初年达到鼎盛，成为五方杂

处的闹市和民间贸易与艺术的中心，成为旧日北京平民游览和娱乐的特殊的历史街区。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主题词］历史文化/综述/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刘仲孝 著 

［知识责任］段柄仁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刘晓琴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讲述了晚清留英教育研究，中篇介绍了北洋政府时

期留英教育研究，下篇讲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留英教育研究等有关内容。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晓琴 著 



  

 

［正题名］误读俄罗斯 

［副题名］中国现代性问题中的俄国因素 

［第一责任人］林精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著作系北京市教委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同时得到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和俄语语言文学学科的支持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主要包括为：认同一种“理想的”俄罗斯、拒绝另一种

“真实的”俄罗斯等。 

［知识责任］林精华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外交史 

［第一责任人］赵佳楹编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19-1949 

［知识责任］赵佳楹 编著 

  

 

［正题名］澳门史论稿 

［第一责任人］韦庆远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澳门丛书 

［附注内容］本丛书由澳门基金会策划并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韦庆远教授近年撰写的有关澳门历史的重要文章，共 12 篇。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澳门 

［知识责任］韦庆远 著 

  

 

［正题名］见证日本投降 

［第一责任人］黎秀石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血债、缅甸战场、瓦城二则、血泪斑斑话缅甸、进入印度洋、

东南亚全局、盟军奋战解放太平洋等。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 

［知识责任］黎秀石 著 

  

 

［正题名］胡适的声音（1919-1960） 



［副题名］胡适演讲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尚定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胡乔木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 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政治生涯。

包括“初到毛泽东身边”、“在延安整风中”、“从西柏坡到北平”等 18 节。 

［知识责任］尚定 著 

  

 

［正题名］和平与战争 

［副题名］1648-1989 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 

［第一责任人］（加）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J.Holsti）著 

［译者］王浦劬…[等]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 王浦劬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研究过去 350 年中的战争起源与和平建设的重要著作，作者首先评

价大量有关战争研究文献的成就与不足，并提出了自己研究国际政治的框架模式。然后，他

详细考察了自 1648 年以来将近三个半世纪中欧洲和世界国家体系中的 177 次战争和大型的

武装冲突，以及调停人在战争结束后所做出的几次阶段性的建立秩序的努力。 

［主题词］战争与和平问题/研究/1648～1989 

［知识责任］霍尔斯蒂 著 

［知识责任］Holsti 著 

［次知识责任］王浦劬 译 

  

 

［正题名］清末中外修订商约交涉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永胜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李喜所主编 

［主题词］经济协定/中外关系/研究/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永胜 著 

  

 

［正题名］ 储安平与《观察》 



［第一责任人］谢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修正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五章，其中包括储安平的一生，《观察》的主要活动，《观察》的两

次论争，《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以及《观察》撰稿人的命运等。 

［知识责任］谢泳 著 

  

 

［正题名］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 

［第一责任人］薛晓源，陈家刚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全球化论丛Ⅳ 

［主题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薛晓源 主编 

［知识责任］陈家刚 主编 

  

 

［正题名］晚清海防 

［副题名］思想与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宏斌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晚清不同时期的海防思想、海防政策、海防体系以及军工修造制度

的分析，理清其演变轨迹，寻找海防建设在近代化过程中发生顿挫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评价其功过是非，总结晚清海防建设的经验教训。 

［主题词］海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宏斌 著 

  

 

［正题名］钓鱼岛正名 

［副题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 

［第一责任人］鞠德源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作者依据我国历代以来所拥有的“钓鱼岛列屿”史料，特别是中国各朝代及西

方各国，包括日本所绘海图，雄辩证明“钓鱼岛列屿”的主权归属。 

［主题词］中日关系/钓鱼岛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鞠德源 著 

  

 

［正题名］保定陆军学堂暨军官学校史略 

［第一责任人］郑志廷，张秋山…[等]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以军事近代化为切入点，依据档案及历史资料，深入地论述了保定军事教

育兴起的背景和发展过程，客观地详述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从而揭示出保定军事教育近代

化的历程及其各军事学堂对近代中国军事、政治的影响。 

［主题词］军事教育/军事史/保定 

［知识责任］郑志廷 编著 

［知识责任］张秋山 编著 

  

 

［正题名］温故 

［书目卷册］之六 

［第一责任人］刘瑞琳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了 12 篇文章，具体包括《顾颉刚与钱穆的一段交往》、《湖南自治宪

法的问世与夭折》、《1949：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右派拓荒碑》等。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瑞琳 主编 

  

 

［正题名］历史的坏脾气 

［副题名］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 

［第一责任人］张鸣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六个部分：《军 有性格》、《晚近人物脸谱》、《历史的坏脾气》、《不

确定的道路》及《庶民的世界》，包括政界、军界、三教九流及平民的逸事、习性和趣闻。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鸣 著 

  

 

［正题名］家书抵万金 

［书目卷册］民间家书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民间家书系列 

［附注内容］ 《家书抵万金》是由抢救民间家书组委会主编，其中收录了 30 余封家书，是

从海内外征集来的 3 万余封家书中精选出来的，每封家书都配有书信元件的图片、相关人物

的精美照片和家书背后的精美故事。 



［主题词］书信集/中国/清代～当代 

  

 

［正题名］历史的真知 

［副题名］“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邸延生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从 1959 年 10 月 11 日建国 10 周年写起，写到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

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详细地记述了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战胜

包括 3 年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种困难的历史进程。 

［知识责任］邸延生 著 

  

 

［正题名］立法与监督 

［副题名］李鹏人大日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鹏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两册，以作者在人大工作 5 年的日记为线索，辅之以有关讲话、工作

笔记、会议记录等编辑而成，包括人大立法工作、监督工作、代表工作和自身建设等各个方

面的内容。 

［知识责任］李鹏 著 

  

 

［正题名］立法与监督 

［副题名］李鹏人大日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鹏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两册，以作者在人大工作 5 年的日记为线索，辅之以有关讲话、工作

笔记、会议记录等编辑而成，包括人大立法工作、监督工作、代表工作和自身建设等各个方

面的内容。 

［知识责任］李鹏 著 

  

 

［正题名］民国名人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一） 

［丛书］总统的无奈 

［副题名］民国八大总统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周秀明，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讲述中华民国时期八位总统的 后生活。他们是孙中山、袁世凯、黎

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蒋介石、李宗仁。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总统/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知识责任］周秀明 编著 

［知识责任］王莹 编著 

  

 

［正题名］民国名人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二） 

［丛书］总理的炎凉 

［副题名］北洋政府总理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陈娟，乔晓玲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北洋政府时期，历界政府总理的 后情况。他们是唐绍仪、陆征祥、

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孙宝琦、徐世昌、伍廷芳、颜惠庆、顾维钧等 29 人。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总理/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知识责任］陈娟 编著 

［知识责任］乔晓玲 编著 

  

 

［正题名］民国名人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三） 

［丛书］院长的寂寞 

［副题名］国民政府五院院长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刘福军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讲述民国政府时期五院院长的 后生活。他们是谭延闿、蒋介石、陈

铭枢、孙科、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胡汉民、林森、戴季陶、蔡元培等 21 人。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知识责任］刘福军 编著 

  

 

［正题名］民国名人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四） 

［丛书］将军的凄凉 

［副题名］国民党一级上将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吴智鹏，谭水阳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 本书主要讲述民国政府时实授的一级上将的 后生活。他们是冯玉祥、白崇

禧、李宗仁、何应钦、张学良、陈诚等 12 人。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将军/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知识责任］吴智鹏 编著 

［知识责任］谭水阳 编著 

  

 

［正题名］民国名人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五） 

［丛书］学者的悲哀 

［副题名］从政文人的 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戴晨京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讲述的是民国政府时期，由文人二政客的一些名人的 后情况。他们

是蔡元培、张伯苓、于右任、王宠惠、张君劢、顾维钧、王云五、陈布雷、胡适、张道藩、

陈公博等 25 人。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知识分子/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知识责任］戴晨京 编著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9 

［丛书］日本官兵日记与书信 

［第一责任人］王卫星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主题词］日记/士兵/日本/1937 

［主题词］书信/士兵/日本/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王卫星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10 

［丛书］日本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第一责任人］王卫星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主题词］回忆录/士兵/日本/1937 

［主题词］回忆录/记者/日本/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王卫星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11 

［丛书］日本军方文件 

［第一责任人］王卫星，雷国山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王卫星 编 

［知识责任］雷国山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12 

［丛书］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 

［第一责任人］张生…[等]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杨夏鸣 编 

［知识责任］张连红 编 

［知识责任］夏蓓 编 

［知识责任］曹大臣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13 

［丛书］拉贝日记 

［第一责任人］（德）约翰·拉贝著 

［译者］刘海宁…[等]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海宁 译 

［知识责任］郑寿康 译 

［知识责任］杨建明 译 

［知识责任］李清华 译 

［知识责任］郭鸣琴 译 

［知识责任］钦文 译 

［知识责任］贺艳玲 译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14 

［丛书］魏特琳日记 

［第一责任人］张连红… [等]编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红 编译 

［知识责任］杨夏鸣 编译 

［知识责任］王卫星 编译 



［知识责任］张俊 编译 

［知识责任］傅柳 编译 

［知识责任］罗峰 编译 

［知识责任］侯晶晶 编译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15 

［丛书］前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 

［第一责任人］姜良芹，郭必强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姜良芹 编 

［知识责任］郭必强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19 

［丛书］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上） 

［第一责任人］郭必强…[等]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主题词］战争罪行/史料/日本/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郭必强 编 

［知识责任］姜良芹 编 

［知识责任］陆君 编 

［知识责任］管辉 编 

［知识责任］陈光 编 

［知识责任］林宇梅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20 

［丛书］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中） 

［第一责任人］郭必强…[等]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郭必强 编 

［知识责任］姜良芹 编 

［知识责任］陆君 编 

［知识责任］管辉 编 

［知识责任］陈光 编 

［知识责任］林宇梅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21 

［丛书］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下） 

［第一责任人］郭必强…[等]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郭必强 编 

［知识责任］姜良芹 编 

［知识责任］陆君 编 

［知识责任］管辉 编 

［知识责任］陈光 编 

［知识责任］林宇梅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22 

［丛书］赔偿委员会调查统计 

［第一责任人］姜良芹，郭必强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主题词］战争赔偿/侵华事件/史料/日本/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姜良芹 编 

［知识责任］郭必强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23 

［丛书］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 

［第一责任人］张建宁…[等]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张建宁 编 

［知识责任］郭必强 编 

［知识责任］姜良芹 编 

［知识责任］管辉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24 

［丛书］南京审判 

［第一责任人］胡菊蓉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胡菊蓉 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书目卷册］28 

［丛书］历史图像 

［第一责任人］曹必宏…[等]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包括日机轰炸南京、日军由上海向南京进攻、南京中国守军抵抗、

日军占领南京的过程，遇难者尸体的掩埋，中外媒体对日军暴行的揭露等图片资料。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1937/图集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曹必宏 编 



［知识责任］陈光 编 

［知识责任］蒋梅 编 

［知识责任］杨云 编 

［知识责任］柯绛 编 

  

 

［正题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第一责任人］郑大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文库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基金和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乡村建设/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郑大华 著 

  

 

［正题名］晚清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郑大华著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两大任务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

步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为研究内容，重现了晚清思想的发展轨迹，并对

目前学术界争论颇多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晚清留下的思想遗产进行了总结。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郑大华 著 

  

 

［正题名］东厂论史录 

［副题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分“史学与史识”、“历史与现实”上下两编。收录了《洋务活动及其现代

的解释》、《辛亥革命纪念的政治与学术意义》等 100 多篇文章。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海鹏 著 

  

 

［正题名］中葡关系史 

［副题名］1513-1999 

［书目卷册］上册 

［并列题名］Historia das relacoes Sino-Portuguesas 

［并列题名］Historia das relacoes Sino-Portuguesas 



［第一责任人］黄庆华著 

［出版者］黄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叙述了 500 年中葡关系的历史，主要是中葡之间的政治外交历史。包

括明代对外政策概述、葡萄牙海外扩张缘起、天朝体制与中葡关系等章节。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葡萄牙/1513-1999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葡萄牙/1513-1999 

［知识责任］黄庆华 著 

  

 

［正题名］中葡关系史 

［副题名］1513-1999 

［书目卷册］中册 

［并列题名］Historia das relacoes Sino-Portuguesas 

［第一责任人］黄庆华著 

［出版者］黄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叙述了 500 年中葡关系的历史，主要是中葡之间的政治外交历史。包

括明代对外政策概述、葡萄牙海外扩张缘起、天朝体制与中葡关系等章节。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葡萄牙/1513-1999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葡萄牙/1513-1999 

［知识责任］黄庆华 著 

  

 

［正题名］中葡关系史 

［副题名］1513-1999 

［书目卷册］下册 

［并列题名］Historia das relacoes Sino-Portuguesas 

［第一责任人］黄庆华著 

［出版者］黄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叙述了 500 年中葡关系的历史，主要是中葡之间的政治外交历史。包

括明代对外政策概述、葡萄牙海外扩张缘起、天朝体制与中葡关系等章节。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葡萄牙/1513-1999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葡萄牙/1513-1999 

［知识责任］黄庆华 著 

  

 

［正题名］胡耀邦传 

［书目卷册］第一卷（1915-1976） 

［第一责任人］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主编 

［译者］唐非撰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全书共十三章，记述了胡耀邦同志自 1915～1976 年的经历。内容有：山乡少

年、苏区的磨砺、不怕远征难、陕北十年、戎马生涯、主政川北、青年工作战线上、整顿科

学院等。 

［知识责任］张黎群 主编 

［知识责任］张定 主编 

［知识责任］严如平 主编 

［知识责任］唐非 主编 

［知识责任］李公天 主编 

［次知识责任］唐非 撰 

  

 

［正题名］口述历史分析 

［副题名］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 

［第一责任人］齐小新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口述历史学/中国/近代 

［主题词］传教事业/传教士/美国/近代 

［主题词］中美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近代 

［知识责任］齐小新 著 

  

 

［正题名］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 

［副题名］1994.10-2004.10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邢永福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为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 80 周年而选编的学术论文集。共选收

本馆职工有关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 125 篇，比较全面地反映 1994 年至 2004 年十

年来全馆的研究工作状况和总体学术水平。 

［主题词］档案工作/管理/历史/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明清时代/历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永福 主编 

  

 

［正题名］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 

［副题名］1994.10-2004.10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邢永福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为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 80 周年而选编的学术论文集。共选收

本馆职工有关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 125 篇，比较全面地反映 1994 年至 2004 年十

年来全馆的研究工作状况和总体学术水平。 

［主题词］档案工作/管理/历史/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明清时代/历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永福 主编 

  

 

［正题名］晚清外债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陵合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 吴景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晚清赔款外债的借与还、以路作抵铁路借款模式研究、官商关系与

清季铁路外债政策的变迁等共六章内容。 

［主题词］外债/经济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马陵合 著 

  

 

［正题名］刘英自述 

［第一责任人］刘英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是刘英口述历史的精选本，分自述与补篇两部分。自述讲述了她 1979 年

之前的坎坷经历；补篇汇集了她对于几位老革命家、老战友以及党的七大的回忆，为自述的

注释和补充。 

［知识责任］刘英 著 

  

 

［正题名］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 

［第一责任人］陈小冲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重点课题项目资助 

［附注内容］全书共八章。内容有：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确立；殖民地工业与农业；殖民地

对外贸易与财政；民族运动；殖民统治下的原生住民等。 

［主题词］侵华事件/殖民统治/日本/1895～1945/史料 

［知识责任］陈小冲 著 

  

 

［正题名］日本右翼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步平，王希亮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日本的右翼问题历史和现状。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战前日本右翼”、

下编为“战后日本右翼”。 

［主题词］政治/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步平 著 

［知识责任］王希亮 著 

  

 

［正题名］齐如山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齐如山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齐如山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作者的一生，自前清以至民国,有关家庭社会中的文化、

风俗、娱乐、工艺、饮食等无不涉及，对戏曲艺术的研究分析更为允当深入。 

［知识责任］齐如山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精神传统 

［副题名］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 

［第一责任人］高瑞泉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高瑞泉 著 

  

 

［正题名］罪恶的战争之债 

［副题名］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 

［第一责任人］戴建兵，王晓岚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翔实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物，揭露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推行“公债政

策”，在中国沦陷区大量发行各种战争债券，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以实现其“以

战养战”的罪恶目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等内容。 

［主题词］公债/研究/中国/1931～1945 

［主题词］侵华事件/公债/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戴建兵 著 

［知识责任］王晓岚 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王荣国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南强史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及其在近代的影响”、“陶行知对中

西文化的态度”、“论海船的神灵性”、“晚唐五代福建禅宗与南岳禅宗互动”等研究性文章。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文集 

［主题词］文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荣国 著 

  

 

［正题名］何键传 

［第一责任人］杨学东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在阐述了何键反共、反人民罪行的同时，也肯定了他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成

就。叙述了何键自 1911 年弃政就武，至 1956 年病逝台湾的一生。 

［知识责任］杨学东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与日本 

［副题名］互动与影响 

［并列题名］China and Japan in modem times 

［副题名］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第一责任人］王晓秋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中华文化编 

［附注内容］“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考察了近代时期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和

影响，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侵华言行的同时，还歌颂了日本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

同情和声援等。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王晓秋 著 

  

 

［正题名］近现代中国科教兴国启思录 

［第一责任人］熊贤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近现代中国科教兴国思想的发生、递变的过程，历史的经验教训对

于今天我们科教兴国的发展具有启思意义。 

［主题词］科学事业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事业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熊贤君 著 

  

 

［正题名］农民的择偶形态 

［副题名］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 

［并列题名］The mate-selection form of farmers 

［副题名］the research at Zhaocun in the northwest 

［第一责任人］孙淑敏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农民与当代中国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田野研究的方法，对西北赵村村民的择偶及其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和深入的研究，对娃娃亲、买卖亲和换亲等进行了集中探讨，填补了国内关于婚姻准备期研

究的空白。 

［主题词］农民/婚姻问题/研究/西北地区/当代 

［知识责任］孙淑敏 著 

  

 

［正题名］土地象征 

［副题名］禄村再研究 

［并列题名］Land as symbol 

［副题名］the restudy of Lu village 

［第一责任人］张宏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魁 ”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将通过对人类学著名田野调查地点——禄村的研究，从文学的角度揭示土

地的社会象征意义。 

［主题词］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禄丰县/云南/明清时代 

［主题词］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禄丰县/云南/民国 

［主题词］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禄丰县/云南/1949- 

［知识责任］张宏明 著 

  

 

［正题名］1949 中国社会 

［并列题名］Chinese society in 1949 

［第一责任人］张仁善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正反对照的方式，对新旧转型期的 1949 年中国社会作精细描述，并

配以一系列反映当时社会现场实景的插图，向读者揭示风起云涌的波澜、民众关注的热点、

社会风尚的嬗变、不同阶层的动向、社会结构的演变等。 

［主题词］社会问题/研究/中国/1949 

［知识责任］张仁善 著 

  

 

［正题名］重归“魁 ” 

［并列题名］Return to "Kuige" 

［第一责任人］潘乃谷，王铭铭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魁 ”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收费孝通等先生写的一些回忆性文字；后人写的涉及“魁 ”学术史和对

当今学术的启示；几位研究者 60 年后重访“魁 ”得到的体会等。 

［主题词］社会学/思想史/中国/1937-1945 

［主题词］人类学/思想史/中国/1937-1945 

［主题词］社会人类学/研究 

［知识责任］潘乃谷 编 

［知识责任］王铭铭 编 

  

 

［正题名］汉口 

［副题名］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并列题名］Han kow 

［副题名］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ese City, 1796-1889 

［第一责任人］（美）罗威廉著 

［译者］江溶，鲁西奇译 

［译者］彭雨新，鲁西奇校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 19 世纪汉口的商业经济，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商业中心，

叙述了汉口的商务、盐务贸易、茶业贸易等；第二部分为城市的社会组织，叙述了行会结构、

职能等。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武汉/1796-1889 

［知识责任］罗威廉 著 

［次知识责任］江溶 译 

［次知识责任］鲁西奇 译 

［次知识责任］彭雨新 校 

［次知识责任］鲁西奇 校 

  

 



［正题名］姚莹年谱 

［第一责任人］施立业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安徽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姚莹直系世表、姚莹年谱、姚莹研究研究相关论著一览。 

［知识责任］施立业 著 

  

 

［正题名］战争岁月 

［副题名］白坚革命往事 

［第一责任人］乔盛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白坚，陕西靖边县人，1926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8 年

由团转党。解放后白坚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要职。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乔盛 著 

  

 

［正题名］清代商业社会的规则与秩序 

［副题名］从碑刻资料解读清代中国商事习惯法 

［第一责任人］孙丽娟著 

［译者］朱英导师 

［译者］李茂生审稿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 

［附注内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才引进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清代工商业碑刻资料，对清代商业社会所制定的商业规则习惯分别进

行了考察，归纳出清代商业社会的主要商事法制度和规则，并进行了与西方中世纪传统商法

的比较研究，证实了在晚清商事立法之前，中国也有“商事习惯法”的观点。 

［主题词］商法/习惯法/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孙丽娟 著 

［次知识责任］朱英 导师 

［次知识责任］李茂生 审稿 

  

 

［正题名］城市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23 辑 

［并列题名］Urban History Research 

［第一责任人］刘海岩主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城市/历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刘海岩 主编 

  

 

［正题名］费孝通在 2003 

［副题名］世纪学人遗稿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作者生命晚期所写的四篇文章，《暮年自述》、《社会学还应研究些

什么》、《文化自觉——传统与现代的接榫》、《“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表达了作者生命

后一段时间里的所思所想，展现了他的宽广胸怀。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与思想史资料，检析晚清思潮的相互激荡与社会文

化观念的变迁，为晚清思想界绘一真实而深远的图景。内容包括有：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

的原质、清季维新人物的托古改制论、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

之思想、南学会、晚清外交思想的形成等。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无地自由 

［副题名］胡适传 

［第一责任人］沈卫威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从胡适的故乡起笔，细述了一代学术大师胡适的生命历程，以自由主义在

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价值取向和困境为中心线索，揭示了胡适个人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关

系和悲剧性的个性体验。 

［知识责任］沈卫威 著 

  

 

［正题名］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 

［第一责任人］张金起著 

［出版者］郑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北京八大胡同自金代至 1949 年前发生的故事，包括八大胡同自古名、

销金窝里无道德、存留两难只因耻等 7 章。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北京/金代～近代 

［主题词］娼妓/历史/北京/金代～近代 

［主题词］卖淫问题/社会病态/北京/金代～近代 

［知识责任］张金起 著 

  

 

［正题名］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第一责任人］钟叔河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是著者的第一本史学论文集，书中以率先向西方世界学习、探索中国现代

模式的三位先驱：黄遵宪、郭嵩焘和徐建寅为例，在翔实生动的史料基础上，展示了第一代

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的不同遭遇与思想历程。 

［主题词］史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东西文化/文化交流/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钟叔河 著 

  

 

［正题名］100 个理由 

［副题名］给日本也给中国 

［第一责任人］胡平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日两国长达千年的恩怨纠葛，揭示了日本的民族性、中日文化差

异等，探求了悲剧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指出我们不能对日本的扩张野心和侵略意识放松警惕，

更应该从历史现实中反思与批判我们自己。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日本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中国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日本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胡平 著 

  

 

［正题名］活着的传统 

［副题名］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第一责任人］高王凌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思想史丛书 

［主题词］经济政策/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高王凌 主编 

  

 

［正题名］吴清源与他的兄弟 

［副题名］吴家百年史 

［第一责任人］（日）桐山桂一著 

［译者］计丽屏译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吴家三兄弟的人生，大哥吴浣做过伪满州国官员，日本战败后去了

台湾，后又侨居美国；二哥吴炎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和抗战，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弟

弟吴清源在二战前东渡日本，一个又一个地击败了当时名震棋坛的日本一流棋手等内容。 

［知识责任］桐山桂一 著 

［次知识责任］计丽屏 译 

  

 

［正题名］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 

［第一责任人］乔健…[等]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分文化与认同、族群概念与族群关系、从乡村到城市、社会关系与行为等

部分，收有《转化中的文化身份》、《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

《香港人身份的形成与转变》、《华人社会中人己、群己关系中的利他人行为》等论文。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民族社会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乔健 主编 

［知识责任］李沛良 主编 

［知识责任］李友梅 主编 

［知识责任］马戎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通论 

［第一责任人］顾伟列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分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三部分，讲述了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职官制度、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等

内容。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顾伟列 著 

  

 

［正题名］蒋介石图传 



［副题名］1887-1975 

［第一责任人］师永刚，杨素编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世纪华人画传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以图为文的蒋氏相册组成的传记。收录蒋氏御用摄影师曝光蒋家私房照

片，与败退台湾后的中国历史上的标志人物结局、蒋氏遗世手迹，蒋的几度情感解密图片。 

［知识责任］师永刚 编著 

［知识责任］杨素 编著 

  

 

［正题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书目卷册］2004-2005 年卷 

［并列题名］Journal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一些重要学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写的纪念文章。此外，在内容上，本书还包括有民族关系史的史料分析和对历史评价

标准的再评价。 

［主题词］史学理论/文集 

［主题词］史学史/文集 

［知识责任］瞿林东 主编 

  

 

［正题名］学林漫步 

［副题名］谈艺辑、书后辑、随想辑、人影辑 

［第一责任人］汪荣祖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汪荣祖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汪荣祖（1940～），原籍徽州，生于上海，长于台湾；台大毕业，美国留学。

历任美国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美中交流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

旦大学以及台湾师大、政大、台大等客座教授。著有《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蒿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等多部专著和论文。 

［附注内容］本书是著名学者汪荣祖先生的一部散文作品集，是作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课

余，先在报纸的副刊上以“庸櫞笔者”笔名发表，后于 1983 年 4 月在台北由时报出版社出

书。此次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分为“谈艺辑、书后辑、随想辑、人影辑”四个部分成书发表。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汪荣祖 著 

  

 

［正题名］华人在海外 

［副题名］东方使者 



［第一责任人］董增刚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孙中山、康有为、伍修权、张太雷等 13 位名人的海外经历和事迹，

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他们的风采、足迹和成就。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董增刚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冬霞 撰稿 

  

 

［正题名］长征日记 

［副题名］中央红军长征纪实 

［第一责任人］陈虎著 

［出版者］中国长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以发生在 365 天时间中每天的真实事情为基础构成，资料源于大量亲历者

写的回忆录，还来源于当年国共双方的文件、电报、报纸、特别是来源于当年亲身参加长征

的当事人的亲笔日记。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陈虎 著 

  

 

［正题名］清代学术讲论 

［第一责任人］彭林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四库全书>七讲》、《清人的<仪礼>研究》、《常州学派略论》、《皮

锡瑞的生平和学术》等共 13 篇文章。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彭林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法学卷 

［第一责任人］沈国明，王立民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全书概述了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传统法学向近现代法学的转型与发展，

评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原则”等重大争鸣问题，回顾了清朝末年、民国时

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社团的演变。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法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沈国明 主编 

［知识责任］王立民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文学卷 

［第一责任人］王铁仙，王文英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全书以翔实的资料综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百年变革和发展的历程，分述了

中国文学学各分支学科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与主要成就（其中含美学研究），概述了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论争，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机构，社团、报刊、中外学

术交流及丛书和工具书出版的情况；书末附录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发展大事记。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王铁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文英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哲学卷 

［第一责任人］尹继佐，高瑞泉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全书以翔实的资料，综述了中国哲学在二十世纪百年发展历程，概述了中国哲

学百年发展中的重大论争，介绍了这一时期的哲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哲学社团、刊版著作出

版及中外交流。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尹继佐 主编 

［知识责任］高瑞泉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新闻学卷 

［第一责任人］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中国新闻学各学科的发展与重要成就；

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重大论争以及中国新闻学教育研究机构、学术社团、著述出版与中外交

流。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新闻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赵凯 主编 

［知识责任］丁法章 主编 

［知识责任］黄芝晓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教育学卷 

［第一责任人］叶澜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的审视；中国教育学主干学科的发展

与主要成就；中国教育学重大论争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学重要学术团体、教育科研机构、

书刊出版和中外学术交流。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叶澜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宗教学卷 

［第一责任人］王雷泉，刘仲宇，葛壮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讲解了二十世纪中国宗教的发展历程；中国宗教学各学科的发展及主要成

就；中国宗教学重大学术问题讨论；中国宗教学主要学术机构、学术活动与学术出版。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王雷泉 主编 

［知识责任］刘仲宇 主编 

［知识责任］葛壮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历史学卷 



［第一责任人］姜义华，武克全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学各学科的发展及其

主要成就；二十世纪史学领域重大论争；二十世纪历史教育与研究机构、史学社团和报刊、

中外史学交流。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姜义华 主编 

［知识责任］武克全 主编 

  

 

［正题名］近代史学刊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章 沅，严昌洪主编 

［译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文章 17 篇，分为中国江南市镇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特稿、专

题研究、研究生论坛四部分，包括《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明清湖

州丝绸专业市镇群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等文章。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知识责任］严昌洪 主编 

  

 

［正题名］翁同龢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翁同龢著] 

［译者］谢俊美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有关翁同龢的资料，由奏疏、函稿、诗词联对、文录、自订年谱、

甲午日记和随手记及附录七部分组成，分为上、下两册。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文集 

［知识责任］翁同龢 著 

［次知识责任］谢俊美 编 

  

 

［正题名］翁同龢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翁同龢著] 

［译者］谢俊美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有关翁同龢的资料，由奏疏、函稿、诗词联对、文录、自订年谱、

甲午日记和随手记及附录七部分组成，分为上、下两册。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文集 

［知识责任］翁同龢 著 

［次知识责任］谢俊美 编 

  

 

［正题名］台湾光复档案 

［副题名］历史图象 

［第一责任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连雅堂申请复籍更名案及内务部办理该案相关文书、日本

朝鲜台湾反法西斯同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宣言等。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图集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台湾/图集 

  

 

［正题名］台湾光复档案 

［副题名］文献史料 

［第一责任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分为未忘祖国、反日复台、心系宝岛、台湾光复、政体设置、百废待

兴和文化重建七个部分。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图集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台湾/图集 

  

 

［正题名］清代督抚张允随与云南社会 

［第一责任人］王燕飞著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集中研究张允随及其治滇的主要方面，即治矿、治荒、治江、抚绥边夷、

裁汰僧道及吏治，从而揭示云南社会的发展状况，并探讨其政绩，充分肯定他对当时云南社

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知识责任］王燕飞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 

［并列题名］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Moddern Society 

［第一责任人］陈国庆主编 

［译者］刘莹…[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从理论和实证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经济与贸易的变迁、中国近代社会的

阶层流动、中国近代政治的转型、中国近代国防与军队的转型、近代农村与城市的变迁、中

国近代教育与科技的转型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及风俗的变迁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国庆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莹 著 

  

 

［正题名］东南社会与中国近代化 

［第一责任人］郭太风 ，廖大伟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文史哲研究丛刊 

［附注内容］本文集内容包括：《 放与调适：上海 埠初期混杂型社会形成（1843-1869）》、

《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历史空间’与中国‘东南’漫议》、《 埠通商与沿江商

埠商路变迁》等。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郭太风 主编 

［知识责任］廖大伟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书目卷册］2004 年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22 篇，包括《1905 年前后的科举废止、学堂与士绅阶层》、《民

初宪法争衡中的几个问题》、《青年协会书局与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等。/中国/近代/研究/

文集 

  

 

［正题名］魏源与西学东渐 

［副题名］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第一责任人］彭大成，韩秀珍著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学术论丛 

［丛编题名］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研究及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千古变局中的前驱先路、凄风苦雨的暮年仕途、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

继承者、西方先进文化的首位推介者等共十章内容。 

［附注内容］湖南师范大学“十五”“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知识责任］彭大成 著 

［知识责任］韩秀珍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 

［第一责任人］章 沅，严昌洪主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辛亥革命与清末明初的民族国家认

同、辛亥革命与民初议会政治、北京临时政府的制度建设等 9 章。 

［主题词］辛亥革命/影响/政治/发展/中国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知识责任］严昌洪 主编 

  

 

［正题名］解读清皇陵 

［第一责任人］徐广源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故宫文丛 

［附注内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援助项目《明清皇家陵寝综合研究》(批准号：50378059) 

［附注内容］清朝先后 辟了盛京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处皇家陵园。本书采用一问一答

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清陵中的有关知识。 

［主题词］陵墓/简介/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徐广源 著 

  

 

［正题名］实说慈禧 

［第一责任人］刘北汜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故宫文丛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后期/史料 

［知识责任］刘北汜 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 

［第一责任人］关增建…[等]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计量学/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计量学/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关增建 著 

［知识责任］孙毅霖 著 

［知识责任］刘治国 著 

［知识责任］苏敬 著 

  

 

［正题名］合成一个蛋白质 

［副题名］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 

［第一责任人］熊卫民，王克迪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熊卫民 著 

［知识责任］王克迪 著 

  

 

［正题名］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 

［第一责任人］罗桂环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罗桂环 著 

  

 

［正题名］中国数学的西化历程 

［第一责任人］田森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数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数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田森 著 

  

 

［正题名］民国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第一责任人］朱信泉，娄献 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具体的事实，介绍了民国时期人物的家庭状况、上学情况、主要的经

历和言行，将人物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朱信泉 主编 

［知识责任］娄献  主编 

  

 

［正题名］肃顺与咸丰政局 

［第一责任人］高中华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文史哲博士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咸丰时代重臣肃顺及当时政局，内容包括：乱世权臣；敛财筹饷；重

典治国，打击旧权贵；和战不定；祺祥惨败。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高中华 著 

  

 

［正题名］思想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思想史的元问题 

［第一责任人］丁耘，陈新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意在讨论“思想史”这个观念本身的内涵及其历史性生成，同时反思“思



想史研究”的对象、方法、性质等可以纳入这个相对独立的问题阈中的东西。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世界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丁耘 主编 

［知识责任］陈新 主编 

  

 

［正题名］历史现场 

［副题名］西方记者眼中的现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张功臣选编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20 世纪上半叶，许多西方记者来到中国，记录下了他们眼中的这个古老二陌

生的国度。本书作者在多年专业研究的基础上，案“人物”、“事件”、“生活”、“城市”四部

分选编出西方记者的代表作品，这些新闻报道和回忆录中所记录的历史细节和精彩故事，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历届风雨飘摇中的现代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现代 

［主题词］新闻报道/作品集/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张功臣 选编 

  

 

［正题名］大帅府 

［副题名］张学良家族私密档案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著 

［出版者］中国长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地再现了张学良这位 20 世纪中国风云人物的独特风采，更重要的是

详尽客观地描述了张学良整个家族在这动荡的一百年里，每个人身上扣人心弦的命运。 

［知识责任］窦应泰 著 

  

 

［正题名］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副题名］赫德日记（1863-1866） 

［第一责任人］（美）凯瑟琳·F·布鲁纳，约翰·K·费正清，理查德·J·司马富编 

［译者］陈绛译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赫德是近代英国的外交官，曾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其在中国的活动、特别是

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政治的侵略控制和晚清五十年间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中，

起过特殊的作用。因此他的日记，提供了关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中外关系错综复杂的脆弱的结

构特别有价值的记录。 

［主题词］海关/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司马富 编 



［知识责任］费正清 编 

［知识责任］布鲁纳 编 

［次知识责任］陈绛 译 

  

 

［正题名］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 

［副题名］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 

［第一责任人］王胜今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伪满时期东北移民与殖民地经济结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

侵略，朝鲜半岛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俄国向中国东北的移民。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王胜今 著 

  

 

［正题名］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第一责任人］李耀宇口述 

［译者］李东平整理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个自幼参加中国革命的普通士兵对其人生经历的私人记录。书中记录

了中国革命中许多稚拙平实的一面、革命领袖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从不缺少的普通人的一面，

以及他们在平凡中显现的伟大和卓越的一面。 

［知识责任］李耀宇 口述 

［次知识责任］李东平 整理 

  

 

［正题名］雍正十年 

［副题名］那条瑞典船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阿海著 

［出版者］线装书局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外洋大班、海关监督、行商、衙役买办等的粉墨登场，展 了一幅瑞

典外洋船第一次前来广州贸易的生动历史画卷，再现了雍正十年广州贸易的整体情况。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广州/清前期 

［知识责任］阿海 著 

  

 

［正题名］当年事 

［副题名］南方周末解密档案 

［第一责任人］陈明洋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纸生态书系·独立史料典藏 叶匡政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作品有“毛泽东与清华大学”、“寻找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周恩

来总理在文革之初”、“我和爷爷朱德在一起的日子”等。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1966-1976 

［主题词］政治事件/中国/1966-1976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中国/1966-1976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明洋 编 

  

 

［正题名］紫禁城行走漫笔 

［第一责任人］杨乃济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故宫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集中展现了作者几十年来对京城、皇城、紫禁城的研究成果。分为史记考

辨、宫廷旧事、杂考杂谈等三部分。 

［主题词］故宫/史料 

［知识责任］杨乃济 著 

  

 

［正题名］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第一责任人］杨海成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飞扬与落寞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无行才子的今生今世、生在胡村、混在民国、在汪伪政府的日

子、相逢尘埃、无道无情、异域腾踏。 

［知识责任］杨海成 编著 

  

 

［正题名］北京街巷胡同分类图志 

［第一责任人］白宝泉，白鹤群著 

［译者］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编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北京城概况、北京的街道、内城和外城街道胡同命名的特点、街

道胡同的道路和四合院、北京城内街道胡同的数目和名称变革等。 

［主题词］城市道路/北京/图集 

［知识责任］白宝泉 著 

［知识责任］白鹤群 著 

  

 



［正题名］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副题名］北京的莫理循 

［第一责任人］沈嘉蔚编撰 

［译者］窦坤…[等]译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莫理循，澳大利亚人，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

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他在北京居住达 20 余年，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

事件，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余日记成为研究这一阶段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后留下的图

片资料欲 3000 余幅。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从中精选主要部分并作了必要的考证，本画册分

为 3 册，包含内容广泛，为历史工作者与爱好者提供了历史文献的文字所不能提供的直观图

像资料。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摄影集 

［主题词］社会史/史料/中国/近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沈嘉蔚 编撰 

［次知识责任］窦坤 译 

  

 

［正题名］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副题名］世纪之交的战乱 

［第一责任人］沈嘉蔚编撰 

［译者］窦坤…[等]译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莫理循，澳大利亚人，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

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他在北京居住达 20 余年，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

事件，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余日记成为研究这一阶段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后留下的图

片资料欲 3000 余幅。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从中精选主要部分并作了必要的考证，本画册分

为 3 册，包含内容广泛，为历史工作者与爱好者提供了历史文献的文字所不能提供的直观图

像资料。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摄影集 

［主题词］社会史/史料/中国/近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沈嘉蔚 编撰 

［次知识责任］窦坤 译 

  

 

［正题名］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副题名］目击变革 

［第一责任人］沈嘉蔚编撰 

［译者］窦坤…[等]译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莫理循，澳大利亚人，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

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他在北京居住达 20 余年，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



事件，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余日记成为研究这一阶段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后留下的图

片资料欲 3000 余幅。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从中精选主要部分并作了必要的考证，本画册分

为 3 册，包含内容广泛，为历史工作者与爱好者提供了历史文献的文字所不能提供的直观图

像资料。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摄影集 

［主题词］社会史/史料/中国/近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沈嘉蔚 编撰 

［次知识责任］窦坤 译 

  

 

［正题名］中国城市建设史 

［第一责任人］同济大学董鉴泓主编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城市建设/城市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董鉴泓 主编 

  

 

［正题名］浅笑居诗文集 

［第一责任人］方约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当代作家文萃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方约 著 

  

 

［正题名］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第一责任人］胡德坤，韩永利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主题词］抗日战争/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胡德坤 著 

［知识责任］韩永利 著 

  

 

［正题名］中華文史論叢 

［书目卷册］总第八十辑 

［第一责任人］李國章，赵昌平主編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宋文化的转型》、《论北魏时期青齐人士的文化贡献》、《唐文宗朝



政局与懿安太后》篇文章。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血泪忆衡阳 

［副题名］衡阳保卫战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蒋鸿熙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成稿于 1946 年，真实地记录了衡阳保卫战的情况。包括前言、闻警、出

发、衡阳一瞥、军民花絮、构工、战斗三部曲、战场趣拾等 11 章。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史料/1944 

［知识责任］蒋鸿熙 著 

  

 

［正题名］侵华日军东宁要塞揭秘 

［第一责任人］宿伟东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 

［丛编题名］独家史料·不能忘却的历史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日本在中国东宁横行的历史。包括了“踏察侵华日军东宁要塞群纪

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后战场”、“东宁要塞群国际论证会”等章节。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东宁县/史料 

［知识责任］宿伟东 主编 

  

 

［正题名］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 

［副题名］1890-1935 

［第一责任人］戴建兵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国金融史专刊 第一辑 吴景平，杜恂诚丛书主编 

［附注内容］河北经贸大学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全书共四章。内容有：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白银与近代金融体系；白银与

近代中国宏观经济的变迁；不同发展道路下货币制度选择的路径等。 

［主题词］银本位制/货币史/研究/中国/1890～1935 

［主题词］货币史/研究/中国/1890～1935 

［知识责任］戴建兵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张创新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对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政治制度繁盛、发展、变化进行了比

较深入的研究。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先秦～中华人民共和国 

［知识责任］张创新 著 

  

 

［正题名］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 

［副题名］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 

［第一责任人］罗炳良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章学诚史学的理论内涵涉及到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批

评方法论等领域中的许多问题，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罗炳良 著 

  

 

［正题名］劳工血泪史 

［第一责任人］朱妙春主编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二战期间被日本掳掠的劳工其中 28 位的血泪历史，包括劳工纪实，

及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等相关文章。 

［主题词］侵华事件/华工/日本/史料 

［主题词］华工/回忆录/日本 

［知识责任］朱妙春 主编 

  

 

［正题名］毋忘国耻 

［副题名］从伪满洲国邮票看日本侵华罪行 

［第一责任人］孙彦平主编 

［译者］吉林省集邮协会编著 

［出版者］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伪满洲国 14 年所发行的邮票、明信片、邮戳

和其他邮品都进行了批判性的收录、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罪行。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1931～1945/史料 

［知识责任］孙彦平 主编 

  

 



［正题名］杨守敬学术年谱 

［第一责任人］阎继才主编 

［译者］杨世灿总编纂 

［译者］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宜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本书四十万字，汇集了现存典籍所载杨守敬文史资料，既可了解杨守敬由贫寒

书生而为大学者的人生轨迹，又可以掌握其学术成就的脉络；并拓展了前人研究成果，使杨

学研究前进了一大步。 

［知识责任］阎继才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杨世灿 总编纂 

  

 

［正题名］权利中的知识分子 

［副题名］批判性人文主义的谱系 

［第一责任人］（美）保罗·博维著 

［译者］萧莎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现代思想译丛 第四辑 

［主题词］知识分子/关系/权力/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保罗 著 

［次知识责任］萧莎 译 

  

 

［正题名］文化县 

［副题名］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丹）曹诗弟（Stig Thoegersen）著 

［译者］泥安儒译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以教育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对山东省邹平县乡村学校的实地研究，描绘了

一幅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变迁的生动画卷。 

［主题词］教育事业/概况/邹平县 

［知识责任］曹诗弟 著 

［知识责任］Thoegersen 著 

［次知识责任］泥安儒 译 

  

 

［正题名］缄口日记 

［副题名］1966-1972，1974-1979 

［第一责任人］陈白尘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日记文丛 李辉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在“文革”期间写下的真实地记录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的

历史。其中《牛棚日记》十年前出版时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听梯楼日记》则是首次

出版。 

［主题词］文学家/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白尘 著 

  

 

［正题名］周策纵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周策纵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汉学名家书系 汤一介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作者的 23 篇文章，主要有《以“五四”超越“五四”》、《论杜甫》、

《关于屈原与杜甫》、《孟子“义利之辨”别解》。 

［主题词］汉学/文集/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汉学/文集 

［知识责任］汤一介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周策纵 著 

  

 

［正题名］秦家懿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秦家懿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汉学名家书系 汤一介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中国人的宗教观》、《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儒与耶》、《海外华人与

中国文化》等 15 篇论文。 

［主题词］汉学/文集 

［知识责任］汤一介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秦家懿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迁西县历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迁西县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正题名］周恩来在潮汕 

［第一责任人］陈汉初主编 

［译者］汕头市社科联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现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周恩来于 1925 至 1931 年先后四次来到

潮汕为研究对象，对于其在国共合作破裂、南昌起义、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等历程中的

创性工作与作用进行记述。 

［知识责任］陈汉初 主编 

  

 

［正题名］和平之殇 

［副题名］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纪实 

［第一责任人］彭锦华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以真实的史料、公允的立场，平实的语言来展 国共和谈之内幕。 

［主题词］国共谈判（1945-1947）/史料 

［知识责任］彭锦华 著 

  

 

［正题名］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 

［第一责任人］马龙闪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世界历史学术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苏联文化思想模式进行了全面研究，分析了它的形成、确立、发展、演

变和僵化过程，它与苏联经济模式的密切联系，自身特征，以及它对于苏联剧变的影响等。

全书史料丰富，论证严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主题词］文化思潮/影响/政治/研究/苏联/当代 

［主题词］政治/研究/苏联/当代 

［知识责任］马龙闪 著 

  

 

［正题名］元代社会婚姻形态 

［第一责任人］王晓清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元代婚姻形态中的婚姻方式、婚姻结构、婚姻礼俗，以及立足于此

的婚姻法令法规、婚姻思想观念。 

［主题词］婚姻问题/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王晓清 著 

  

 

［正题名］思想與學術 

［第一责任人］陈弱水，王汎森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4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總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研究论文《董仲舒不说五行考》、《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论唐代古

文运动》、《清初政权意识形态之研究》等 14 篇。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弱水 主编 

［知识责任］王汎森 主编 

  

 

［正题名］新华社记者笔下的抗战 

［第一责任人］何平主编 

［译者］陆小华，郑德全副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 54 篇在《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

上发表的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的相关报道。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主题词］新闻报道/中国/现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何平 主编 

  

 

［正题名］花冈河的风暴 

［副题名］1945 年日本花冈中国劳工抗暴实录 

［第一责任人］洛泽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7.9 

［主题词］花冈惨案（1945）/日本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洛泽 著 

  

 

［正题名］毛泽东年谱 

［副题名］1983-1949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逄先知主编 

［译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史学类 

［附注内容］本年为三卷本，谱记述了毛泽东 1893 至 1949 年的生平、经历和实践活动,包

括他的理论观点、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等。 

［知识责任］逄先知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年谱 

［副题名］1983-1949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逄先知主编 

［译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史学类 

［附注内容］本年为三卷本，谱记述了毛泽东 1893 至 1949 年的生平、经历和实践活动,包

括他的理论观点、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等。 

［知识责任］逄先知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年谱 

［副题名］1983-1949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逄先知主编 

［译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文库 史学类 

［附注内容］本年为三卷本，谱记述了毛泽东 1893 至 1949 年的生平、经历和实践活动,包

括他的理论观点、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等。 

［知识责任］逄先知 主编 

  

 

［正题名］朱彝尊《词综》研究 

［第一责任人］于翠玲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华文史新刊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词综》的文献学价值，辨析了《词综》提出的词学主张与《乐府

补题》、《浙西六家词》的关系，提出了《词综》对浙西词派形成及其演变的原因，总结了《词

综》对《四库全书总目》词籍目录以及常州词人张惠言《词选》的影响体现了清人对词体德

认识，并 清代词学研究之先河。 

［主题词］词/文学研究/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于翠玲 著 

  

 

［正题名］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希亮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中日历史基金课题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美国占领时期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放弃、日美安保体制下的反

动政治回潮、经济主义政治下的皇国史观暗流、新保守主义登场、战争责任问题尖锐化（不

认帐、不谢罪、不反省）等。 

［主题词］政治/政策/研究/日本/现代 

［主题词］侵略战争/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王希亮 著 

  

 

［正题名］晚清三名家繪百美圖 

［第一责任人］（清）费晓楼绘 

［译者］李保民，英蕤配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書韻楼叢刊 第三輯 

［主题词］仕女画/中国/清后期/画册 

［知识责任］费晓楼 绘 

［次知识责任］李保民 配诗 

［次知识责任］英蕤 配诗 

  

 

［正题名］晚清三名家繪百美圖 

［第一责任人］（清）改七薌绘 

［译者］史良昭，穆儔配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書韻楼叢刊 第三輯 

［主题词］仕女画/中国/清后期/画册 

［知识责任］改七薌 绘 

［次知识责任］史良昭 配诗 

［次知识责任］穆儔 配诗 

  

 

［正题名］晚清三名家繪百美圖 

［第一责任人］（清）王小梅 

［译者］c 曹明綱，史良昭配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書韻楼叢刊 第三輯 

［主题词］仕女画/中国/清后期/画册 

［知识责任］王小梅 绘 

［次知识责任］曹明綱 配诗 



［次知识责任］史良昭 配诗 

  

 

［正题名］中国现代报刊活动家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胡正强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原理，运用历史学、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在中

国现代报刊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 18 位政治领袖和文化精英的报刊思想进行了分析。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报刊/工作者/思想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胡正强 著 

  

 

［正题名］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金雅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的研究，共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逻辑脉络、梁启超

美学思想的四大范畴、梁启超的文艺思想与艺术美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价值与启迪四章及

一个附录。 

［知识责任］金雅 著 

  

 

［正题名］政治沧桑六十年 

［副题名］冷石斋忆旧 

［第一责任人］吴江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自述从 1937 年参加工作到 1990 年离 工作岗位这六十多年岁月中

的主要经历，也是自抗日战争至改革 放初期这半个多世纪史实的私家记述。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江 著 

  

 

［正题名］海上旧事 

［第一责任人］姜龙飞编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档案参考丛书 沈伟光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 10 余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悉心收集研读档案史料撰写而成的，可

读性极强。本书披露了民国时期上海 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执政细节、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天

折缘由，以及张伯驹绑架案、1948 年上海滩禁舞风潮等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



物。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沈伟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姜龙飞 编著 

  

 

［正题名］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 

［第一责任人］（加）杰克·赫贝尔，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著 

［译者］袁筱一，夏灵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两位作者 1960 年访华联手写下的。 

［主题词］游记/中国/近代 

［主题词］游记/作品集/加拿大/现代 

［知识责任］赫贝尔 著 

［知识责任］Hebert 著 

［知识责任］特鲁多 著 

［知识责任］Trudeau 著 

［次知识责任］袁筱一 译 

［次知识责任］夏灵 译 

  

 

［正题名］飲水词淺校 

［第一责任人］[長白]納蘭性德撰 

［译者］[定襄]趙秀亭，[會稽]馮統一淺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主题词］词（文学）/作品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纳兰性德 撰 

［次知识责任］赵秀亭 笺校 

［次知识责任］冯统一 笺校 

  

 

［正题名］亲历中印缅抗日战场 

［第一责任人］罗达仁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1944-1945 

［知识责任］罗达仁 著 

  

 

［正题名］耶儒对话与融合 

［副题名］《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 



［第一责任人］姚兴富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基督教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苏州大学“211 工程”学科建设经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联合资

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五章，包括了“索隐与考证：沟通耶儒关系之桥梁”，“上帝：耶儒对

话的焦点”，“格物与认识上帝”，“耶儒对话的伦理层面”等。 

［主题词］儒家/研究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主题词］基督教/传播/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姚兴富 著 

  

 

［正题名］林甘泉文集 

［第一责任人］林甘泉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婚姻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肖爱树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以清末以来政府制定、颁行的婚姻法律为研究对象，探求婚姻制度变革的

内在机制、总体特征等，揭示婚姻制度变革与社会发展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主题词］婚姻制度/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肖爱树 著 

  

 

［正题名］忻口抗战写真 

［第一责任人］胡全福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通过老革命家的深沉回忆，亲历者们对战争风云的真实写照，介绍了

战役中的历史人物，客观评述了历史事件。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山西省/1937/史料 

［知识责任］胡全福 著 

  

 



［正题名］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2004.4（总第一百零四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分岁月回眸、人物春秋、文化忆往、海外追踪、体坛风云、政协之星六部

分，收选了十九篇文章讲述天津历史。 

［主题词］文史资料/天津市 

  

 

［正题名］新四军与南京 

［第一责任人］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南

京中共党史学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正题名］国共关系的历史回顾与“一国两制”理论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国共关系研究专业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2004 年 9 月在西安举办的“国共关系的历史回顾与‘一国两制’理

论”研讨会上的论文 35 篇，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以及“一国两制”的构想理论进行了

探讨。 

［主题词］一国两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黄修荣 主编 

  

 

［正题名］清代浙东史学派经世致用思想 

［第一责任人］赵连稳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传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概述，清代浙东史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发

展阶段，清代浙东史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趋势，清代浙东史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四

章。 

［主题词］史学流派/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赵连稳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第一责任人］沈从文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以历史朝代为编排顺序，通过出土和传世文物的图像，并结合有机连续的

174 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及其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

广泛深入的探讨，反映了自殷商至清代 3000 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情况。 

［主题词］服饰/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沈从文 编著 

  

 

［正题名］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钱穆作品系列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亚细亚民俗研究 

［书目卷册］第五辑 

［丛书］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陶立璠主编 

［译者］苑利，贺学君副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风俗习惯/亚洲/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陶立璠 主编 

［次知识责任］苑利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贺学君 副主编 

  

 

［正题名］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 

［第一责任人］刘文新编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东北抗日联军军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绥宁反日同盟军的组成，党 始领导各种反日队伍、东北反日联合

军第五军的成立和巩固、第五军妇女团及其英勇斗争的事迹等共十章内容。 

［主题词］抗日斗争/东北抗日联军/史料 

［知识责任］刘文新 编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方志学 

［第一责任人］曹子西，朱明德主编 

［译者］陆奇执行主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中国现代方志学是当代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中国现代方志学基础理

论研究、中国现代方志学应用理论研究等。 

［主题词］方志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曹子西 主编 

［知识责任］朱明德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陆奇 执行主编 

  

 

［正题名］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第一责任人］龚惠，马文彦编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东北抗日联军军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挖掘了大量的资料，如实地介绍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依靠党的领导，执

行党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抗战、英勇斗争的史实。 

［主题词］抗日斗争/东北抗日联军/史料 

［知识责任］龚惠 编著 

［知识责任］马文彦 编著 

  

 

［正题名］中国货币演变史 

［第一责任人］千家驹，郭彦岗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主题词］货币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货币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货币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千家驹 著 

［知识责任］郭彦岗 著 

  

 

［正题名］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马艺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以历史发展轨迹为线索，系统地再现了 1880 至 1949 年间天津新闻事业发

生、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并揭示其发展规律与基本特征，重点介绍了近代天津历史上产生重

大影响的报刊。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天津市/近代 

［知识责任］马艺 主编 

  

 

［正题名］清宫藏书 



［第一责任人］齐秀梅，杨玉良…[等]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是将清宫存藏重要图书的类别、内容、整理编纂经过、特点、价值、

流传过程等做一简要的介绍。内容包括清宫藏书源流、清宫藏书概况、清宫藏书的装帧与维

护等。 

［主题词］藏书/故宫/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故宫/藏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齐秀梅 著 

［知识责任］杨玉良 著 

  

 

［正题名］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虎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系延边大学“十五”211 工程建设项目——东北亚与图门江流域 发研究

子课题 

［主题词］西方国家/影响/文化/对比研究/中国/朝鲜/日本 

［知识责任］李虎 著 

  

 

［正题名］青海民族教育近代化的困境与选择 

［第一责任人］李臣玲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兰州大学民族学博士文库 杨建新主编 第一辑 6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附注内容］“兰州大学 985 工程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古今对比，分析青海近代教育现象，青海传统的民族教育迈向近代化

过程中依托的平台、影响因素等问题，描绘出青海民族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历史进程及经

验教训。 

［主题词］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青海省/1900-1950 

［主题词］教育事业/概况/青海省/1900-1950 

［知识责任］杨建新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臣玲 著 

  

 

［正题名］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副题名］1950-2004 

［第一责任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正题名］中國學研究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吴兆路，林俊相，甲斐胜二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分为：专家论坛；文学与哲学；古代诗文研究；古代小说研究；现当

代文学研究；戏曲研究、语言学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国学论著论坛

10 个栏目。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吴兆路 主编 

［知识责任］林俊相 主编 

［知识责任］甲斐胜二 主编 

  

 

［正题名］文化的迷宫 

［副题名］后轴心时代的中国历史探秘 

［第一责任人］张远山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化元典、历史嬗变、思维原型、集体无意识为切入点，对后轴心时代

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进一步探究，可与作者的另一部著作《语言的密码——轴心时代的中

国思想探源》参照阅读。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化思想/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远山 著 

  

 

［正题名］抗战 

［第一责任人］中国中央电视台文献纪录片《抗战》节目组编写 

［译者］中国中央电视台…[等]组织编写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筑起新的长城、共赴国难、持久战略等 12 个专题

为主线编排，在关注军事选题的基础上，力求全面反映那一时期与军事并重的政治、经济、

文化、外交等重要内容，有机地将抗战时期各方面的情况巧妙地结合。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中国/画册 

  

 

［正题名］东京国际大审判 

［第一责任人］乐为，熊程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是长篇电视报告文学，忠于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精神，真实地再现了东



京国际大审判的史实，对整个审判既写出了它的巨大成功，也揭示了他存在的严重问题，因

而有着重要的认识意义。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审理/史料/战犯/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乐为 编著 

［知识责任］熊程 编著 

  

 

［正题名］傅雷的 后 17 年 

［第一责任人］叶凯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长廊与背影”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九章，包括：上海一家人；催人老的这一年；傅聪的叛逃让父亲“多

活了十年”；在大饥荒的日子里；道不完的身后事等内容。 

［知识责任］叶凯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  

［第一责任人］陈文清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建国迄今 55 年间我国创造的有影响的世界、亚洲和国内的若干“之

”，包括 大、 早、 多、第一、首创、唯一等事物，内容分为自然资源、经济建设、

社会事业和党政法制四大部分。 

［主题词］历史/中国/1949～2004/史料 

［知识责任］陈文清 主编 

  

 

［正题名］永恒的记忆 

［副题名］华中抗日根据地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部分二十八章，记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包括民主政治建设、

廉政制度建设、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军事建设、法制建设、财政制度和工商税收制度建设、

文化工作制度和教育工作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 

［主题词］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 

  

 

［正题名］欧洲中国学 

［第一责任人］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多位科研人员及部分院外专家广泛搜集资

料、深入研究的成果。书中对欧洲中国学的历史、研究现状、研究学者、教学与研究机构等

进行了介绍。 

［主题词］汉学/研究/欧洲/19 世纪—20 世纪 

［知识责任］黄长著 主编 

［知识责任］孙越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祖望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生活辞典 

［第一责任人］何本方 ，李树权，胡晓昆主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丰富插图，收录了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识，涉及城市、乡

村、人口、民族、婚姻、文学、艺术等门类的 8470 多条辞条。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古代/词典 

［知识责任］何本方 主编 

  

 

［正题名］历史的烙痕 

［副题名］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 

［第一责任人］李昭淳主编 

［译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出版者］岭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图册分为 8 个部分，分别是：战前广州；血腥轰炸、广州沦陷、日伪政权、

经济掠夺、崎形社会、奋起抗日和抗战胜利，共收录图片 441 幅。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广州市/画册 

［知识责任］李昭淳 主编 

  

 

［正题名］大连海关志 

［第一责任人］孙庆发主编 

［译者］大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志真实地记述了大连海关的历史，包括建置、监管、征税、缉私、统计、海

关科技应用、关务行政、党务群团八编内容。记述内容上限起自 1907 年，下限截至 1996

年。 

［主题词］海关/大连市/史料/1907-1996 

［知识责任］孙庆发 主编 

  

 



［正题名］天津近代錢幣 

［第一责任人］田锋，李万春主编 

［译者］天津市钱币学会编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普及丛书 万新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天津历史上货币铸造机构和发行机构为脉络，系统地叙述了天津货币铸

造和发行的种类、版别以及相关问题，附有大量的货币实物拓片、照片等史料，是一部叙述

天津货币发展历史的专著。 

［主题词］货币史/天津市/近代 

［主题词］货币/天津市/近代 

［知识责任］万新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田锋 主编 

［知识责任］李万春 主编 

  

 

［正题名］1938：武汉大会战 

［第一责任人］李永铭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武汉会战，内容包括不眠的战时大本营、宝塔灯火映江汉、八方风

雨聚江城和大江壮歌等。武汉会战近一年时间，这一年史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 团结、

民主、 进步、 有秩序的时期，为建设抗战的后方争得了宝贵的时间。 

［主题词］武汉会战/史料/1938 

［知识责任］李永铭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旅游史 

［第一责任人］王淑良…[等]著 

［出版者］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旅游与景观科学丛书 周武忠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东南大学科技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旅游业/历史/中国/1912-1949 

［知识责任］周武忠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淑良 著 

［知识责任］贾鸿雁 著 

［知识责任］王金池 著 

［知识责任］马民华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 

［第一责任人］吴美华著 

［译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组织编写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教育部“211 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八章，介绍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长

期存在的依据和条件、多党合作制度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关系、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的内容和

形式等内容。 

［主题词］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美华 著 

  

 

［正题名］吴阶平 

［第一责任人］黄洁夫，王庭槐，赵北海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社会活动家吴阶平的传记。

详细介绍了其在医学科学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知识责任］黄洁夫 著 

［知识责任］王庭槐 著 

［知识责任］赵北海 著 

  

 

［正题名］严济慈 

［第一责任人］马新生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 

［附注内容］严济慈，物理学家，浙江东阳人，一生拼搏在物理发展的前沿，做出了一系列

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本书记录了严济慈同志献身科学和教育事业的人生历程。 

［知识责任］马新生 著 

  

 

［正题名］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第一责任人］郭辉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事珍闻全记录丛书 

［附注内容］第四野战军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主力部队之一。它 初是在抗战胜利后，

以奔赴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为基础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10 月第四野战军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主题词］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郭辉 著 



  

 

［正题名］三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第一责任人］贾文祥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事珍闻全记录丛书 

［附注内容］第三野战军的前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撤的新四军部分主力和留守山东的八

路军部分主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阶段，华东野战军阶段，

第三野战军阶段和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阶段四个时期。 

［主题词］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贾文祥 著 

  

 

［正题名］百年漫画 

［副题名］1898～1999 中国漫画点评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黄远林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选介 1898 至 1998 一百年间的漫画进行点评，这些漫画反映了这一百年间

社会风云变幻。 

［主题词］漫画/作品集/中国/1898～1999 

［主题词］漫画/鉴赏/中国/1898～1999 

［主题词］美术批评/漫画/中国/1898～1999 

［知识责任］黄远林 编著 

  

 

［正题名］百年漫画 

［副题名］1898～1999 中国漫画点评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黄远林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选介 1898 至 1998 一百年间的漫画进行点评，这些漫画反映了这一百年间

社会风云变幻。 

［主题词］漫画/作品集/中国/1898～1999 

［主题词］漫画/鉴赏/中国/1898～1999 

［主题词］美术批评/漫画/中国/1898～1999 

［知识责任］黄远林 编著 

  

 

［正题名］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副题名］一九四九——二○○五年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去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选稿起自一九四九年九月，迄至二零零年五月，主要收入党中央、国务院

的有关决定、指示、通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有关讲话、谈话等，共一百六十一篇。 

［主题词］西藏问题/民族政策/文献/汇编 

［主题词］对外关系/专题文献/中国 

［主题词］政治/西藏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史料 

  

 

［正题名］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2003 年以前上海著名的人物、事件、事物等方面的条目，共计 2500

余条。包括主要活动在上海的名人、因事在上海出名的人物以及在上海出生、主要活动不一

定在上海的名人，著名的建筑物、道路、商店、学校、器物、报刊等。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上海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上海 

［知识责任］熊月之 主编 

  

 

［正题名］永远的八一五 

［第一责任人］刘晓峰主编 

［译者］蔡乐苏…[等]撰稿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以八一五这一历史瞬间为聚焦点，选择了中国的解放区、国统区、敌占区，

朝鲜半岛、日本、苏联、欧美等多个视角，对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的世界历史局势变化

进行了全景而又细致的扫描。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 

［知识责任］刘晓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蔡乐苏 撰稿 

  

 

［正题名］中国翻译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孟昭毅，李载道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翻译文学和新文学的关系,各时期翻译文学的特点,重要文学翻译家

的翻译主张及其贡献,相互关系和影响,以及作为翻译文学的 基本的特点等诸多问题,均有

研究探讨,并提出了观点鲜明的意见。 



［主题词］文学/翻译/历史/1897--2003 

［知识责任］孟昭毅 主编 

［知识责任］李载道 主编 

  

 

［正题名］邃谷书缘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书林清话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读书、读志、读人三部分。收录了“汉唐改元释例”的序及其他、我

的书斋邃谷楼、“三学集”自序、五十年成一书等文章。 

［主题词］读书笔记/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太平洋战场的较量 

［书目卷册］上 

［丛书］太平洋底的战争 

［第一责任人］（美）基思·惠勒，时代生活丛书编辑著 

［译者］顾群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美国时代生活版·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大量图片生动地展示了美、日双方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各种新式和老式

武器的外型、内部结构以及研制过程，重点介绍了潜艇的起源，及日军对珍珠港的袭击激怒

了美军潜艇部队，美潜艇部队在太平洋战场上是如何作战的。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图集 

［主题词］太平洋战争（1941-1945）/潜艇战/史料/图集 

［主题词］潜艇战/史料/1941-1945 

［知识责任］惠勒 著 

［次知识责任］顾群 译 

  

 

［正题名］太平洋战场的较量 

［书目卷册］中 

［丛书］远征军 

［第一责任人］（美）唐·莫泽著 

［译者］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译者］刘宁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美国时代生活版·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西方人的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缅甸、印度”这个不受西

方重视的战场进行了介绍。失去缅甸将会对盟军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不仅会导致中国被

终击败，而且印度将会很快面临日本从缅甸发动进攻的危险。因此美国联合中国政府组织

了远征军，本书通过大量图片生动地展示了中、印、缅战区的战况。本书还着重介绍了史迪

威、陈纳德两位人物。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图集 

［主题词］太平洋战争（1941-1945）/史料/图集 

［主题词］远征军/国民党军/史料/1942-1945 

［知识责任］莫泽 著 

［次知识责任］刘宁 译 

  

 

［正题名］太平洋战场的较量 

［书目卷册］下 

［丛书］燃烧的岛桥 

［第一责任人］（美）拉菲尔·斯坦贝格，时代生活丛书编辑著 

［译者］武欣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美国时代生活版·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大量图片生动地展示了美、日双方海军在太平洋的各个岛屿、海岸线

上进行的战役和战斗，这对双方都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但美军有着强大的人力和物力

储备，有着当地土著的支持协助， 重要的是，她代表的是正义的一面与侵略者抗争。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图集 

［主题词］太平洋战争（1941-1945）/海军战役/史料/图集 

［知识责任］斯坦贝格 著 

［次知识责任］武欣 译 

  

 

［正题名］民族民俗文物辞典 

［第一责任人］宋兆鳞，高可主编 

［译者］张建新执行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民族/文物/中国/词典 

［主题词］民族/社会生活/文物/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宋兆鳞 主编 

［知识责任］高可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建新 执行主编 

  

 

［正题名］王淦昌 



［第一责任人］常甲辰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 

［附注内容］王淦昌，物理学家。1941 年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后来的实验

所证实。先生曾参与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在爆

轰实验、固体炸药工艺研究和新型炸药研制，以及射线测试和脉冲中子测试方面，指导解决

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 

［知识责任］常甲辰 著 

  

 

［正题名］思潮 

［书目卷册］No.1 

［丛书］西方学术界新动向 

［副题名］寻求新人道主义 

［并列题名］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a new western humanism 

［第一责任人］陆象淦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是有关社会、人文综合性的不定期刊物。分为热点聚焦、寻求新人道主义；

学者点评；品位经典；先读为快；书海扫描五部分。具体内容包括人道主义与民主、生物伦

理学与达尔文主义、市场与三种自由主义乌托邦等。 

［主题词］ 社会科学/丛刊 

［主题词］人道主义/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陆象淦 主编 

  

 

［正题名］太平洋战场的胜利 

［书目卷册］上 

［丛书］麦克阿瑟的归来 

［第一责任人］（美）拉菲尔·斯坦贝格，时代生活丛书编辑著 

［译者］丁翠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美国时代生活版·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图片和简明的文字细致地描述了菲律宾群岛之战中各个阶段的战

役，同时对美国人与菲律宾人之间的感情、麦克阿瑟的“菲律宾情结”和战略也进行了生动

的描述。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图集 

［主题词］太平洋战争/1941-1945/史料 

［知识责任］斯坦贝格 著 

［次知识责任］丁翠玉 译 

  



 

［正题名］太平洋战场的胜利 

［书目卷册］中 

［丛书］轰炸日本 

［第一责任人］（美）基恩·惠勒，时代生活丛书编辑著 

［译者］李丽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美国时代生活版·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图片和简明的文字细致地描述了从 1942 年 4 月 18 日美国空军按

照事先拟定的 始对日本的东京等城市进行报复性轰炸，还有日本空军“神风队”阻止轰炸

的战术及美国 发出的远程轰炸机的多种机型等。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图集 

［主题词］太平洋战争/1941-1945/史料 

［主题词］历史/史料/日本/1939-1945 

［知识责任］惠勒 著 

［次知识责任］李丽 译 

  

 

［正题名］太平洋战场的胜利 

［书目卷册］下 

［丛书］杀向东京 

［第一责任人］（美）基恩·惠勒，时代生活丛书编辑著 

［译者］陈婧，李贺杰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美国时代生活版·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图片和简明的文字细致地描述了 1944 年同盟国作出了攻击日本

的重大战略决定，美军 始了通往东京之陆的战斗。美军虽然成为胜利者，但是他们同样付

出了惨痛的代价。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图集 

［主题词］太平洋战争 1941-1945/史料 

［主题词］历史/史料/日本/1939-1945 

［知识责任］惠勒 著 

［次知识责任］陈婧 译 

［次知识责任］李贺杰 译 

  

 

［正题名］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副题名］侍卫官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宓熙…[等]著 

［译者］江元舟，毛炳岳…[等]整理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是蒋介石、宋美龄的卫士长宓熙、侍从秘书汪日章、侍卫官居亦侨、侍从

室电话监察官王正元等回忆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知识责任］宓熙 著 

［次知识责任］江元舟 整理 

［次知识责任］毛炳岳 整理 

  

 

［正题名］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第一责任人］周晓虹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中国中产阶层的历史与现状、中产阶层的认同及其建构、中产阶层的

消费及其社会逻辑、地们标签与闲暇生活等八章，深入探讨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历史命运和生

存状况。 

［主题词］中等资产阶级/调查报告/中国 

［知识责任］周晓虹 主编 

  

 

［正题名］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 

［第一责任人］王铭铭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人类学的表述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 10 篇讲稿，是作者于 1994 年至 1998 年间记录下来的。其中 7 篇

以“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为名于 1997 年结集出版，8 年后在此改版，补充了 3 篇而成本

书。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王铭铭 著 

  

 

［正题名］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 

［第一责任人］王铭铭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人类学的表述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围绕的核心是“西学东渐”后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内容涉及中国看

西欧，反思中国人类学等问题。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重访西南联大时期人类学调查地

点，再读摩尔根《古代社会》等。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铭铭 著 

  

 



［正题名］血色长空 

［并列题名］Photo record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by air force 

［副题名］空军抗战与抗日胜利纪实 

［第一责任人］曾景忠…[等]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以丰富的图片资料为主，叙述抗战期间各国对我空中战场的支持，以史实

论证了科技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重点揭示了日寇投降的过程及祸首，特别是解读日本天皇

投降诏书中的内容。 

［主题词］空军/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曾景忠 编著 

［知识责任］王东方 编著 

［知识责任］章文灿 编著 

［知识责任］唐学锋 编著 

  

 

［正题名］中国传播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金冠军，戴元光主编 

［丛书］古代卷（上） 

［第一责任人］余志鸿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传播学/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金冠军 主编 

［知识责任］戴元光 主编 

［知识责任］余志鸿 著 

  

 

［正题名］中国传播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金冠军，戴元光主编 

［丛书］古代卷（下） 

［第一责任人］余志鸿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传播学/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金冠军 主编 

［知识责任］戴元光 主编 

［知识责任］余志鸿 著 

  

 

［正题名］中国传播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金冠军，戴元光主编 

［丛书］近代卷 



［第一责任人］徐培汀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传播学/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金冠军 主编 

［知识责任］戴元光 主编 

［知识责任］徐培汀 著 

  

 

［正题名］中国传播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金冠军，戴元光主编 

［丛书］现当代卷 

［第一责任人］戴元光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传播学/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传播学/思想史/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金冠军 主编 

［知识责任］戴元光 主编 

［知识责任］戴元光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1 

［丛书］萌生中的远古政治 

［第一责任人］马新，齐涛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卷书分为总论和卷一：萌生中的远古政治，分为 9 个部分，序说远古时代、

自然进程中的生命之旅、人类的由来、中国文明的萌动、大洪水与中国政治的萌发等。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马新 著 

［知识责任］齐涛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2 

［丛书］从邦国到帝国的先秦政治 

［第一责任人］王和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理论阐释、英雄时代的史诗、赫赫宗周的礼乐文明、帝国的摇篮——

崛起于西土的强秦、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三代的遗产 6 部分内容。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三代时期～战国时代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王和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3 

［丛书］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 

［第一责任人］王子今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对中国秦汉时期的政治进行了研究，从秦的统一、秦政的成败、楚汉

风云到汉帝国的建立与巩固、汉武帝时代、王莽和新朝的兴亡等内容。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王子今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4 

［丛书］分裂与对峙的魏晋南北朝政治 

［第一责任人］胡戟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卷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政治，包括魏蜀吴三国鼎立的龙争虎斗、西晋的

短期统一和乱亡、东晋十六国的大分裂、南朝北魏的对峙等 6 部分。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胡戟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5 

［丛书］繁盛中转型的隋唐五代政治 

［第一责任人］齐涛，马新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分序说隋唐五代、隋王朝的悄然崛起、隋唐之际的历史进程、贞观之治、

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政治变迁等十三个部分。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齐涛 著 

［知识责任］马新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6 

［丛书］动荡与变迁的宋辽金政治 

［第一责任人］江晓涛，李晓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分序说辽宋金元时代、真宗时期内外政策的调整、金朝崛起与辽北宋的相

继灭亡、南宋的建立与偏安政局的形成、南宋的灭亡等十四个部分。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宋辽金时代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江晓涛 著 

［知识责任］李晓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7 

［丛书］恢宏与草味的元朝政治 

［第一责任人］张金铣，赵文坦，齐涛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分序说元朝时代、蒙古族的兴起与国家的建立、成吉思汗时期的对外战争、

元朝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等十一章。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张金铣 著 

［知识责任］赵文坦 著 

［知识责任］齐涛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8 

［丛书］精致极权的明朝政治 

［第一责任人］朱亚非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分序说明朝、红巾军大起义、处旧更新的年代、 国之初、励精图治的年

代、从永乐到宣德等八个部分。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朱亚非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9 

［丛书］落日余辉的清朝政治 

［第一责任人］赵毅，王景泽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分：序说清朝、明代的东北、女真兴起，后金反明、清朝 国，明军瓦解、

平定三番，天下从治、风烛残年，末代气象等十二个部分。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赵毅 著 

［知识责任］王景泽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10 

［丛书］步步悲歌的晚清政治 

［第一责任人］戴鞍钢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分：序说晚清历史、起义狂飙、侵略者的铁蹄、近代化的起步、列强交逼、

步入二十世纪、皇朝的覆灭等十个部分。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戴鞍钢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11 

［丛书］巨变与重组的民国政治 

［第一责任人］温锐…[等]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分：序说民国时代；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民国肇基与制度

创新；军 纷争与走向新的统一；抗日御辱与民族新起等七部分。 

［主题词］政治/ 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 历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温锐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通史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12 

［丛书］ 天辟地的新中国政治 

［第一责任人］谢春涛，柳建辉，汤应武著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有计划的建设、经

济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改革 放从起步到全面展 等

八个部分。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中国/1949-2000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谢春涛 著 

［知识责任］柳建辉 著 

［知识责任］汤应武 著 

  

 

［正题名］世界抗日战争图志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杨克林，曹红编著 

［出版者］上海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套书为三册，将日本侵华史、日本侵略东北亚和侵略东南亚史、从十九世纪

末中日甲午战争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组成

部分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融为一体，展现了一幕幕纷繁复杂、丰富深刻的历

史场景。全三册书共收集图片资料五六千幅，表格地图近百幅，文字阐释上百万字，其中包



括史料、档案、文献、口述回忆、综述、大事记、人物小传作战示意图等内容。本套书的上、

中册为上编“中国和东亚各国的抗日斗争”，下册为下编“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抗日”。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世界/图集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世界/图集 

［知识责任］杨克林 编著 

［知识责任］曹红 编著 

  

 

［正题名］世界抗日战争图志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杨克林，曹红编著 

［出版者］上海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套书为三册，将日本侵华史、日本侵略东北亚和侵略东南亚史、从十九世纪

末中日甲午战争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组成

部分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融为一体，展现了一幕幕纷繁复杂、丰富深刻的历

史场景。全三册书共收集图片资料五六千幅，表格地图近百幅，文字阐释上百万字，其中包

括史料、档案、文献、口述回忆、综述、大事记、人物小传作战示意图等内容。本套书的上、

中册为上编“中国和东亚各国的抗日斗争”，下册为下编“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抗日”。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世界/图集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世界/图集 

［知识责任］杨克林 编著 

［知识责任］曹红 编著 

  

 

［正题名］世界抗日战争图志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杨克林，曹红编著 

［出版者］上海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套书为三册，将日本侵华史、日本侵略东北亚和侵略东南亚史、从十九世纪

末中日甲午战争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组成

部分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融为一体，展现了一幕幕纷繁复杂、丰富深刻的历

史场景。全三册书共收集图片资料五六千幅，表格地图近百幅，文字阐释上百万字，其中包

括史料、档案、文献、口述回忆、综述、大事记、人物小传作战示意图等内容。本套书的上、

中册为上编“中国和东亚各国的抗日斗争”，下册为下编“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抗日”。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世界/图集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世界/图集 

［知识责任］杨克林 编著 

［知识责任］曹红 编著 

  

 

［正题名］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 

［第一责任人］汪力成主编 



［译者］赵大川编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以日寇随军记者的摄影图片，客观再现二战期间日寇入侵浙江的罪恶

行径。 

［主题词］战争罪行/侵华事件/日本/1937-1945/摄影集 

［主题词］地方史/浙江/1937-1945 

［知识责任］汪力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大川 编著 

  

 

［正题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戴均良…[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词典包括古地名、旧地名和今地名三大部分。全书 6 万余条，1000 余万字。

是一部反映我国地名知识的大型权威工具书。 

［主题词］地名/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戴均良 主编 

［知识责任］刘保全 主编 

［知识责任］邹逸麟 主编 

［知识责任］王文楚 主编 

［知识责任］张晓敏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戴均良…[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词典包括古地名、旧地名和今地名三大部分。全书 6 万余条，1000 余万字。

是一部反映我国地名知识的大型权威工具书。 

［主题词］地名/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戴均良 主编 

［知识责任］刘保全 主编 

［知识责任］邹逸麟 主编 

［知识责任］王文楚 主编 

［知识责任］张晓敏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戴均良…[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词典包括古地名、旧地名和今地名三大部分。全书 6 万余条，1000 余万字。

是一部反映我国地名知识的大型权威工具书。 

［主题词］地名/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戴均良 主编 

［知识责任］刘保全 主编 

［知识责任］邹逸麟 主编 

［知识责任］王文楚 主编 

［知识责任］张晓敏 主编 

  

 

［正题名］铁军骁将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以生动丰富的资料，记述了叶挺、陈毅、粟裕、罗炳辉、黄克诚、张爱萍、

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等新四军将帅的光辉形象。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郑保卫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郑保卫 主编 

  

 

［正题名］揭 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 

［副题名］哈尔滨犹太人社区考察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铁江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专门研究历史文化的文集。收录了作者从 1999 年——2004 年间撰

写的论文，是其十余年来潜心钻研哈尔滨犹太人课题，孜孜以求，锲尔不舍，辛勤劳动的宝

贵结晶。本书包括了哈尔滨犹太人的由来与起源，哈尔滨犹太人的创业史及其在经济、政治、

宗教文化上的成就与贡献，历史宗教文化遗产及其影响，中以友好交流，招商引资等各个领

域。从其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来说，本书可谓 哈尔滨犹太人研究之先河。 

［主题词］犹太人/民族历史/哈尔滨市/近代 

［知识责任］张铁江 著 

  

 

［正题名］婦女與社會 



［第一责任人］李貞德，梁其姿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9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 12 篇文章，大致反映了台湾 近有关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情况。包

括《周代妇女在祭祀中的地位》、《汉魏六朝的乳母》、《浅滩宋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妇女/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李贞德 主编 

［知识责任］梁其姿 主编 

  

 

［正题名］禮俗與宗教 

［第一责任人］林富士主編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11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汉代之信仰生活、权利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道教的

“沐浴”探究、素食与中国佛教、后汉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寺院之分布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宗教/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林富士 主编 

  

 

［正题名］城市與鄉村 

［第一责任人］梁庚蕘，劉淑芬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7 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论及中国历史上城市与乡村的论文 14 篇，包括《周代都市的发展与

商业的发达》、《唐代五保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都市化制发展与人口特征》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农村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邢义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宽重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南 总主编 

［知识责任］梁庚尧 主编 

［知识责任］刘淑芬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倪兴祥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知识责任］倪兴祥 编著 

  

 

［正题名］社会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副题名］1840-1928 

［第一责任人］侯强著 

［译者］导师陆建洪 

［译者］审稿李茂生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宁波市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把中国法制现代化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考察将近代中国法制

现代化分为启蒙、发生和徘徊三个历史时期，着重分析了社会思潮、知识分子转型、法学教

育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关系，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艰难转型。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1840～1928 

［主题词］法制史 

［知识责任］侯强 著 

［次知识责任］陆建洪 导师 

［次知识责任］李茂生 审稿 

  

 

［正题名］中国电影年鉴 

［书目卷册］2005 年增刊（总第 24 卷） 

［丛书］中国电影百年特刊 

［第一责任人］俞小一主编 

［译者］中国电影年鉴社[编辑] 

［出版者］中国电影年鉴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电影(艺术)/中国/2004/年鉴 

［知识责任］俞小一 主编 

  

 



［正题名］从传统走向近代 

［副题名］中国科学文化史上的阮元 

［第一责任人］张立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阮元：是清朝乾嘉时代一位官至宰辅的名臣，同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

他在经学、史学、训诂学、文献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学和书学等诸方面颇有造诣，并

以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天算史著作《畴人传而在科学史领域名传中外。》 

［主题词］科学技术/技术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立 著 

  

 

［正题名］黄河文明 

［副题名］河套史 

［第一责任人］王天顺著 

［译者］张秀平策划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黄河/河套/文化史/研究 

［主题词］黄河/河套/文明/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西北地区 

［知识责任］王天顺 著 

［次知识责任］张秀平 策划 

  

 

［正题名］伍廷芳评传 

［第一责任人］丁贤俊，喻作凤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知识责任］丁贤俊 著 

［知识责任］喻作凤 著 

  

 

［正题名］传统与前瞻 

［副题名］张謇经济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敦琴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知识责任］王敦琴 著 

  

 

［正题名］韦政通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韦政通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汉学名家书系 汤一介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我对中国思想史的几点认识”、“传统与孔子”、“工业文明的伦理新

貌”、“人性与伦理”等文章。 

［主题词］汉学/文集 

［知识责任］汤一介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韦政通 著 

  

 

［正题名］中国空军百年史 

［第一责任人］华强，奚纪荣，孟庆龙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空军/军事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华强 著 

［知识责任］奚纪荣 著 

［知识责任］孟庆龙 著 

  

 

［正题名］顺生论 

［第一责任人］张中行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是阐述人生哲理的随笔集，全书分为天心、社会、己身三个部分，涉及到

生命、命运、管理、教养、机遇、职业、事业、死亡等六十个方面的问题。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中行 著 

  

 

［正题名］过去的大学 

［第一责任人］钟叔河，朱纯编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由权威当事人从不同角度叙写新中国成立前我国 17 所著名大学的历史、

人物、大事和办学特色。这些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南 、复旦、浙大、中山、厦大等一度

知名的学府。 

［主题词］高等学校/校史/中国 

［知识责任］钟叔河 编 

［知识责任］朱纯 编 

  

 

［正题名］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第一责任人］熊向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99 年出第一版，这次出版社征得作者同意，将熊向晖撰写得重要

文章重新修订，集结出版。 

［知识责任］熊向晖 著 

  

 

［正题名］犁与刀 

［副题名］百年中日问题忧思录 

［第一责任人］李刚著 

［出版者］中国三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中日之间的百年较量”、“日本，在大国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在和

平中崛起”三编十二章。内容有：梦想长大的岛国、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等。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李刚 著 

  

 

［正题名］人物·书话·纪事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元化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谈方主编 

［译者］龙观华副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就鸦片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始、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国

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日本侵华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问题、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改革 放与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等分十章进行了论述。 

［主题词］近代史/高等学校/教材/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高等学校/教材/中国 

［知识责任］谈方 主编 

［次知识责任］龙观华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 

［第一责任人］黄书光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尝试以问题的形式对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仅仅性深层次的多维透

视，力图通过揭示中国社会教化的理论建构、实践运作及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以彰显中国“千

秋教化”存在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全书共分九章。 

［主题词］社会教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黄书光 主编 

  

 

［正题名］梦断神州 

［副题名］十九世纪前夕的中国与世界 

［第一责任人］邹牧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百年震荡历史系列 

［附注内容］十九世纪的中华民族，还处在一种自尊与自卑、高大与渺小的地位上，心灵中

充满了空虚与无奈，发展与停止的相互交织，形成了近代惨烈的中西之争。书中对十九世纪

前夕的中国与世界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邹牧仑 著 

  

 

［正题名］长河落日 

［副题名］中国近代的政治演变 

［第一责任人］邹牧仑著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百年震荡历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对二十世纪政治文化的反思，对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提出一家之

言。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邹牧仑 著 

  

 

［正题名］乾坤再造 

［副题名］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 

［第一责任人］邹牧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百年震荡历史系列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中国/近代 

  

 

［正题名］贵州通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远古至元代的贵州 

［第一责任人］何仁仲主编 

［译者］《贵州通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地方史/贵州省 

［主题词］地方史/贵州省/远古至元代 

［知识责任］何仁仲 主编 

  

 

［正题名］贵州通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明代的贵州 

［第一责任人］何仁仲主编 

［译者］《贵州通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地方史/贵州省 

［主题词］地方史/贵州省/明代 

［知识责任］何仁仲 主编 

  

 

［正题名］贵州通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清代的贵州 

［第一责任人］何仁仲主编 

［译者］《贵州通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地方史/贵州省 

［主题词］地方史/贵州省/清代 

［知识责任］何仁仲 主编 

  

 

［正题名］贵州通史 

［书目卷册］第 4 卷 

［丛书］民国时期的贵州 



［第一责任人］何仁仲主编 

［译者］《贵州通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地方史/贵州省 

［主题词］地方史/贵州省/民国 

［知识责任］何仁仲 主编 

  

 

［正题名］贵州通史 

［书目卷册］第 5 卷 

［丛书］当代的贵州 

［第一责任人］何仁仲主编 

［译者］《贵州通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地方史/贵州省 

［主题词］地方史/贵州省/当代 

［知识责任］何仁仲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中华民国的创建与北洋政府的统治 

［副题名］中国迈向现代化社会（1912-1927）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等]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共四卷，本册为第一卷。内容包括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辛亥革命与中

华民国的建立、民国初年共和政制的演化、军 政制的发展与权力更迭、北京政府时期的对

外关系、新思潮新势力的勃兴等。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12-1948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12-1927 

［知识责任］张宪文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副题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曲折发展（1927-1937）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等]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12-1948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27-1937 

［知识责任］张宪文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日本全面侵华 

［副题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顿挫（1937-1945）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等]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12-1948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张宪文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国共内战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 

［副题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起点（1945-1949）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等]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12-1948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45-1949 

［知识责任］张宪文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论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杨群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华民国的创立、民国初年的政局、军 割据与军人专制、民

众的觉醒、国民革命等十四章。它一方面是对中华民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概述，另一方面力

求反映作者对中华民国史的整体看法。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12-1948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知识责任］杨群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 

［书目卷册］第二册 

［书目卷册］志一 

［丛书］政治卷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杨群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卷为《中国民国史》志部政治卷，包括政府制度志、议会选举志、法律志、

政党志共四个志，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中华民国时期政治演变的制度框架。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12-1948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知识责任］杨群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 

［书目卷册］第三册 

［书目卷册］志二 

［丛书］经济卷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杨群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册为《中华民国史》志部经济卷。本卷记述的内容涵盖工矿、农林牧渔、交

通通讯、商业、金融、外贸和财政等，既要记述民国政府各时期有关经济政策的演变，又要

记述各类经济实体的经济活动。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12-1948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知识责任］杨群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 

［书目卷册］第四册 

［书目卷册］志三 

［丛书］军事外交卷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杨群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卷为《中华民国史》志部军事外交卷，包括兵志、革命军队志、战争志、外

交志四个志。兵志是对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军事体制的介绍。

革命军队志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军事体制的介绍。战争志是对中华民国时期发生并



对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影响的各次战争的介绍。外交志选取了中国与那些在民国时期具有重大

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加以考察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12-1948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知识责任］杨群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 

［书目卷册］第五册 

［书目卷册］志四 

［丛书］文教社会卷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杨群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卷为《中华民国史》志部《文教社会卷》，共有十个志，即社会科学志、文

学艺术志、教育志、地理志、城市志、人口志、社团志、帮会志、风俗志、灾荒志。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12-1948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知识责任］杨群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 

［书目卷册］第六册 

［书目卷册］传一 

［丛书］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人物卷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杨群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册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人物卷，选取了在民国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

人物以及这段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从总体上、多侧面反映民国历史发展变化

的主要脉络。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知识责任］杨群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 

［书目卷册］第七册 

［书目卷册］传二 

［丛书］南京国民政府人物卷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杨群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册选取了在民国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以及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

当事人，从总体上、多侧面反映民国历史发展变化的主要脉络。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知识责任］杨群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 

［书目卷册］第八册 

［书目卷册］传三 

［丛书］中共及中间派人物卷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杨群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册为中共及中间派人物卷，选取了在民国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以及这

段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从总体上、多侧面反映民国历史发展变化的主要脉络。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知识责任］杨群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 

［书目卷册］第九册 

［书目卷册］传四 

［丛书］社会各界人物卷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杨群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册为社会各界人物卷，选取了在民国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以及这段历

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从总体上、多侧面反映民国历史发展变化的主要脉络。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知识责任］杨群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表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杨群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卷为“表”，分为政治类，包括职官、政党。经济类，有农业经济、工业经

济、交通经济等部分。军事外交类，包括民国时期军事。文教和社会类，包括关于文教、学

制沿革表等。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1912-1948/史料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知识责任］杨群 主编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起武昌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又命胡主持编辑工作，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信任，形成了友谊，

胡汉民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胡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在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1911 年广东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胡被



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

秘书长，协助孙处理日常事务。孙中山逝世后，胡受派系斗争牵连，离 了国民党权利中枢。

1930 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 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矛盾激化。

1931 年蒋介石竟将胡汉民软禁扣押。1932 年胡定居香港，至 1936 年逝世。在其生命的 后

五年，胡汉民把自己给别人的函电留了抄本，也保存了别人（包括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

李宗仁、白崇禧、王宠惠、蒋介石、宋子文等）寄发给他的信函，这也就有了现在的《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31-1936 

［知识责任］陈红民 辑注 

  

 

［正题名］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辑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 

［附注内容］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早年受新思想熏陶，不满清朝统治。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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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七）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八）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三九）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一）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二）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三）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四）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 四五）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六）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七）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八）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四九）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五一）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五二）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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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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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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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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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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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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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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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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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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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知识责任］喻春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俊明 主编 

  

 

［正题名］四聯總處會議錄 

［书目卷册］（六一） 

［第一责任人］喻春生，王俊明主编 

［译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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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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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金融史/史料/中国/1939-1948 

［主题词］银行/理事会/会议资料/中国/1939-1948/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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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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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内容］本书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中收集，经整理、编辑而成。时限自 1939

年 10 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以下简称“四联总处”）第

一次会议起，至 1948 年 10 月第三百七十二次 后一次会议止，其中包括会议日程、会议记

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本书的出版将为

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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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内容］本汇编选自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共 13000 余页，编成 27 册。分为民

俗和文物两部分，按问题分类。第 1-12 册为民俗；第 13-26 为文物古迹；第 27 册为图片（分

为东北民俗及文物古迹历史图片两部分）。本汇编主要选自中文档案，部分为满文档案，第

9 册至第 12 册选自日文档案；各册内文件排列原则上以时间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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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中國近代社會生活檔案 

［书目卷册］東北卷一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遼寧省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汇编选自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共 13000 余页，编成 27 册。分为民

俗和文物两部分，按问题分类。第 1-12 册为民俗；第 13-26 为文物古迹；第 27 册为图片（分

为东北民俗及文物古迹历史图片两部分）。本汇编主要选自中文档案，部分为满文档案，第

9 册至第 12 册选自日文档案；各册内文件排列原则上以时间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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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册至第 12 册选自日文档案；各册内文件排列原则上以时间为序。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正题名］中國近代社會生活檔案 

［书目卷册］東北卷一 

［书目卷册］21 

［第一责任人］遼寧省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汇编选自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共 13000 余页，编成 27 册。分为民

俗和文物两部分，按问题分类。第 1-12 册为民俗；第 13-26 为文物古迹；第 27 册为图片（分

为东北民俗及文物古迹历史图片两部分）。本汇编主要选自中文档案，部分为满文档案，第

9 册至第 12 册选自日文档案；各册内文件排列原则上以时间为序。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正题名］中國近代社會生活檔案 

［书目卷册］東北卷一 

［书目卷册］22 

［第一责任人］遼寧省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汇编选自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共 13000 余页，编成 27 册。分为民

俗和文物两部分，按问题分类。第 1-12 册为民俗；第 13-26 为文物古迹；第 27 册为图片（分

为东北民俗及文物古迹历史图片两部分）。本汇编主要选自中文档案，部分为满文档案，第

9 册至第 12 册选自日文档案；各册内文件排列原则上以时间为序。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正题名］中國近代社會生活檔案 

［书目卷册］東北卷一 

［书目卷册］23 

［第一责任人］遼寧省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汇编选自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共 13000 余页，编成 27 册。分为民

俗和文物两部分，按问题分类。第 1-12 册为民俗；第 13-26 为文物古迹；第 27 册为图片（分

为东北民俗及文物古迹历史图片两部分）。本汇编主要选自中文档案，部分为满文档案，第

9 册至第 12 册选自日文档案；各册内文件排列原则上以时间为序。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正题名］中國近代社會生活檔案 

［书目卷册］東北卷一 

［书目卷册］24 

［第一责任人］遼寧省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汇编选自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共 13000 余页，编成 27 册。分为民

俗和文物两部分，按问题分类。第 1-12 册为民俗；第 13-26 为文物古迹；第 27 册为图片（分

为东北民俗及文物古迹历史图片两部分）。本汇编主要选自中文档案，部分为满文档案，第

9 册至第 12 册选自日文档案；各册内文件排列原则上以时间为序。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正题名］中國近代社會生活檔案 

［书目卷册］東北卷一 

［书目卷册］25 

［第一责任人］遼寧省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汇编选自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共 13000 余页，编成 27 册。分为民

俗和文物两部分，按问题分类。第 1-12 册为民俗；第 13-26 为文物古迹；第 27 册为图片（分

为东北民俗及文物古迹历史图片两部分）。本汇编主要选自中文档案，部分为满文档案，第

9 册至第 12 册选自日文档案；各册内文件排列原则上以时间为序。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正题名］中國近代社會生活檔案 

［书目卷册］東北卷一 

［书目卷册］26 

［第一责任人］遼寧省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汇编选自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共 13000 余页，编成 27 册。分为民

俗和文物两部分，按问题分类。第 1-12 册为民俗；第 13-26 为文物古迹；第 27 册为图片（分

为东北民俗及文物古迹历史图片两部分）。本汇编主要选自中文档案，部分为满文档案，第

9 册至第 12 册选自日文档案；各册内文件排列原则上以时间为序。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汇编 

  

 

［正题名］中國近代社會生活檔案 

［书目卷册］東北卷一 

［书目卷册］27 

［第一责任人］遼寧省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汇编选自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共 13000 余页，编成 27 册。分为民

俗和文物两部分，按问题分类。第 1-12 册为民俗；第 13-26 为文物古迹；第 27 册为图片（分

为东北民俗及文物古迹历史图片两部分）。本汇编主要选自中文档案，部分为满文档案，第

9 册至第 12 册选自日文档案；各册内文件排列原则上以时间为序。本册为图片集，分“东

北民俗图片”及“文物古迹历史图片”两部分。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图集 

［主题词］地方史/档案资料/东北地区/近代/图集 

  

 

［正题名］战后中日关系 

［副题名］1945-2003 

［第一责任人］史桂芳著 

［出版者］当代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China Series 李景治主编 

eng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章，内容包括：冷战 始后的中日关系、“民间外交”的形成与发

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日关系的新发展、21 世纪的中日关系。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1945-2003 

［知识责任］史桂芳 著 

［知识责任］李景治 丛书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首次军衔制实录 

［第一责任人］徐平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八章，分别介绍了战争时期我军部分人员的军衔和全军两次拟实行军

衔制的情况以及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内容。附录部分收入了当时有关军衔制的几个重要法规文

件、大事记等，并配有 40 页军衔肩章、领章、勤务符号等。 

［主题词］军衔/简介/中国/1955-1966 

［知识责任］徐平 著 

  

 

［正题名］人文精神之重建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唐君毅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 新》。作者力图疏解中西古今若干文化观念

之冲突，以重建人类之人文精神， 创一和融贯通而分途发展之理想人文世界。 

［主题词］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正题名］人文精神之重建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唐君毅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 新》。作者力图疏解中西古今若干文化观念

之冲突，以重建人类之人文精神， 创一和融贯通而分途发展之理想人文世界。 

［主题词］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正题名］日本老兵忏悔录 

［第一责任人］（日）星彻著 

［译者］叶世纯，张应祥，刘雨珍译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官兵的证言，公 披露了那个时代日本军

人的所作所为，以帮助人们弄清为何竟有那么多的年轻士兵犯下如此累累罪行以及此后他们



又是通过何种途径，来进行深刻忏悔的。 

［主题词］战争/罪行/回忆录/日本 

［主题词］回忆录/战争罪行/日本/现代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星彻 著 

［次知识责任］叶世纯 译 

［次知识责任］张应祥 译 

［次知识责任］刘雨珍 译 

  

 

［正题名］清代云南民族竹枝词诗笺 

［第一责任人］李孝友笺释 

［出版者］云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稿的原诗选自清同治、光绪之间黄炳文堃的《“南蛮”竹枝词》及乾隆年

间张履珵的《“诸蛮”竹枝词》两种地方文献，内容多为叙述滇中的风土人情，广记云南古

今掌故轶事，歌咏边疆山川购物，乡土气息浓郁。 

［主题词］书法/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李孝友 笺释 

  

 

［正题名］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第一责任人］吴广义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专题与综合的论证，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日

本的战争责任和由此产生的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作出总体评论。 

［主题词］侵略战争/研究/日本/现代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吴广义 著 

  

 

［正题名］粤港抗战文化史论稿 

［第一责任人］袁小伦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共党史、统一战线史、新文化史和文化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

对粤港抗战时期文化史料进行探讨和研究；展现了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胸怀、文化政策、

对文化人的热诚关照、文化成果等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文化史/广东省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文化史/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广东省/1937-1945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1937-1945 

［知识责任］袁小伦 著 



  

 

［正题名］李钟玄战斗日记 

［副题名］1943-1954 

［第一责任人］李钟玄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作者在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战争年代里的亲身经历。日记前配发的

几十幅照片，形象生动地记录下作者曾经的历史瞬间。 

［知识责任］李钟玄 著 

  

 

［正题名］百年中国美学史略 

［第一责任人］章启群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章启群 著 

  

 

［正题名］江西抗日战争史 

［第一责任人］陈荣华主编 

［译者］郑海滨副主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江西抗日战争风暴的兴起、江西战场战略防御阶段

的战争形势、江西战场战略相持形势的出现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江西省/史料 

［知识责任］陈荣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郑海滨 副主编 

  

 

［正题名］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 

［副题名］1859-1924 

［并列题名］Theories of evolution and radicalism in China 

［副题名］1859-1924 

［第一责任人］吴丕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政治学论丛 Political Science eng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西文进化论的发展演变及其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的传统进化思

想，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各种思潮等。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1859-1924 

［知识责任］吴丕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 

［书目卷册］第六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为这套书的第六辑，记述了 1964 年 1 月至 1966 年 5 月发生在北京的一系

列重大事件，其中有些史实细节是首次公 披露的。 

  

 

［正题名］东南亚近现代史 

［书目卷册］上册 

［并列题名］Southeast Asian modern history 

［第一责任人］梁英明，梁志明等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季羡林主编 东南亚文化编 

［附注内容］“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西方殖民者入侵及东南亚各国殖民地化的进程，以

及各国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史；下编论述战后东南亚殖民地的独立与民族国家的形成，

以及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发展。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东南亚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东南亚 

［知识责任］梁英明 著 

［知识责任］梁志明 著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东南亚近现代史 

［书目卷册］下册 

［并列题名］Southeast Asian modern history 

［第一责任人］梁英明，梁志明等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季羡林主编 东南亚文化编 

［附注内容］“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西方殖民者入侵及东南亚各国殖民地化的进程，以

及各国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史；下编论述战后东南亚殖民地的独立与民族国家的形成，

以及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发展。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东南亚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东南亚 

［知识责任］梁英明 著 

［知识责任］梁志明 著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丛书主编 

  

 

［正题名］现代革命史料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陆米强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文集所收录的研究文章内容丰富，既有《试论毛泽东早期统战思想的产生和

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三个代表”的集中体现》等有一定理论深度专题研究文章，

也有《在中共一大会议与会址发生的事》等史实考证文章。 

［主题词］革命史/史料/研究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研究 

［知识责任］陆米强 著 

  

 

［正题名］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第一责任人］马驰原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四大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系列 

［主题词］宋子文/家族/史料 

［知识责任］马驰原 著 

  

 

［正题名］傅斯年别传 

［第一责任人］石兴泽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名家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大体按照与傅斯年交往的时间先后排列，个别人物根据内容相对集中，如

前面几个人物大都涉及傅斯年早期的生活内容，后面几个人物与其生命的终结相关。 

［知识责任］石兴泽 著 

  

 

［正题名］中国外债史 

［第一责任人］马金华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内容包括绪论、中国之债的源流、

清后期的外债、北洋政府时期的外债、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五个章节。 

［主题词］外债/经济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马金华 著 

  



 

［正题名］沈从文传 

［并列题名］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副题名］全译本 

［第一责任人］（美）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著 

［译者］符家钦译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沈从文的生平事迹，有“湘西少年”、“故都怪客”、“沈从文乡土文

学的根源”、“力争自治”等 8 章。 

［知识责任］金介甫 著 

［知识责任］Kinkley 著 

［次知识责任］符家钦 译 

  

 

［正题名］中國近代大衆傳媒與中國近代文學 

［第一责任人］蔣曉麗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曹順慶主編 

［附注内容］四川大学十五“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四川大学“九八五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 

［主题词］大众传媒/传播媒介/关系/近代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蒋晓丽 著 

［知识责任］曹顺庆 丛书主编 

  

 

［正题名］西湖老照片 

［第一责任人］李虹主编 

［译者］赵大川，韩一飞编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西湖全书 王国平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史料性影集，精选了约 500 余张有关西湖的老照片，真实地反映了

20 世纪上半叶西湖的风貌，具有很好的欣赏价值和史料价值。 

［主题词］湖泊/杭州市/摄影集 

［知识责任］李虹 主编 

［知识责任］王国平 丛书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大川 编著 

［次知识责任］韩一飞 编著 

  

 

［正题名］看清世界与正视中国 

［副题名］“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林家有，李明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再论孙中山的世界观》、

《论孙中山的世界潮流观》、《孙中山思想与全球化》、《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黄埔军校

时期的周恩来与孙中山》、《黄埔军官学校和韩国独立运动》等近 50 篇。 

［知识责任］林家有 主编 

［知识责任］李明 主编 

  

 

［正题名］文人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陈晋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知识责任］陈晋 著 

  

 

［正题名］历史思考的新途径 

［第一责任人］（德）约恩·吕森著 

［译者］綦甲福，来炯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作者在本书中着重探讨了历史思考的科学性以及专业性问题，提出新的思考途

径主要来源于方法论上德理性历史观，同时也包含了对美学和历史认知德基本考量，希望历

史知识和历史思考能够独立地应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实践。 

［主题词］史学/研究 

［知识责任］吕森 著 

［次知识责任］綦甲福 译 

［次知识责任］来炯 译 

  

 

［正题名］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辩 

［第一责任人］岑大利，刘悦斌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历史卷 龚书铎，李文海主编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题词］农民战争/战争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岑大利 著 

［知识责任］刘悦斌 著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 

［副题名］净明道的基礎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秋月觀暎著 

［译者］丁培仁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海外道教學譯叢 

［丛编题名］海外道教学译丛 

［附注内容］香港青松观为庆祝创观五十五周年而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许真君传考、西山与旌阳县、许逊教团的形成及其发展、宋代的许

逊教团与许逊信仰的实态、净明道的形成及其传承等内容。 

［主题词］道教/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秋月观暎 著 

［次知识责任］丁培仁译 译 

  

 

［正题名］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 

［并列题名］Teoria 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第一责任人］（意）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著 

［译者］田时纲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意大利外交部对本丛书的出版给予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篇。包括“历史与编年史”、“历史的人性”、“希腊罗马史学”、

“浪漫主义历史学”等内容，是克罗齐历史理论的力作。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克罗齐 著 

［知识责任］Croce 著 

［次知识责任］田时纲 译 

  

 

［正题名］老家旧事 

［副题名］李凖夫人自述 

［第一责任人］董冰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知识责任］董冰 著 

  

 

［正题名］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 

［第一责任人］邸永君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在翰林群体中存在的相当数量的满蒙和八旗汉军籍成员，这些人在

清代长达 300 多年的时间里，活跃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对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均有巨

大的影响。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邸永君 著 

  

 

［正题名］大道之行 

［副题名］胡愈之传 

［第一责任人］陈荣力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受泽故乡、发愤商务、搏击风暴、励志救国、致力抗日、奋战孤岛、

转战南洋、流亡印尼等 15 章，讲述了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政治活动家胡愈之的一生。 

［知识责任］陈荣力 著 

［知识责任］万斌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传 

［第一责任人］曹屯裕，肖东波主编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文章包括：《从维新到保皇——康有为》、《烂漫天才“善变”豪杰——梁

启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探索着留下的足迹》等。 

［主题词］历史人物/评传/中国/近代 

［主题词］历史人物/评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曹屯裕 主编 

［知识责任］肖东波 主编 

  

 

［正题名］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图鉴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抗日斗争/天津/1937-1945/图集 

［主题词］地方史/天津/1937-1945/图集 

  

 

［正题名］近代历史纵横谈 

［第一责任人］林华国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文章分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分歧；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性质及发展趋

向；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洋务运、戊戌变法四大部分。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林华国 著 

  

 

［正题名］19 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 

［副题名］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 

［第一责任人］郝秉键，李志军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19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张研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成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十五“211”工程“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项目的支

持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上海格致书院的教育创新、西洋观、实学教育思想、国防思想、

重商思想、实业思想、财金思想。 

［主题词］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中国/19 世纪 

［知识责任］郝秉键 著 

［知识责任］李志军 著 

［知识责任］张研 丛书主编 

  

 

［正题名］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第一责任人］孔祥云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四大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系列 

［知识责任］孔祥云 编著 

  

 

［正题名］陈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第一责任人］陈仕豪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四大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系列 

［知识责任］陈仕豪 著 

  

 

［正题名］史迪威公路 

［第一责任人］牟之先，（加）凯莉·汉姆著 

［译者］张兵一，之容编译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43 年史迪威将军以甘当“祭品”的牺牲精神来华任职，协调组

织中、美、英、印、缅军民发起了缅北滇西 路大战，1945 年 1 月，盟军各部在完胜滇缅

反攻战役的同时， 通并收复了中缅印国际公路的史实。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 

［知识责任］牟之先 著 

［知识责任］汉姆 著 

［次知识责任］张兵一 编译 

［次知识责任］之容 编译 

  

 

［正题名］张之洞的升迁之路 

［第一责任人］吴剑杰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历史文献资料，用比较通俗的文字，告诉你张之洞十怎样的一个人，

他的升迁之路和他一生主要做了那些事。 

［知识责任］吴剑杰 著 

  

 

［正题名］侯宝林评传 

［第一责任人］薛宝琨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侯宝林研究丛书 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人生历程和艺术美学两篇，内容包括走进侯宝林，面向新生活，半师

半友情，舞台风范，喜剧情态，相声美学等几部分。 

［知识责任］薛宝琨 著 

  

 

［正题名］解放军画传 

［第一责任人］张树德主编 

［副题名］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姜华峰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分为在解放战争的前夜里、在战略防御中的发展、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演奏大决战三部曲、正规化建设的起步与解放全中国五部分。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史料/画册 

［知识责任］张树德 主编 

［知识责任］姜华峰 编著 

  

 



［正题名］八路军画传 

［第一责任人］张树德主编 

［译者］朱奎玉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用“出师抗日”、“砥柱中流”、“冲破黑暗”、“走向胜利”四部分内容，写

下了八路军在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知识责任］张树德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奎玉 编著 

  

 

［正题名］新四军画传 

［第一责任人］张树德主编 

［译者］康永升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分为新四军的诞生、寇能往，我亦能往、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粉碎

夹击，坚持华中、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宜将剩勇追穷寇、向北发展，迎接解放七部分。 

［知识责任］张树德 主编 

［次知识责任］康永升 编著 

  

 

［正题名］百战将星 

［第一责任人］兰芳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浩劫与辉煌”系列 品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世界著名军事人物艾森豪威尔、朱可夫、麦克阿瑟、蒙哥马利、巴

顿、崔可夫和陈纳德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兰芳 编 

［知识责任］品生 丛书主编 

  

 

［正题名］宪政、理性与历史 

［副题名］萧公权的学术与思想 

［第一责任人］张允起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宪政的伦理基础：《政治多元论》及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理念与现实之间：一个政治学者的政治思虑；反思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中国政治思

想研究等等。 

［知识责任］张允起 著 



  

 

［正题名］刘英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刘英纪念集》编辑组，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共三辑，第一辑为刘英同志本人遗著，共 15 篇；第二辑为纪念文章，共

19 篇；第三辑收入的是关于刘英同志生平事迹的纪实性文章，共 9 篇。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 

［第一责任人］龙德成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瞿秋白的人生轨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文艺理论家、

宣传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和中国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奠基人等多种角度，论述了作

为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方方面面的成就和贡献。 

［知识责任］龙德成 著 

  

 

［正题名］历史上的徐家汇 

［并列题名］Zikawei in History 

［第一责任人］宋浩杰责任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区（城市）/地方史/上海市/近代/汉、英/画册 

［知识责任］宋浩杰 责任主编 

  

 

［正题名］走近郑宅 

［副题名］乡村社会变迁与农民生存状态 （1949-1999） 

［第一责任人］梁敬明著 

［译者］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对浙江省中部的一个乡镇——浦江县郑宅镇，从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等经济社会变动，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力求从乡村社会变迁角度去理解当代中国

历史，勾勒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 

［主题词］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浦江县/1949～1999 

［主题词］农民/生存/状态/研究/浦江县/1949～1999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浦江县/1949～1999 

［知识责任］梁敬明 著 

  

 



［正题名］中国档案学史论 

［第一责任人］李财富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管理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六章，介绍了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

就及其对当今的借鉴意义，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停滞时期的中国档案学等内容。 

［主题词］档案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财富 著 

  

 

［正题名］李文海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著 

［出版者］学习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学习理论文库 

［附注内容］本选集选取了 33 篇文章，内容包括五组：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近代发展道

路的历史选择；晚清社会生活与社会变革；近代灾荒的历史警示；文科教育与文科建设。 

［主题词］近代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李文海 著 

  

 

［正题名］龚书铎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龚书铎著 

［出版者］学习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学习理论文库 

［附注内容］本选集收入文章近 40 篇，内容分五部分：史观与方法；文化漫议；近代文化

史；史事与人物；历史教育。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龚书铎 著 

  

 

［正题名］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 

［第一责任人］张忠民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0 章，从城市的综合发展环境与城市竞争力、城市经济综合实力与

城市竞争力，以及城市总体服务功能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三大层面，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

市综合竞争力进行研究。 

［主题词］城市经济史/研究/上海市/近代 

［主题词］经济发展/竞争/研究/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张忠民 主编 

  



 

［正题名］困顿与求索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教育变迁的回顾与反思 

［第一责任人］杨宏雨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传统教育的危机、“师夷长技”与“中体西用”、日本教育的启

示、转向美国模式、十字架与教会教育、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人民教育的新纪元等。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杨宏雨 著 

  

 

［正题名］江苏古代教育生态 

［第一责任人］张倩如著 

［出版者］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化基因、价值取向、文化符号、文化血脉、文化网络、社会风情、文

化传统、教育习俗等八个篇章，论述了生态环境对江苏古代教育的影响。 

［主题词］教育生态学/研究/江苏省/古代 

［知识责任］张倩如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坟 

［丛书］热风 

［丛书］呐喊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坟》收作者 1907-1925 年所作论文二十三篇；《热风》收作者 1918-1924

所作杂文四十一篇；《呐喊》收作者 1918-1922 年所作小说十四篇。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主题词］鲁迅杂文 

［主题词］鲁迅小说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彷徨 

［丛书］野草 

［丛书］朝花夕拾 



［丛书］故事新编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彷徨》收作者 1924-1924 年所作小说十一篇；《野草》收作者 1924-1926

年所作散文诗二十散篇；《朝花夕拾》收作者 1926 年所作回忆散文十篇；《故事新编》收作

者 1922-1935 年所作小说八篇。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主题词］鲁迅小说 

［主题词］鲁迅杂文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华盖集 

［丛书］华盖集续编 

［丛书］而已集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华盖集》收作者 1925 年所作杂文三十一篇；《华盖集续编》收作者 1926

年所作杂文散十二篇，另有 1927 年所作一篇；《而已集》收作者 1927 年所作杂文二十九篇。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主题词］鲁迅杂文 

［主题词］鲁迅散文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三闲集 

［丛书］二心集 

［丛书］南腔北调集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三闲集》收作者 1927-1929 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 1932 年的《鲁

迅书目》一篇；《二心集》收作者 1930-1931 年所作杂文三十七篇，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

阶级》译文一篇；《南腔北调集》收作者 1932-1933 年所作杂文五十一篇。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主题词］鲁迅杂文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伪自由书 

［丛书］准风月谈 

［丛书］花边文学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伪自由书》收作者 1933 年 1 月-5 月间所作杂文四十三篇；《准风月谈》

收作者 1933 年 6 月-11 月所作杂文六十四篇；《花边文学》收作者 1934 年 1 月-11 月间所作

杂文六十一篇。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主题词］鲁迅杂文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且介亭杂文 

［丛书］且介亭杂文二集 

［丛书］且介亭杂文末编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且介亭杂文》收作者 1934 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且介亭杂文二集》收

作者 1935 年所作杂文四十八篇；《且介亭杂文末编》收作者 1936 年所作杂文三十五篇。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主题词］鲁迅杂文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集外集 

［丛书］集外集拾遗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集外集》收作者 1933 年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未曾编入的诗文合集；《集

外集拾遗》书名由作者本人拟定，部分文章由作者收集抄录，有的加写“补记”或“备考”，

但未编完即因病中止，后由许广平续编完成。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主题词］鲁迅杂文 

［主题词］鲁迅诗歌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集外集拾遗补编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收入作者 1938 年 5 月许广平编定的《集外集拾遗》出版后陆续发现的佚

文。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主题词］鲁迅杂文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中国小说史略 

［丛书］汉文学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中国小说史略》原为作者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先

后于 1923 年 12 月、1924 年 6 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两册出版；《汉文学史纲要》系

作者在 1926 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1938 年编入《鲁迅全集》首

次正式出版。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主题词］鲁迅著作/历史著作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古籍序跋集 



［丛书］译文序跋集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古籍序跋集》收作者 1912 年至 1935 年间为自己辑录或校勘的十九中古

籍而写成的三十五篇序跋；《译文序跋集》收作者为自己翻译的和与别人合译的各书所作的

序、跋，连同单篇译文在报刊上发表时所写的“译者附记”，共一二○篇。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主题词］鲁迅/序跋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丛书］两地书 

［丛书］书信（1904-1926）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两地书》收作者与景宋（许广平）在 1925 年 3 月至 1929 年 6 月间通信

集结，共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鲁迅信六十七封半）；《书信》收作者在 1904-1926 年间与一些

文化名人的信函。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丛书］书信（1927-1933）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收录作者在 1927-1933 年间与一些文化名人的信函。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三卷 

［丛书］书信（1934-1935）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收录作者在 1934-1935 年间与一些文化名人的信函。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四卷 

［丛书］书信（1936  致外国人士）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收录作者 1936 年的与一些文化名人的信函；还有致外国人的多封信函。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五卷 

［丛书］日记（1912-1926）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六卷 

［丛书］日记（1927-1936）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七卷 



［丛书］日记（人物书刊注释）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册注释为日记中出现的与鲁迅有交往的人物和所记的书籍、报刊。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鲁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八卷 

［丛书］附集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总编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鲁迅著作/全集 

［主题词］鲁迅著作/书目 

［主题词］鲁迅著作/索引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第一责任人］（日）岛田虔次著 

［译者］甘万萍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极其宽广的视野，描绘出从王阳明、经过泰州学派、到李卓吾的所谓“王

学左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展 ，再现了当时社会与思想运动的活泼气息，并指出了这个

时期已经出现了近代市民意识的萌芽。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岛田虔次 著 

［知识责任］刘东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甘万萍 译 

  

 

［正题名］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 

［第一责任人］孙晓芬编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是首部反映明清两朝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间源流的专著。作者进行

了历史、社会、文化、语言、谱牒和建筑等诸多方面研究，还以邓氏等若干姓氏家族作个案，



论述深刻，并提出了“麻城孝感现象”、“祖籍记忆与移民的根”等论点。 

［主题词］人口迁移/历史/研究/江西省/明清时代 

［主题词］人口迁移/历史/研究/湖广/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孙晓芬 编著 

  

 

［正题名］鲁迅·革命·历史 

［副题名］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 

［第一责任人］（日）丸山升著 

［译者］王俊文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文学史研究丛书 陈平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丸山升先生的 16 篇文章，内容有：“鲁迅和《宣言一篇》”、“辛亥

革命与其挫折”、“中国的文学评论与文学政策”、“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丸山升 著 

［知识责任］陈平原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俊文 译 

  

 

［正题名］抗日战争焦点事件 

［第一责任人］何仕俊，高敏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事件/中国 

［知识责任］何仕俊 编 

［知识责任］高敏 编 

  

 

［正题名］北京西城往事 

［第一责任人］金子成主编 

［译者］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编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全书分档案传真、光辉历程、往事追踪、西城文革、西城旧景、西城随笔、名

人故居、什刹三海、胡同漫谈等 12 个栏目，不仅谈到了西城的人文变迁，同时也反映了北

京的变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西城区/史料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金子成 主编 

  

 

［正题名］丰子恺年谱 



［第一责任人］盛兴军主编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丰子恺的人生经历的客观描述，梳理出他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在

文学、艺术实践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等。 

［知识责任］盛兴军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农村研究 

［书目卷册］2003 年卷 

［第一责任人］徐勇主编 

［译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农村问题的综合研究刊物。栏目设置有“实证调查”、“理论探讨”、

“政策研究”、“评论与争鸣”。 

［主题词］农村经济/研究报告/中国/2003 

［知识责任］徐勇 主编 

  

 

［正题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 

［副题名］读史笔记 

［第一责任人］于光远著述 

［译者］韩钢诠注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以读史笔记形式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问题的提出、产生的历史过程和

基本内容及其在建国前后的历史命运，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同新民主主义论的关系，进

行了深入的探索和阐发。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于光远 著述 

［次知识责任］韩钢 诠注 

  

 

［正题名］1644 年中国社会大震荡 

［第一责任人］孙文良，张杰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清史别丛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 1644 年间的一些历史事件及涌现的风云人物重新进行了剖析和评

价，如“反剃发兴义师”的抗清斗争、功勋卓著的多尔衮、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扬州殉难

的史可法、“两朝领袖”钱谦益等。 

［主题词］古代史/史料/中国/1644 

［知识责任］孙文良 著 



［知识责任］张杰 著 

  

 

［正题名］此情犹思 

［副题名］季羡林回忆文集 

［书目卷册］第贰卷 

［丛书］汗洒北大  感愤“文革”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译者］胡光利，梁志刚主编 

［出版者］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季羡林的《回到祖国》、《我的学术总结》、《散文名篇》、《〈牛棚杂

忆〉节选》四个栏目的作品。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次知识责任］胡光利 主编 

［次知识责任］梁志刚 主编 

  

 

［正题名］此情犹思 

［副题名］季羡林回忆文集 

［书目卷册］第肆卷 

［丛书］游历天下 老有所悟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译者］胡光利，梁志刚主编 

［出版者］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季羡林的《星光的海洋》、《海上世界》、《尼泊尔随笔》、《科纳克里

的红豆》等回忆文章。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次知识责任］胡光利 主编 

［次知识责任］梁志刚 主编 

  

 

［正题名］此情犹思 

［副题名］季羡林回忆文集 

［书目卷册］第壹卷 

［丛书］求知清华 留学德国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译者］胡光利，梁志刚主编 

［出版者］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季羡林的《留学热》、《道路终于找到了》、《两年生活》、《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等三十九部作品。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次知识责任］胡光利 主编 

［次知识责任］梁志刚 主编 

  

 

［正题名］张九龄年谱 

［第一责任人］顾建国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张九龄是唐玄宗 元年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生平活动涉及当

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其道德文章亦影响一时，称誉

后世。 

［知识责任］顾建国 著 

  

 

［正题名］彭德怀传奇 

［第一责任人］刘秉荣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知识责任］刘秉荣 著 

  

 

［正题名］清史论丛 

［书目卷册］2006 年号 

［第一责任人］张捷夫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晚清后妃用药与医疗保健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晚清社会变迁与近代报人之产生》、《清代火枪述略》、《施琅史事

探微》等论文。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丛刊 

［知识责任］张捷夫 主编 

  

 

［正题名］胡适的精神之旅 

［第一责任人］杨国良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适成长过程的有关材料，全面展现了其思想、精神成长的全过程。 

［知识责任］杨国良 著 

  

 

［正题名］共和国大审判 

［副题名］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史 



［第一责任人］王文正口述 

［译者］沈国凡采写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口述史 

［附注内容］本书是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加

审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亲历记。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王文正 口述 

［次知识责任］沈国凡 采写 

  

 

［正题名］张發奎传 

［第一责任人］王心钢著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知识责任］王心钢 著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十九期（二○○五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4/丛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发行史 

［第一责任人］高信成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中国古代图书发行史》；第二编是《中国近代图书

发行史》；第三编《中国现代图书发行史》。 

［主题词］图书/出版者/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高信成 著 

  

 

［正题名］寻访抗战老兵 

［第一责任人］《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组编著 

［出版者］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主题词］军人/回忆录/中国/1937-1945 



  

 

［正题名］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第一责任人］高王凌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若不了解农民及其行为，就不能说是对人民公社有真正的了解。本书作者通过

实地调查发现，农民行为对农民公社的命运、对后来“包产到户”的形成，甚至对那以后的

农村经济及农村生活，都有着长远、深刻的影响。 

［主题词］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中国 

［知识责任］高王凌 著 

  

 

［正题名］中日甲午战争全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战前篇 

［第一责任人］关捷…[等]总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卷论述了 19 世纪中叶后半期东亚格局形势，既谈及资本主义列强在东亚的

角逐，又涉及中、日、朝三国的国情，尤其重点阐明了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败。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历史 

［知识责任］关捷 总主编 

［知识责任］唐功春 总主编 

［知识责任］郭富纯 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恩格 总主编 

  

 

［正题名］中日甲午战争全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战争篇（上） 

［第一责任人］关捷…[等]总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的第二、三卷翔实地叙述了日甲午战争的序幕，日本建立战时 高指挥机

构——大本营，中日两国的宣战。对每个大小战役的战备、战略战术进行分析；同时较为详

尽地阐述战争期间的中日外交、国际关系；李鸿章等三人赴日谈判的过程；日本政府以军事

威胁等手段，逼迫清政府以再让步的过程，并得出弱国无外交的结论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历史 

［知识责任］关捷 总主编 

［知识责任］唐功春 总主编 

［知识责任］郭富纯 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恩格 总主编 

  



 

［正题名］中日甲午战争全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战争篇（下） 

［第一责任人］关捷…[等]总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的第二、三卷翔实地叙述了日甲午战争的序幕，日本建立战时 高指挥机

构——大本营，中日两国的宣战。对每个大小战役的战备、战略战术进行分析；同时较为详

尽地阐述战争期间的中日外交、国际关系；李鸿章等三人赴日谈判的过程；日本政府以军事

威胁等手段，逼迫清政府以再让步的过程，并得出弱国无外交的结论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历史 

［知识责任］关捷 总主编 

［知识责任］唐功春 总主编 

［知识责任］郭富纯 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恩格 总主编 

  

 

［正题名］中日甲午战争全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战后篇 

［第一责任人］关捷…[等]总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包括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保台运动和甲午战争德历史地位等三

方面。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历史 

［知识责任］关捷 总主编 

［知识责任］唐功春 总主编 

［知识责任］郭富纯 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恩格 总主编 

  

 

［正题名］中日甲午战争全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思潮篇 

［第一责任人］关捷…[等]总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记述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至甲午战争期间的外扩思潮和中国的爱国改革

思潮。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历史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关捷 总主编 



［知识责任］唐功春 总主编 

［知识责任］郭富纯 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恩格 总主编 

  

 

［正题名］中日甲午战争全史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人物篇 

［第一责任人］关捷…[等]总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卷是人物卷，其中包括直接参与涉及甲午战争的中国政要、文人学士等和朝

鲜、日本、欧美一些国家军政、使领人员、记者等人物在战争期间的政治、军事、文化活动

分别叙述，既可以窥见时人对战争的不同立场和观点，也可从一个侧面探知战争的过程。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历史 

［主题词］人物/传记/清后期 

［知识责任］关捷 总主编 

［知识责任］唐功春 总主编 

［知识责任］郭富纯 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恩格 总主编 

  

 

［正题名］旧中国海军秘档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我帮助黎元洪组织参谋部第五局的经过》、《北洋时期留学日本海军

大学的八个人》、《青岛海军的演变和灭亡》、《我在东北海军的回忆》、《从护法舰队到渤海舰

队》等文章。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海军/军事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西藏战争 

［第一责任人］彭苏著 

［出版者］敦煌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西藏人民抗英斗争（1904）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彭苏 著 

  

 

［正题名］清宫二年记 



［第一责任人］（美）德龄著 

［译者］顾秋心译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附注内容］本书是慈禧太后的一等女侍官德龄记述晚清宫廷生活的史料性作品，作者亲身

的经历为读者展现了慈禧生活中真实的一面。 

［知识责任］德龄 著 

［次知识责任］顾秋心 译 

  

 

［正题名］史学方法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大学坛 

［附注内容］本书由作者讲演稿整理而成，主要内容包括：史料处理、史实重建、史学理论、

确定选题、安排结构、历史研究价值、乃至论文的引证、注脚方面等。 

［主题词］史学/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重塑与思考 

［副题名］1951 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崔晓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知识分子/高等学校/思想改造/史料/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崔晓麟 著 

  

 

［正题名］血泪“盖山西” 

［副题名］日军山西性暴力十年调查 

［第一责任人］班忠义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风云岁月纪实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山西阳泉地区盂县周边 21 座日本炮台中的一个——进圭

炮台诸多受害妇女中几位兴存者的惨痛经历。 

［主题词］战争罪行/日本/史料/1937-1945 

［知识责任］班忠义 著 

  

 

［正题名］中国纪录电影史 



［第一责任人］单万里著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 赵实丛书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纪录电影的 端、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抗战纪录电影的繁荣、

人民纪录电影的兴起、“十七年”的新闻纪录片等 8 章。 

［主题词］纪录片/电影史/中国 

［知识责任］单万里 著 

［知识责任］赵实 丛书主编 

  

 

［正题名］沈从文家书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沈从文，张兆和…[等]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劫余情书·日记”、“湘行书简”、“飘零书简”、“说明员家书”、

“南行通信”、“牛棚内外”、“童心幻念”等几部分。 

［主题词］书信集 

［知识责任］沈从文 著 

［知识责任］张兆和 著 

  

 

［正题名］沈从文家书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沈从文，张兆和…[等]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劫余情书·日记”、“湘行书简”、“飘零书简”、“说明员家书”、

“南行通信”、“牛棚内外”、“童心幻念”等几部分。 

［主题词］书信集 

［知识责任］沈从文 著 

［知识责任］张兆和 著 

  

 

［正题名］中国地名辭源 

［第一责任人］李引…[等]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中国地名 11477 条，包括：国名；省、直辖市、自治区、自治州、

盟、市、县、旗、自治县，重要县级镇，和镇级以下的居民地等等。 

［主题词］地名/词源/中国 

［知识责任］李引 主编 

  



 

［正题名］传薪有斯人 

［副题名］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 

［第一责任人］李卉，陈星灿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五位先生是中国考古人类学界的代表人

物，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名。本书收入前四位与张光直之间的通信近二百件。通信事件自

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书中的内容涉

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学界史事，可以说是这一重要阶段的写照。 

［主题词］书信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古人类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卉 编 

［知识责任］陈星灿 编 

  

 

［正题名］此情犹思 

［副题名］季羡林回忆文集 

［书目卷册］第伍卷 

［丛书］耄耋抒怀 学海探珠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译者］胡光利，梁志刚主编 

［出版者］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为文集的第九、十两编，收录季羡林回忆文章有：《八十述怀》、《新年抒

怀》、《我对未来教育的几点希望》、《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次知识责任］胡光利 主编 

［次知识责任］梁志刚 主编 

  

 

［正题名］晚清风云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果迟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果迟 著 

  

 

［正题名］晚清风云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果迟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果迟 著 

  

 

［正题名］铁壁铜墙 

［副题名］河北民间抗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李春雷，韩希钧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走访省内外许多地方，采访数百个人物，记录了河北民间抗战的情况，

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抗战的英勇事迹。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河北省 

［知识责任］李春雷 著 

［知识责任］韩希钧 著 

  

 

［正题名］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 

［第一责任人］石源华，胡礼忠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全书收入论文 31 篇。主要包括关于“东亚文化圈”概念、东亚汉文化圈的形

成及其地理范围、古代东亚汉文化圈及中国、近代东亚汉文化圈的裂变、东亚汉文化圈的复

兴与未来走向等课题。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东亚/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主题词］汉语/文化/研究/东亚/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石源华 主编 

［知识责任］胡礼忠 主编 

  

 

［正题名］上海电影百年图史 

［副题名］1905-2005 

［第一责任人］杨金福编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本书以图片（一千余幅）的形式勾勒出上海电影的

产生、发展到辉煌的风雨历程，考察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及在中国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电

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宣传手段所起的重要作用。 

［主题词］电影史/上海市/图集/1895-2005 

［知识责任］杨金福 编著 

  

 

［正题名］近代散文抄 

［第一责任人］沈启无选编 



［译者］黄 发校订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沈启无 选编 

［次知识责任］黄 发 校订 

  

 

［正题名］史述和史论 

［副题名］战时中国文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万华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望岳文库 文学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分“史述”和“史论”两大部分。“史述”以 1937 年“七七”至 1945 年

“八一五”为限，采用年表加年度评点的结构方式，力图呈现同一时段国统区、抗日民主根

据地、沦陷区、台港地区、海外华侨社会的文学要事；“史论”围绕“战争和人类”、“战争

和民族”、“战争和人”的中心展 论述。 

［主题词］抗战文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黄万华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萧公权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萧公权文集 

［附注内容］《萧公权文集》共分为九卷。本书 早是 1940 年出版，当年在宣传爱国主义和

抗日战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次再版，我们将作者的

观点、撰写程序和整个构筑模式，绝大部分原本地奉献读者。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萧公权 著 

  

 

［正题名］武侠文化通史 

［第一责任人］王立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侠义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立 著 

  

 

［正题名］中国华侨华人学 



［副题名］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 

［第一责任人］李安山主编 

［译者］吴小安，程希副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 2003 年 9 月在北京大学召 的“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讨会的论文集，

共收论文十三篇，内容分三部分：学术意识与学科定位、学术回顾与研究经验、学术批评与

资料建设。 

［主题词］华侨/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华人/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安山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小安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程希 副主编 

  

 

［正题名］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景纯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城市地理/研究/黄土高原/清代 

［知识责任］刘景纯 著 

  

 

［正题名］史证 

［副题名］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 

［第一责任人］张辅麟…[等]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以日本战犯自述的屠杀、残害中国人民的大量事实，再现了日本侵华的历

史，从教育、审判、释放日本战犯的过程，说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本着“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的态度。 

［主题词］侵华/战犯/改造/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辅麟 著 

［知识责任］田敬宝 著 

［知识责任］夏芒 著 

［知识责任］张岩峰 著 

  

 

［正题名］蓮花瓣 

［并列题名］Lotos Petals 

［第一责任人］（美）德龄著 

［译者］顾秋心，邓伟霖译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德龄公主的十三篇短文。其中上半部分是她在清宫和美国、法国生活

的回忆和随想。下半部分是一些中国古老而动人的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 

［知识责任］德龄 著 

［次知识责任］顾秋心 译 

［次知识责任］邓伟霖 译 

  

 

［正题名］民国时期西藏法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镇平，王立艳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在解析民国时期各类法制建设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民国藏法制的特点、经

验和教训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揭示出民国制藏法律的历史继承性和创新特点，给予新中国西

藏法制建设以启迪。全书分为六章。 

［主题词］法制/研究/西藏/民国 

［知识责任］孙镇平 著 

［知识责任］王立艳 著 

  

 

［正题名］中国电影产业史 

［第一责任人］沈芸著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 赵实丛书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按时间顺序，从 1896 年中国电影诞生之日起，直至 2005 年，对中国百年

电影历程做了全面回顾。 

［主题词］电影/产业/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沈芸 著 

［知识责任］赵实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科教电影史 

［第一责任人］赵惠康，贾磊磊著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 赵实丛书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按时间顺序，从 1918 年中国科教片诞生之日讲起，直至 2005 年，对中国

科教片的历史做了全面回顾与总结。 

［主题词］科学教育片/电影史/中国 

［知识责任］赵惠康 著 

［知识责任］贾磊磊 著 

［知识责任］赵实 丛书主编 

  



 

［正题名］清代民间婚书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松义，定宜庄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主题词］婚姻/文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风俗习惯/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郭松义 著 

［知识责任］定宜庄 著 

  

 

［正题名］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 

［第一责任人］赵慧峰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鲁东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六章，主要包括：科举制度下的士人与职官、转型期的统治阶层、大

变局中的峥嵘要角、西学东渐中的侨客于华民等内容。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集团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赵慧峰 著 

  

 

［正题名］西泠印社旧事拾遗 

［副题名］1949-1962 

［第一责任人］王佩智编著 

［出版者］西泠印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品味西泠丛书 魏皓奔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佩智 编著 

［知识责任］魏皓奔 丛书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一翔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近代钱庄的嬗变及本国银行业的产生、抗战前银钱关系的特征、政

府主导下银钱关系的变奏等内容。 

［主题词］银行/钱庄/关系/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一翔 著 

  



 

［正题名］张难先文集 

［第一责任人］严昌洪，张铭玉，傅蟾珍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辛亥人物文集丛书 之十一 章 沅主编 

［附注内容］张难先（湖北人），是湖北早期革命团体重要成员，辛亥革命元老本书包括三

部分：著作、自述、杂稿。 

［主题词］辛亥革命/人物/传记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严昌洪 编 

［知识责任］张铭玉 编 

［知识责任］傅蟾珍 编 

  

 

［正题名］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全面评述中国新闻事业历史公元前 2 世纪到本世纪 80 年代末的专

著。内容涉及报纸、期刊、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教育、广告、报业经营以

及各时期的名记者、名报人。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正题名］紫禁城 

［副题名］皇家生活全景 

［第一责任人］秦国经，苑洪琪主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首先从紫禁城修建的历史和建筑特点展 介绍，然后根据档案文献记载，

详细叙述了明清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皇宫中鲜为人知的各种内幕。 

［主题词］宫廷/生活/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秦国经 主编 

［知识责任］苑洪琪 主编 

  

 

［正题名］张珍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张珍著 

［出版者］兵器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作者的青少年时代和家庭（1902.2-），坚持地下斗争的十年

（1927-1937），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7-1945），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等十章。 

［知识责任］张珍 著 

  

 

［正题名］好莱坞电影 

［副题名］1891 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澳）理查德·麦特白（Maltby）著 

［译者］吴菁，何建平，刘辉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电影/研究/美国/1891- 

［知识责任］麦特白 著 

［知识责任］Maltby 著 

［次知识责任］吴菁 译 

［次知识责任］何建平 译 

［次知识责任］刘辉 译 

  

 

［正题名］毛泽东与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聂月岩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追溯了毛泽东与周恩来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的合作关系。 

［知识责任］聂月岩 著 

  

 

［正题名］菊与刀 

［副题名］日本人的柔美与暴力 

［第一责任人］（美）鲁恩·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著 

［译者］廖源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2 

［附注内容］本书所讲“菊”是日本皇室族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以此形象阐述日

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日本、矛盾的日本、美丑善恶并存

的日本、一言难尽的日本… 

［主题词］文化/研究/日本 

［主题词］民族心理/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本尼迪克特 著 

［知识责任］Benedict 著 

［次知识责任］廖源 译 

  

 



［正题名］别求新声于异邦 

［副题名］鲁迅与西方文化 

［第一责任人］张芸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青岛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书系 

［知识责任］张芸 著 

  

 

［正题名］杨天石文集 

［第一责任人］杨天石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杨天石 著 

  

 

［正题名］主要工业国家近现代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穆良平编著 

［出版者］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理论经济学本科系列教材 

［主题词］经济史/世界/近代 

［主题词］经济史/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穆良平 编著 

  

 

［正题名］本真的自由 

［副题名］林语堂评传 

［第一责任人］李勇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20 世纪文化名人精神评传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林语堂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描摹，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幅在民主与科

学、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旗帜下充满着悖论的心灵图画。 

［知识责任］李勇 著 

  

 

［正题名］论“西姆拉会议” 

［副题名］兼析民国时期西藏的法律地位 

［第一责任人］卢秀璋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本书分清末民初之西藏、流产的“西姆拉会议”以及“西姆拉会议”流产后英

国的种种阴谋活动三编，共十章。用巨大篇数，翔实有力的事实根据，系统深刻的论理剖析，

把“西姆拉会议”的真相和实质进行了展现。 

［主题词］西藏问题/研究/民国 

［主题词］中英关系/研究/民国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西藏/民国 

［知识责任］卢秀璋 著 

  

 

［正题名］梁启超评传 

［第一责任人］蒋广学，何卫东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匡亚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分两大部分 14 章，主要内容包括：青少年梁启起的成长之路、梁启超“民

主主义”思想的孕育和形成、梁启起对西方近代自由观的认同等。 

［知识责任］蒋广学 著 

［知识责任］何卫东 著 

［知识责任］匡亚明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乡村传播学 

［第一责任人］谢咏才，李红艳主编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乡村传播文库 

［附注内容］传播学是一门伴随着中国改革 放而兴起的新生学科。本书以提出问题为导向，

在 放性的视野下，对中国乡村提出的必要性、现实性进行论，对其研究对象、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进行了论述。 

［主题词］传播学/乡村/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谢咏才 主编 

［知识责任］李红艳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文丛 

［书目卷册］政治学卷 

［第一责任人］梅小璈，王好立，张志铭执行主编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卷为政治学卷，收录了《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

演变》、《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再评价》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政治学/文集 



［知识责任］梅小璈 执行主编 

［知识责任］王好立 执行主编 

［知识责任］张志铭 执行主编 

  

 

［正题名］京剧大师裘盛戎 

［第一责任人］谭星宇著 

［出版者］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共分为八个章节。书内重点记录了裘先生创立裘派艺术所走过的艰难

历程；传承至今的一些经典剧目的创作过程；裘先生在京剧领域所做出的成绩以及他的为人

处事对朋友和弟子的影响。 

［知识责任］谭星宇 著 

  

 

［正题名］潘振武将军传 

［副题名］一个驻苏武官的戎马生涯 

［第一责任人］施大鑫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潘振武将军在北伐进军、秋收暴动、苏区反“围剿”、艰难长征、

抗日持久战、解放全中国、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及其出任

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期间英勇战斗与工作的献身经历。 

［主题词］将军/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潘振武 编著 

  

 

［正题名］袁世凯传 

［第一责任人］徐刚著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历史细节鲜活地再现了一个乱世枭雄翻云覆雨、竞逐群雄地官海

传奇，生动地描绘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那个光明与黑暗并存、梦想与绝望同在、进步与颓

败共生的时代。 

［知识责任］徐刚 著 

  

 

［正题名］聂洪钧回忆与文稿 

［第一责任人］聂洪钧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聂洪钧的一些自述和讲话文稿，简略概括地记录了作者的经历和观

察到的真实的历史，以及错误和追悔。 

［知识责任］聂洪钧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外交史 

［第一责任人］熊志勇，苏浩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西力东渐与清朝前期的中外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等章节。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熊志勇 著 

［知识责任］苏浩 著 

  

 

［正题名］此情犹思 

［副题名］季羡林回忆文集 

［书目卷册］第叁卷 

［丛书］遥念师友 情系故土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译者］胡光利，梁志刚主编 

［出版者］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季羡林的《我的第一位老师》、《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

先生》、《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夜来香 花的时候》等作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次知识责任］胡光利 主编 

［次知识责任］梁志刚 主编 

  

 

［正题名］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并列题名］The Foreign Misitr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ic 

［第一责任人］《建国初期的外交部》编委会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外交史/图集/中国/现代 

  

 

［正题名］民國時期軍政要員手迹 

［第一责任人］程道德主編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 141 位名人的墨宝，包括民国总统、军界名将、政界要领等，作品

有楹联、立轴、横批、扇面、册页以及书札等。 

［主题词］政治家/手稿/中国/民国/选集 



［主题词］军事家/手稿/中国/民国/选集 

［知识责任］程道德 主编 

  

 

［正题名］世界地名常用词翻译手册 

［第一责任人］白文祥，王淑萍编 

［出版者］测绘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世界上 115 种语言的 17000 多条地名常用词汇，每条词汇包括不

同语种的词汇、意译汉字和音译汉字。 

［主题词］地名/译名/世界/手册 

［知识责任］白文祥 编 

［知识责任］王淑萍 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文丛 

［丛书］社会学卷（上卷） 

［第一责任人］冯小双，孟宪范执行主编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社会学理论，现代化研究，社会结构研究，农村研究，劳动力流动研

究，非公经济研究，城市化研究，社会指标研究等部分。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 

［知识责任］冯小双 执行主编 

［知识责任］孟宪范 执行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文丛 

［丛书］社会学卷（下卷） 

［第一责任人］冯小双，孟宪范执行主编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社会学理论，现代化研究，社会结构研究，农村研究，劳动力流动研

究，非公经济研究，城市化研究，社会指标研究等部分。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 

［知识责任］冯小双 执行主编 

［知识责任］孟宪范 执行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文丛 

［书目卷册］综合卷 

［第一责任人］冯小双，孟宪范执行主编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社会科学综论、文化研究、教育研究、人口研究、军事研究、生态·环

境研究及翻译·文献研究七部分。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 

［知识责任］冯小双 执行主编 

［知识责任］孟宪范 执行主编 

  

 

［正题名］马衡日记手稿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施安昌主编 

［译者］故宫博物院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马衡日记手稿，自 1948 年 12 月 13 日起到 1955 年 3 月 24 日止。作者的见闻

与思想真实地记录在日记当中。它不仅使人们回忆起过去的岁月，而且将先生及其前辈们的

性格、事业和命运点点滴滴地显示出来了。 

［主题词］文史/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马衡 著 

［次知识责任］施安昌 主编 

  

 

［正题名］马衡日记手稿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施安昌主编 

［译者］故宫博物院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马衡日记手稿，自 1948 年 12 月 13 日起到 1955 年 3 月 24 日止。作者的见闻

与思想真实地记录在日记当中。它不仅使人们回忆起过去的岁月，而且将先生及其前辈们的

性格、事业和命运点点滴滴地显示出来了。 

［主题词］文史/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马衡 著 

［次知识责任］施安昌 主编 

  

 

［正题名］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 

［第一责任人］谢铁群编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西藏社会经济文化论丛 4 

［附注内容］本书从唐朝与吐蕃王朝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和“甥舅”亲谊 篇，论述了经过

唐、五代、宋、元，汉藏两族的关系，重点论述了元朝至共和国这 750 年，中央政府治藏方

略的分析阐述。 

［主题词］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政策/西藏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西藏 

［知识责任］谢铁群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机制币 

［第一责任人］沈鸣镝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钱币丛书 甲种本 18 戴志强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概论、目录和图录三部分组成。概论用文字对机制币的形成、发展等作

了系统的介绍，目录和图录依次对照，把机制币按金、银、铜及其他材质为顺序进行排列。 

［主题词］货币/机械制造/历史/中国/近代/图录 

［主题词］铸币/研究/中国/近代/图录 

［知识责任］沈鸣镝 编著 

  

 

［正题名］救灾与济贫 

［副题名］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1750～1911） 

［副题名］1750-1911 

［第一责任人］陈桦，刘宗志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19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张研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成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十五“211”工程“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项目的支

持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编和下编，内容包括：清代社会救助活动及其基本特征、以“荒政”

为主要形式的国家救灾体制、御防“荒歉”的粮食储备制度、社会救助中封建国家作用的下

降等。 

［主题词］社会救济/研究/中国/1750～1911 

［知识责任］陈桦 著 

［知识责任］刘宗志 著 

［知识责任］张研 丛书主编 

  

 

［正题名］老上海的同乡团体 

［第一责任人］郭绪印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十四章，凡是较有历史影响而至今能够搜集到一定资料的同乡团体，

都尽可能列入了章节。此外，列入一览表中的地缘性会馆（公所）50 多所，同乡会 100 多

所。 

［主题词］社会团体/史料/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郭绪印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 

［副题名］1840-1919 

［第一责任人］张静蔚编选校点 

［出版者］人民音乐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音乐史/中国/1840～1919/史料 

［知识责任］张静蔚 编选校点 

  

 

［正题名］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 世纪） 

［第一责任人］金国平编译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澳门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澳门基金会策划并资助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澳门/15-16 世纪 

［知识责任］金国平 编译 

  

 

［正题名］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副题名］一八八七年海外游历使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晓秋，杨纪国著 

［出版者］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1887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研究/中国/1887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中国/1887 

［知识责任］王晓秋 著 

［知识责任］杨纪国 著 

  

 

［正题名］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第一责任人］梅朝荣编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准确的资料，展示了鲜为人知的东京审判内幕，记述了中国大法官

梅汝璈肩负祖国重托，竭尽全力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



赢得了世界的赞赏和尊重。 

［知识责任］梅朝荣 编著 

  

 

［正题名］现代中国 

［书目卷册］第六辑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期共有论文《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杂志里的 40 年代——“文艺春秋”

和“文艺复兴”研究》、《论延安的新秧歌》等 11 篇，对话有《“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与

中日文化交流》、《在东京独逸语专修学校就读时的鲁迅》等 5 篇文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军事思想简史 

［第一责任人］姜国柱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概述了中国从上古时代的原始战争到清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演变，揭示

了中国历代的军事谋略智慧、战争战略计策、作战指挥艺术等，展现了中国兵学发展的历史

画卷。 

［主题词］军事思想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军事人物/思想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姜国柱 著 

  

 

［正题名］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第一责任人］李向东，王曾如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李向东 著 

［知识责任］王曾如 著 

  

 

［正题名］都市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丛书］都市文化史 

［副题名］回顾与展望 

［第一责任人］孙逊主编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城市/文化/研究 

［主题词］城市史：文化史/研究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 

［知识责任］孙逊 主编 

  

 

［正题名］私人生活的变革 

［副题名］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第一责任人］阎云翔著 

［译者］龚小夏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乡村研究专著丛书 黄宗智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下岬村为例，探究了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具体涉及经济体制、公

众生活与社会关系，择偶，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两性互动及夫妻关系，私人空间与隐

私权，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等问题。 

［主题词］农村/社会生活/研究/中国/1949-1999 

［主题词］农村/婚姻/风俗习惯/研究/中国/1949-1999 

［主题词］妇女/社会生活/研究/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阎云翔 著 

［知识责任］黄宗智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龚小夏 译 

  

 

［正题名］近代以来中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丁建伟，赵波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附注内容］本书对近代以来中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以理论

研究为基点，历史经验为借鉴，形势分析为依据，战略思考为归宿构成了历史回 

［主题词］疆界/国家安全/研究/西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丁建伟 著 

［知识责任］赵波 著 

  

 

［正题名］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 

［副题名］1949-1989 大陆部分 

［第一责任人］古远清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 

［主题词］文学批评史/中国/1949-1989 

［知识责任］古远清 著 

  

 

［正题名］城市季风 

［副题名］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第一责任人］杨东平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比较文化/北京市/上海市 

［知识责任］杨东平 著 

  

 

［正题名］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责任人］孙伏园，孙福熙著 

［译者］章征天，张能耿，裘士雄编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新星·鲁迅书系 2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目前所能找到的作者回忆鲁迅和研究鲁迅的所有文章，包括：《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哭鲁迅先生》、《关于鲁迅》等。 

［知识责任］孙伏园 著 

［知识责任］孙福熙 著 

［次知识责任］章征天 编 

［次知识责任］张能耿 编 

［次知识责任］裘士雄 编 

  

 

［正题名］中国考古学之父 

［副题名］李济 

［第一责任人］赵淑静，吴琦，陈骞主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民间人物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中央电视台专题片“人物”栏目内容改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龙骨上的字”、“四个人的发现”、“为李济塑像”、“‘顺井’求学记”、

“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西阴村‘刮地皮’”、“主掌殷墟考古”等部分，详细记述了中

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数十年的考古研究工作。 

［主题词］考古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赵淑静 主编 

［知识责任］吴琦 主编 

［知识责任］陈骞 主编 

  



 

［正题名］辨画奇人 

［副题名］徐邦达 

［第一责任人］赵淑静，吴琦，陈骞主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民间人物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中央电视台专题片“人物”栏目内容改编。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记述了辨画奇人徐邦达从家学熏染至书友画伴的人生经历，并介绍了

辨别古书画作品的经验。 

［知识责任］赵淑静 主编 

［知识责任］吴琦 主编 

［知识责任］陈骞 主编 

  

 

［正题名］上海民间信仰研究 

［第一责任人］范荧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区域性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为切入点，对上海地区的民间信仰习俗的缘起、

传承、发展、演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主题词］信仰/研究/上海市 

［知识责任］范荧 著 

  

 

［正题名］永志毋谖 

［副题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文集 

［第一责任人］周勋初主编 

［译者］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之启示：

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海军与空军”、“新四军抗战在华中”等文章。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周勋初 主编 

  

 

［正题名］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 

［第一责任人］罗平汉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聚焦于当代中国历史，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客观而公正地揭示了老一辈革命



者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深刻反映了新中国在那火热的年代，激情的岁

月里经历的曲折而又令人荡气回肠的发展过程。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罗平汉 著 

  

 

［正题名］紫禁城匾额楹联 

［第一责任人］刘秋霖…[等]编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故宫/简介 

［主题词］对联/作品集/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秋霖 编著 

［知识责任］刘健 编著 

［知识责任］关奇 编著 

［知识责任］林京 编著 

［知识责任］王亚新 编著 

［知识责任］韩萌萌 编著 

  

 

［正题名］贺昌年谱 

［副题名］一九○六——一九三五 

［第一责任人］穆生高主编 

［译者］陕西省柳林县政协书院“柳林文史资料丛书”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柳林文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详细记述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

期青年、学生、工人运动卓越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优秀领导者——贺昌的生平业

绩和思想编年体著作。 

［知识责任］穆生高 主编 

  

 

［正题名］人文社会科学新探 

［第一责任人］华东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人文科学/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正题名］让历史昭示未来 

［副题名］中美关系史纲 

［第一责任人］王东，闫知航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描绘了自 1784 年美国 辟对华贸易航线至 2004 年布什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前后 220 年中美关系的历史画卷，揭示了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真相，并对中美的关系发展和

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作出科学的预测，是目前记述 完整的中美关系史论。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王东 著 

［知识责任］闫知航 著 

  

 

［正题名］亲历者记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朱地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主题词］回忆录/现代史/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历史事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朱地 本卷主编 

  

 

［正题名］亲历者记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朱地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主题词］回忆录/现代史/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历史事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朱地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世门风 

［副题名］历史变革中的沈·陶家族 

［第一责任人］（美）沈宁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沈氏家谱及沈氏近亲数种家谱合编，用以表彰以沈氏为主之各家历代

重要人物之事绩。 

［知识责任］沈宁 著 

  

 



［正题名］袁克文传 

［第一责任人］王忠和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对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多方面的生活细节作了生动的描述，全景式地展示了

袁克文生活的各个侧面。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忠和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潘焕昭著 

［译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组织编写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教育部“211 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20～1954 期间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为研究对象，论述建国思想的理

论渊源、发展轨迹、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以展示中国共产党如何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国家学说，依照中国历史条件，完成新民主义共和国的设计蓝图。 

［知识责任］潘焕昭 著 

  

 

［正题名］20 世纪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英）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著 

［译者］朱进东，陆月宏，胡发贵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对整个 20 世纪发展脉络的洞察和理解，作者在占用大

量信息的基础上，以一批塑造和改变了整个 20 世纪的人和理念为线索，勾画了一部生动而

清晰的 20 世纪思想史。 

［主题词］思想史/世界/20 世纪 

［知识责任］沃森 著 

［次知识责任］朱进东 译 

［次知识责任］陆月宏 译 

［次知识责任］胡发贵 译 

  

 

［正题名］刘子厚 

［副题名］传记与年谱 

［第一责任人］梁淑珍，赵胜军主编 

［译者］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刘子厚，原名刘文忠，化名马致远，1909 年 12 月生于河北省任县、2001 年病

逝。曾任河北省省长、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主题词］领导人员/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s 梁淑珍 主编 

［知识责任］赵胜军 主编 

  

 

［正题名］林铁 

［副题名］传记与年谱 

［第一责任人］梁淑珍，赵胜军主编 

［译者］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林铁，原名刘树德，1904 年生于四川省万县、1989 年病逝。曾任第五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主题词］领导人员/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梁淑珍 主编 

［知识责任］赵胜军 主编 

  

 

［正题名］中国東北史 

［第一责任人］佟冬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部 

［第一责任人］丛佩远本卷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比较详尽、系统阐述东北地区从古至今历史的地方通史专著。全书

上起二三十万年前“金牛山人”出现，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分六卷：第一

卷叙述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东北；第二卷叙述隋唐至辽金时代的东北；第三、四卷

叙述元明至清前期的东北；第五卷叙述 1840 年至 1919 年期间的东北；第六卷叙述 1919 年

至 1949 年期间的东北。 

［主题词］地方史/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佟冬 主编 

［知识责任］丛佩远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東北史 

［第一责任人］佟冬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孙玉良，赵鸣歧本卷著者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比较详尽、系统阐述东北地区从古至今历史的地方通史专著。全书

上起二三十万年前“金牛山人”出现，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分六卷：第一



卷叙述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东北；第二卷叙述隋唐至辽金时代的东北；第三、四卷

叙述元明至清前期的东北；第五卷叙述 1840 年至 1919 年期间的东北；第六卷叙述 1919 年

至 1949 年期间的东北。 

［主题词］地方史/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佟冬 主编 

［知识责任］孙玉良 本卷著者 

［知识责任］赵鸣歧 本卷著者 

  

 

［正题名］中国東北史 

［第一责任人］佟冬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丛佩远本卷著者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比较详尽、系统阐述东北地区从古至今历史的地方通史专著。全书

上起二三十万年前“金牛山人”出现，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分六卷：第一

卷叙述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东北；第二卷叙述隋唐至辽金时代的东北；第三、四卷

叙述元明至清前期的东北；第五卷叙述 1840 年至 1919 年期间的东北；第六卷叙述 1919 年

至 1949 年期间的东北。 

［主题词］地方史/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佟冬 主编 

［知识责任］丛佩远 本卷著者 

  

 

［正题名］中国東北史 

［第一责任人］佟冬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丛佩远本卷著者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比较详尽、系统阐述东北地区从古至今历史的地方通史专著。全书

上起二三十万年前“金牛山人”出现，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分六卷：第一

卷叙述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东北；第二卷叙述隋唐至辽金时代的东北；第三、四卷

叙述元明至清前期的东北；第五卷叙述 1840 年至 1919 年期间的东北；第六卷叙述 1919 年

至 1949 年期间的东北。 

［主题词］地方史/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佟冬 主编 

［知识责任］丛佩远 本卷著者 

  

 

［正题名］中国東北史 

［第一责任人］佟冬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杨旸，霍燎原本卷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比较详尽、系统阐述东北地区从古至今历史的地方通史专著。全书

上起二三十万年前“金牛山人”出现，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分六卷：第一

卷叙述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东北；第二卷叙述隋唐至辽金时代的东北；第三、四卷

叙述元明至清前期的东北；第五卷叙述 1840 年至 1919 年期间的东北；第六卷叙述 1919 年

至 1949 年期间的东北。 

［主题词］地方史/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佟冬 主编 

［知识责任］杨旸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霍燎原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東北史 

［第一责任人］佟冬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刘信君，霍燎原本卷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比较详尽、系统阐述东北地区从古至今历史的地方通史专著。全书

上起二三十万年前“金牛山人”出现，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分六卷：第一

卷叙述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东北；第二卷叙述隋唐至辽金时代的东北；第三、四卷

叙述元明至清前期的东北；第五卷叙述 1840 年至 1919 年期间的东北；第六卷叙述 1919 年

至 1949 年期间的东北。 

［主题词］地方史/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佟冬 主编 

［知识责任］刘信君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霍燎原 本卷主编 

  

 

［正题名］赛珍珠与中国 

［副题名］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 

［第一责任人］陈敬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南 人文库·博士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赛珍珠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认知和传播这一主线，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尤其是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共融的视角，展示了赛珍珠的文化特性和基本走向。 

［主题词］东西文化/比较研究 

［知识责任］陈敬 著 

  

 

［正题名］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 



［书目卷册］第一编 

［副题名］1921-1949 

［第一责任人］李海文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多位当事人的回忆，涉及 1921～1949 年间中共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

内容包括：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回忆、“四一二”大

屠杀纪实、忆南昌起义、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创立等。 

［知识责任］李海文 主编 

  

 

［正题名］八路军将领传略 

［第一责任人］王聚英，魏国英主编 

［译者］黄敏，史永平，李国伟副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八路军研究丛书 

［主题词］八路军/军事家/列传 

［知识责任］王聚英 主编 

［知识责任］魏国英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敏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史永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国伟 副主编 

  

 

［正题名］鲁迅胡适文化心理比较 

［副题名］传统与现代的徘徊 

［第一责任人］王瑞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文学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以鲁迅、胡适的文化心理为研究视角，深入探讨二人对于传统文化、域外

文化、历史与现实，以及家庭婚恋方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心理状态及其根源，并从

一个侧面描述和勾勒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面影与心灵。 

［知识责任］王瑞 著 

  

 

［正题名］2004 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陆耀东，李少云，陈国恩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知识责任］陆耀东 主编 

［知识责任］李少云 主编 

［知识责任］陈国恩 主编 



  

 

［正题名］明清巴蜀人物述評 

［第一责任人］蒋维明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文章包括《大夏皇帝明玉珍》、《宋濂入蜀》、《杨升庵玉川剧〈贬状元〉》、

《张献忠之死》、《爱国名将岳钟琪》、《民族和睦的使者——果亲王》等。 

［主题词］历史人物/人物研究/四川省/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蒋维明 著 

  

 

［正题名］清朝十二王 

［第一责任人］墨尔根觉罗·永宁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政治人物/列传/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墨尔根觉罗·永宁 著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资本家族 

［第一责任人］文昊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我所知道的资本家丛书 

［主题词］资本家/家族/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企业家/家族/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文昊 编 

  

 

［正题名］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责任人］何长凤编著 

［出版者］贵州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贵州企业股份在有限公司的历史，内容包括贵

州近现代企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近现代企业发展出现的新机遇、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筹

备工作、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的筹集与投放等。 

［主题词］股份有限公司/概况/贵州省/1937～1945 

［知识责任］何长凤 编著 

  

 

［正题名］小楼昨夜又东风 

［副题名］读史随笔 

［第一责任人］邸永君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 大学生课外读本书系 

［主题词］史评/中国/选集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邸永君 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眭鸿明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书中着重解析了清末民初两次调查运动的主客观动因及其价值取向，考察了清

末民初传统习惯存在的社会机理，回顾了调查运动的启动、进展、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对

调查所设问题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考证调查运动对当时立法、司法和人们思想的影响程

度。该书结合当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现象，阐述了清末民初的民事习惯调查运动以及传

统习惯对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启示。 

［主题词］民法/习惯法/调查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民法/习惯法/调查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商法/习惯法/调查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商法/习惯法/调查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眭鸿明 著 

  

 

［正题名］五卅运动史料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五卅运动/史料 

  

 

［正题名］蒋南翔传 

［第一责任人］方惠坚…[等]编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蒋南翔从青年时代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在抗日战争及解放

战争时期从事青年工作的情况。并对蒋南翔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做了详细的介绍。 

［知识责任］方惠坚 编著 

［知识责任］郝维谦 编著 

［知识责任］宋廷章 编著 

［知识责任］陈秉中 编著 

  

 



［正题名］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日本财政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湛贵成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财政政策/研究/日本/幕府时代（1185-1867） 

［主题词］财政政策/研究/日本/明治时代 

［知识责任］湛贵成 著 

  

 

［正题名］老期刊收藏 

［副题名］民国珍刊百影 

［第一责任人］张惠民，李润波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收藏与文化丛书 

［主题词］期刊/历史/中国/民国/图集 

［主题词］期刊/收藏/中国/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张惠民 著 

［知识责任］李润波 著 

  

 

［正题名］建国初年沈阳市私营工业经济简史 

［第一责任人］陈立英，陈雪洁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私营经济/工业经济/经济史/沈阳市/1949-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沈阳市/1949- 

［主题词］地方经济/经济史/沈阳市/1949- 

［知识责任］陈立英 著 

［知识责任］陈雪洁 著 

  

 

［正题名］佐竹靖彦史学论集 

［第一责任人］（日）左竹靖彦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世界汉学论丛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左竹靖彦 著 

  

 

［正题名］近代广东对外丝绸贸易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永连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上、下两篇。上篇为史述部分。下篇为史论部分，针对重点问题作了

深入探讨：分析广东丝绸出口的贸易渠道、重要环节、贸易组织及其特点和影响；研究其出

口方式、结账手续、结算单位等贸易习惯和海关、政府等管理模式等。 

［主题词］对外贸易史/研究/广东省/近代 

［主题词］丝绸/商业史/研究/广东省/近代 

［知识责任］刘永连 著 

  

 

［正题名］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 

［书目卷册］第二编 

［副题名］1949-1980 

［第一责任人］李海文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 1949～1980 年间党和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内容包括：终

生难忘的 国大典转播工作、秦城监狱的由来、召 八大前后片段回忆、朱可夫事件与彭德

怀庐山罢官等。 

［知识责任］李海文 主编 

  

 

［正题名］林译小说研究 

［并列题名］Lin's translation novel research 

［副题名］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 

［第一责任人］韩洪举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以“林译小说”为中心，广泛地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林纾翻译外国小

说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动因、“林译小说”的概貌和代表作、“林译小说”多方面进步的思想内

容和艺术上的新方法、新成就、“林译小说”思想内容、翻译工作上的局限性和缺陷等。 

［主题词］小说史/文学创作/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韩洪举 著 

  

 

［正题名］郑维山作战笔记 

［副题名］从土地革命到抗美援朝 

［第一责任人］郑维山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是郑维山在朝鲜战场担任二十兵团代司令员时，成功指

挥战役反击的战地笔记，关于国内革命战争的部分回忆文章，以及作战经验、体会、报告等。 

［主题词］作战指挥/文集 

［知识责任］郑维山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证章图录 

［第一责任人］赵大川编 

［出版者］西泠印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徽章/中国/图录 

［知识责任］赵大川 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畅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文史哲博士文丛 

［附注内容］2004 年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由山东大学韩连琪学术基金资助出版 

［主题词］农村金融/经济史/研究/中国/1920-1939 

［知识责任］徐畅 著 

  

 

［正题名］晚清名臣张荫桓 

［第一责任人］李吉奎著 

［译者］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广东南海人、曾任清朝光绪年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张荫桓的传

奇历史。 

［知识责任］李吉奎 著 

  

 

［正题名］回顾与前瞻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文化思潮与先进文化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李毅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文化思潮/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李毅 著 

  

 

［正题名］纪念榮德生誕辰一百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大学，江南大学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樂農史料選編 

［附注内容］本书选录了荣德生一生所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关文稿、史料、调查报告以及当

年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报道等一百二十二篇，照片、书影一百二十三幅，诗词、楹联一百一十

二首。 

  

 

［正题名］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副题名］中国回忆录 

［书目卷册］Ⅳ 

［第一责任人］（法）杜赫德编 

［译者］耿昇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任继愈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董建华文史哲基金会资助 法国外交部资助 北京外国语大学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 

［附注内容］《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部分，收录耶稣会士发自中国的书简或书

简摘要共约一百四十件，此外还有“综述”、“说明”、“概要”、“回忆录”等约二十个篇目。 

［主题词］耶稣会/传教士/书信集/近代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明代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清代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杜赫德 编 

［次知识责任］耿昇 译 

  

 

［正题名］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副题名］中国回忆录 

［书目卷册］Ⅴ 

［第一责任人］（法）杜赫德编 

［译者］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任继愈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董建华文史哲基金会资助 法国外交部资助 北京外国语大学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 

［附注内容］《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部分，收录耶稣会士发自中国的书简或书

简摘要共约一百四十件，此外还有“综述”、“说明”、“概要”、“回忆录”等约二十个篇目。 

［主题词］耶稣会/传教士/书信集/近代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明代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清代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杜赫德 编 

［次知识责任］吕一民 译 



［次知识责任］沈坚 译 

［次知识责任］郑德弟 译 

  

 

［正题名］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副题名］中国回忆录 

［书目卷册］Ⅵ 

［第一责任人］（法）杜赫德编 

［译者］郑德弟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任继愈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董建华文史哲基金会资助 法国外交部资助 北京外国语大学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 

［附注内容］《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部分，收录耶稣会士发自中国的书简或书

简摘要共约一百四十件，此外还有“综述”、“说明”、“概要”、“回忆录”等约二十个篇目。 

［主题词］耶稣会/传教士/书信集/近代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明代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清代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杜赫德 编 

［次知识责任］郑德弟 译 

  

 

［正题名］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 

［第一责任人］李谷城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主题词］报纸/新事业闻史/香港/1840-1912 

［知识责任］李谷城 著 

  

 

［正题名］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 

［副题名］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 

［并列题名］Hankou's Cultural Recreation Business in Process of Mosernization(1861-1949) 

［副题名］On Historical View Investigating the Moderniztion Process of Mosern Chinese 

Cultural Recreation Business via Hankou 

［第一责任人］傅才武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武汉市/1961-1949 

［知识责任］傅才武 著 

  

 



［正题名］民国书影过眼录续集 

［第一责任人］张泽贤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民国书影过眼录》的续集，作者针对自己所收藏的民国旧版本书籍、

结合封面图片、介绍作者名号、购书过程、读后感等，全书分为作家专著，合集·翻译·论

丛，艺术，杂著等。 

［主题词］书评/中国/民国/选集 

［知识责任］张泽贤 著 

  

 

［正题名］老上海行名词典（英汉对照） 

［副题名］1880-1941 

［第一责任人］马长林主编 

［译者］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租界/工商企业/上海市/近代/名录 

［知识责任］马长林 主编 

  

 

［正题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第一责任人］李颖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本书 启了陈独秀研究的新角度，重

新解读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详细探讨了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中国/1926-1927/新民主主义革命 

［知识责任］李颖 著 

  

 

［正题名］民國舊體詩史稿 

［第一责任人］胡迎建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研究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民国时期旧体诗概述、民国初期诗坛的主要流派与诗人、新旧体

诗理论之论争及其反思、地域诗简述等。 

［主题词］格律诗/诗歌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胡迎建 著 

  

 



［正题名］皖江文化探微 

［副题名］首届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 

［第一责任人］程必定，汪青松主编 

［出版者］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安徽历史文化研究文库·第一辑 

［丛编题名］安庆师范学院“高校人文与科学教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皖江文化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皖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皖江哲学

与佛教文化，皖江经济与政治文化，皖江文学与艺术文化等方面。 

［主题词］文化史/安徽省/文集 

［知识责任］程必定 主编 

［知识责任］汪青松 主编 

  

 

［正题名］长征行 

［第一责任人］石仲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走走党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十三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悲壮的战略转移，报捷的五岭三关，惨烈

的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的黎平会议等。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研究/1934-1936 

［知识责任］石仲泉 著 

  

 

［正题名］清代地方私帖图录 

［第一责任人］石长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钱币丛书 甲种本 20 戴志强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丛乾隆元年（1937）到宣统三年（1911），历经 7 朝 175 年间发行的

部分民间私帖 800 余种。为研究中国清代货币史、钱币学的专家学者、收藏家提供实物资料。 

［主题词］纸币/货币史/中国/清代/图录 

［知识责任］石长有 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的每年一篇力作结集，可谓文史哲

经政法社会国际各学科之论文集粹。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中国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文集/中国 

  

 

［正题名］邓小平写真 

［第一责任人］谢春涛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邓小平在中央苏区》、《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

《引起邓小平关注的一份特刊》等 27 篇文章。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谢春涛 本卷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第一代 

［丛书］军兵种、大军区司令员 

［第一责任人］文辉抗，叶健君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 

［丛编题名］聚焦红墙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萧劲光、刘亚楼、周士第、许光达、陈锡联、聂荣臻、彭德怀、陈

毅、林彪、贺龙等司令员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高级干部/生平事迹/中国/1949- 

［知识责任］文辉抗 主编 

［知识责任］叶健君 主编 

  

 

［正题名］四川抗战档案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仕根主编 

［出版者］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人民的深重灾难与突出贡献》、《抗日战争时期

我国兵工企业内迁述论》、《关于四川抗战的几个问题》等 40 余篇文章。 

［主题词］抗日战争/档案资料/研究/四川省/文集 

［知识责任］李仕根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 

［第一责任人］刘增人…[等]纂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所讨论的是从《青年》杂志创刊的 1915 年 9 月，到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

召 的 1949 年 7 月间创刊、发行的文学期刊等。 



［主题词］期刊/历史/研究/中国/1915～1949 

［主题词］文学/期刊/研究/中国/1915～1949 

［知识责任］刘增人 纂著 

  

 

［正题名］中法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杨元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法两国的 初交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法外交、第二次鸦片

战争中的中法外交、中法战争、法国侵略势力步步深入中国、民国初期的中法关系、新中国

成立初的两国关系等内容。 

［主题词］中法关系/国际关系史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法关系 

［知识责任］杨元华 著 

  

 

［正题名］八路军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柳茂坤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八路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后战胜强敌的经验，总结了 20 世纪

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实践经验，赞扬了八路军在抗战中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知识责任］柳茂坤 著 

  

 

［正题名］费孝通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李友梅著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了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国小城镇理论、对

中国区域发展的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变迁、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等内容。 

［知识责任］李友梅 著 

  

 

［正题名］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并列题名］America at war: Korean war 

［第一责任人］（美）莫里斯·艾泽曼（Maurice Isserman）著 

［译者］陈昱澍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战争中的美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朝鲜战争的背景、美军失败的过程以及在战争重要时期所发生的事



件。 

［主题词］朝鲜战争 1950～1953/史料 

［知识责任］艾泽曼 著 

［知识责任］Maurice 著 

［次知识责任］陈昱澍 译 

  

 

［正题名］毛泽东剪影 

［第一责任人］姚鸿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共产国际一直压制毛泽东了吗？》、《毛主席精心培育警卫人员》、

《毛泽东批示古巴代办意见前后》等回忆文章。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姚鸿 本卷主编 

  

 

［正题名］浴血长空 

［副题名］中国空军抗日战史 

［并列题名］The Mir Operation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第一责任人］陈应明，廖新华编著 

［出版者］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以时间和战斗区域为序，记录了中国空军视死如归，全力以赴在空中抗击

日本侵略者， 后取得抗战全面胜利的事迹。 

［主题词］空军/历史/1937-1945 

［主题词］国民党/军队/历史/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料 

［知识责任］陈应明 编著 

［知识责任］廖新华 编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战争大参考 

［副题名］1900-1930 

［并列题名］References of war in ther republic of China era 

［第一责任人］张明金编著 

［出版者］京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战争全景 Panoramas of Battles in 100 Years of China eng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述了 1900～1930 年期间的战争、战役。包括：辛亥革命战争、张

勋复辟战争、南北军 战争、奉直战争、北伐战争、蒋桂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 

［主题词］战争/军事史/中国/1911-1949/史料 

［主题词］战争/军事史/中国/1900-1930/史料 



［知识责任］张明金 编著 

  

 

［正题名］土地革命战争大参考 

［副题名］1927-1937 

［并列题名］References of 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第一责任人］陈伯江编著 

［出版者］京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战争全景 Panoramas of Battles in 100 Years of China eng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是记述 1927 年至 1937 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包括八一南

昌起义、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湘江战役、大渡河战役等。 

［主题词］战争/军事史/中国/1911-1949/史料 

［主题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中国/史料/1927-1937 

［知识责任］陈伯江 编著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大参考 

［并列题名］References of war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副题名］1937-1945 

［第一责任人］蔡仁照编著 

［出版者］京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战争全景 Panoramas of Battles in 100 Years of China eng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战役：淞沪会战、平型关大战、徐州

会战、武汉会战、抗联会战、百团大战、黄桥战役、滇缅会战等。 

［主题词］战争/军事史/中国/1911-1949/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军事史/中国/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蔡仁照 编著 

  

 

［正题名］改革风云 

［第一责任人］谢春涛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龚育之访谈录》、《 放前夕的

一次重要出访》、《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等 21 篇文章。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体制改革/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谢春涛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外之间 

［第一责任人］姚鸿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26 篇有关中外关系的史料。包括《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

1945 年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内幕》、《斯大林特使秘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刘

少奇秘访克里姆林宫——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等。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文集 

［主题词］中外关系/历史事件/文集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姚鸿 本卷主编 

  

 

［正题名］国际广角 

［第一责任人］姚鸿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世界托派组织的由来与演变》、《希特勒的反间计与苏军的大清洗》、

《苏联的 1941 年和 1991 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内幕》等事件史料。 

［主题词］政治事件/世界/现代/史料/文集 

［主题词］政治事件/苏联/现代/史料/文集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姚鸿 本卷主编 

  

 

［正题名］文坛与文人 

［第一责任人］杨天石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百年潮》精品系列 杨天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回忆乃超同志》、《我的父亲朱自清》、《送李新先生远行》、《胡耀

邦对两次文艺风波的关注》、《闻一多的婚姻和爱情》等 38 篇回忆文章。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现代/史料/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天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天石 本卷主编 

  

 

［正题名］蒙古秘史 

［副题名］现代汉语版 

［第一责任人］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蒙古族/民族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特·官布扎布 译 

［知识责任］阿斯钢 译 

  

 

［正题名］ 国第一任央行长 

［副题名］南汉宸 

［第一责任人］邓加荣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学家列传 

［知识责任］邓加荣 著 

  

 

［正题名］辽宁省志 

［丛书］共青团志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地方史/辽宁省 

  

 

［正题名］宋庆龄图传 

［副题名］1893-1981 

［第一责任人］刘东平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刘东平 著 

  

 

［正题名］我国经济学泰斗 

［副题名］马寅初 

［第一责任人］邓加荣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学家列传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同志生平事迹，缅怀和歌颂了他严谨务

实的科学态度、认真钻研的进取精神及坚韧不拔的实践意志。 

［知识责任］邓加荣 著 

  

 

［正题名］登上世纪坛的学者 



［副题名］孙冶方 

［第一责任人］邓加荣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学家列传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生平事迹，缅怀和歌颂了他严谨务

实的科学态度、认真钻研的进取精神及坚韧不拔的实践意志。 

［知识责任］邓加荣 著 

  

 

［正题名］中国翻译批评百年回眸 

［副题名］1900-2004 中国翻译批评论文、论著索引 

［并列题名］Index of Translation Critism in China 1900-2004 

［第一责任人］文军主编 

［出版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批评概论》子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900～2004 年中国出版物中涉及翻译批评的文章、论文、专著、

教材等的相关信息，并附有作者索引及关键词索引。 

［主题词］翻译理论/论文/索引/中国/1900-2004 

［知识责任］文军 主编 

  

 

［正题名］中国传统文化散论 

［第一责任人］李土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土生 著 

  

 

［正题名］发现二战中的谜团真相 

［第一责任人］秦书宝主编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二战视点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谜团为主线，从九个方面对涉及到二战中诸多的鲜为人知的事实进行了

详尽地叙述，以记录的方式呈现了二战中的谜团及其真相。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 

［知识责任］秦书宝 主编 

  

 

［正题名］劳动、交往、实践 



［副题名］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 

［并列题名］Labor, Communication and Practice 

［第一责任人］赫翠香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赫翠香 著 

  

 

［正题名］陈独秀与胡适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红学通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维昭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将《红楼梦》的批评与研究分为了四个阶段：1754 至 1901 年的红学、1902

至 1949 年的红学、1949 至 1978 年的红学和 1978 至 2003 年的红学，分别介绍了各历史阶

段的红学研究、作者研究和版本研究。 

［主题词］《红楼梦》研究/中国/1754-2003 

［主题词］《红楼梦》研究/世界/1754-2003 

［知识责任］陈维昭 著 

  

 

［正题名］红学通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维昭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将《红楼梦》的批评与研究分为了四个阶段：1754 至 1901 年的红学、1902

至 1949 年的红学、1949 至 1978 年的红学和 1978 至 2003 年的红学，分别介绍了各历史阶

段的红学研究、作者研究和版本研究。 

［主题词］《红楼梦》研究/中国/1754-2003 

［主题词］《红楼梦》研究/世界/1754-2003 

［知识责任］陈维昭 著 

  

 

［正题名］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 

［副题名］中国承德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703-2003）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50 余篇。论文结合避暑山庄学涉及到的研究领域，围绕清史研

究，从不同专业、不同角度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使用功能、园林建筑艺术、民族宗教、

口外行宫、木兰围场进行了广泛研讨。 

［主题词］宫苑/承德市/国际学术会议/文集/2003 

［主题词］寺庙/承德市/国际学术会议/文集/2003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物研究所七十年 

［副题名］1935-2005 

［第一责任人］中国文物研究所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回顾、总结、展示了中国文物研究所七十年的历程，具体内容包括：

研究所简介、现任领导、处室简介、奋斗与欢乐、重要成果、回忆录、职工名录、在职职工

签名等。 

［主题词］文物/研究所/概况/中国/1935-2005 

  

 

［正题名］澳门文化源流 

［第一责任人］张国雄…[等]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澳门文化散论、澳门环境与沿革、澳门人口、澳门建筑、澳门与中

国近代变革、澳门宗教、澳门博彩娱乐、澳门礼俗、澳门语言、澳门博物馆、澳门教育、澳

门艺术和澳门社团等方面的知识。 

［主题词］文化史/澳门特别行政区 

［知识责任］张国雄 编著 

［知识责任］冈虎 编著 

［知识责任］张运华 编著 

［知识责任］戴永洁 编著 

  

 

［正题名］西藏新闻传播史 

［第一责任人］周德仓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所展示的是西藏原始文明时代至公元 2000 年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发生在

西藏地方的新闻传播现象，以及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规律。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西藏自治区 

［知识责任］周德仓 著 



  

 

［正题名］我的故事和母亲的传奇人生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徐天侠，易天雄著 

［出版者］中国商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讲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故事，包括香港无线电视台访

问、我的母亲、军队文艺工作队等；下册讲述了作者母亲徐国英，一个经历了清朝、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期的女子的成长生活历程。 

［知识责任］徐天侠 著 

［知识责任］易天雄 著 

  

 

［正题名］我的故事和母亲的传奇人生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徐天侠，易天雄著 

［出版者］中国商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讲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故事，包括香港无线电视台访

问、我的母亲、军队文艺工作队等；下册讲述了作者母亲徐国英，一个经历了清朝、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期的女子的成长生活历程。 

［知识责任］徐天侠 著 

［知识责任］易天雄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著名民族学家百人小传 

［第一责任人］施琳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民族经济学文库 施正一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 100 名当代中国著名民族学家小传，书中收录了学者的人生经历与学术

探索，凸显了中国民族学史的精彩篇章。 

［主题词］民族学/社会学家/列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施琳 主编 

  

 

［正题名］我的学术生涯 

［第一责任人］徐匡迪[著]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徐匡迪自述；第二部分是徐匡迪著述《我的学术生

涯》；第三部分是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在《徐匡迪文选——钢铁冶金卷》首发式上的讲话；

第四部分是在《徐匡迪文选——钢铁冶金卷》首发座谈会上的发言；第五部分是《徐匡迪文



选——钢铁冶金卷》序。 

［主题词］院士/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匡迪 著 

  

 

［正题名］历史上永定河的与北京 

［第一责任人］尹钧科，吴文涛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主题词］永定河/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尹钧科 著 

［知识责任］吴文涛 著 

  

 

［正题名］复旦改变人生 

［副题名］笃志 

［第一责任人］燕爽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上世纪 40 年代到本世纪，各个时期从理科到医科毕业的复旦大

学校友访谈录 50 余篇。绝大部分内容根据录音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少部分为作者自述。

篇目按受访校友先后顺序排列。从这些回忆文字中，读者可以读出一部分鲜活的复旦“校史”。 

［主题词］回忆录/校友/复旦大学/1940-2004 

［主题词］高等院校/教育史/史料/中国/1905-2005 

［知识责任］燕爽 主编 

  

 

［正题名］复旦改变人生 

［副题名］卿云 

［第一责任人］燕爽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上世纪 40 年代到本世纪，各个时期毕业后到校外工作的复旦大

学校友访谈录 50 余篇。绝大部分内容根据录音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少部分为作者自述。

篇目按受访校友先后顺序排列。从这些回忆文字中，读者可以读出一部分鲜活的复旦“校史”。 

［主题词］回忆录/校友/复旦大学/1940-2004 

［主题词］高等院校/教育史/史料/中国/1905-2005 

［知识责任］燕爽 主编 

  

 

［正题名］复旦改变人生 

［副题名］近思 

［第一责任人］燕爽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上世纪 40 年代到本世纪，各个时期从文科科毕业或现在政府机

关工作的复旦大学校友访谈录 50 余篇。绝大部分内容根据录音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少部

分为作者自述。篇目按受访校友先后顺序排列。从这些回忆文字中，读者可以读出一部分鲜

活的复旦“校史”。 

［主题词］回忆录/校友/复旦大学/1940-2004 

［主题词］高等院校/教育史/史料/中国/1905-2005 

［知识责任］燕爽 主编 

  

 

［正题名］清华往事 

［第一责任人］侯宇燕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精选有历史价值、文学价值、集思想性与趣味性于一

体的资料；下册以 70 年代新清华人的视角，反映了发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清华各幢普

通建筑里的真实生活，真实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日常人生以及新清华鲜为人

知的细节与风貌。 

［主题词］校史/清华大学 

［知识责任］侯宇燕 著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实业精英 

［第一责任人］文昊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我所知道的资本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一百年来中国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企业家的事迹，如陈启沅、范旭东、

刘国钧等。 

［主题词］企业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文昊 编 

  

 

［正题名］中国废约史 

［第一责任人］李育民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围绕近代中国反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揭示

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分析了在废约斗争中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以

及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 

［主题词］不平等条约/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李育民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寿乐英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 

［附注内容］本册书着重介绍近代中国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部门、各行业的首要人物，

或是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企业创办者和管理者。其中民族资本之企事业及其代表人物占多

数，同时也容纳了部分官僚资本经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等相关内容。 

［主题词］企业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寿乐英 主编 

  

 

［正题名］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回忆了清末民初陆军军官教育制度演变、湖北普通中学堂、清末北

京宪兵学校、北洋军事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近代东北三省军事教育的沿革和发展等内

容。 

［主题词］军事教育/军事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军事院校/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0 

 

［正题名］东北西医的传播者 

［副题名］杜格尔德·克里斯蒂 

［并列题名］Dugald christie of manchuria 

［副题名］pioneer and medical missionary; the story of a life with a purpose 

［第一责任人］（英）伊泽·英格利斯（Iza Inglis）著 

［译者］张士尊译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清末民初外国人眼中的东北社会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克里斯蒂从出生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期间的经历。从东北建

立第一家西医诊所，到第一家西医院、第一家女子医院、第一座医学院等。 

［主题词］医生/传记/英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医药学/传播/历史/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英格利斯 著 

［知识责任］Inglis 著 

［次知识责任］张士尊 译 

  

 

［正题名］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 

［副题名］[中英文本] 

［第一责任人］郭长建，高艳主编 

［译者］贵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在贵阳的日子；神圣的使命：消灭鼠疫；到中国就是为了救死

扶伤；战火纷飞中的情和爱；抗战胜利之后等九部分。 

［主题词］抗日战争/医疗队/贵阳/史料 

［主题词］医疗队/史料/世界/1937-1945 

［知识责任］郭长建 主编 

［知识责任］高艳 主编 

  

 

［正题名］嚴復翰墨 

［第一责任人］[严复书] 

［译者］卢美松主编 

［出版者］福建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手稿 

［知识责任］严复 书 

［次知识责任］卢美松 主编 

  

 

［正题名］上海通志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上海通志》记述了上海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志包括“总述”、

“大事记”、“第一卷·建置沿革”、“第二卷·自然环境”、“第三卷·人口”。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通志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上海通志》记述了上海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志设有：中国

共产党、政府、人大·政协·代议机构、党派群团、公安司法、军事、劳动人事外事、侨务·港

澳台事务、民族·宗教等 11 卷。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通志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上海通志》记述了上海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志设有：经济

综述、综合经济管理、工业等 3 卷。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通志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上海通志》记述了上海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志设有：商业

服务业、旅游、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等 3 卷。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通志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上海通志》记述了上海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志设有：农业、

水利、财政·税务、金融·城市建设、房地产等 6 卷。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通志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上海通志》记述了上海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志设有：交通

运输、邮电、浦东 发 放、 发区等 5 卷。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通志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上海通志》记述了上海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志设有：科学

技术、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等 5 卷。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通志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上海通志》记述了上海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志设有：文化

艺术、方言等 2 卷。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通志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上海通志》记述了上海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志设有：报业·通

讯·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文博·档案等 3 卷。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通志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上海通志》记述了上海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志设有：人物、

专记、特记等 3 卷。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 

［主题词］人物/列传/上海市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四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从南日岛到东山岛”、“不负陈铭枢厚望的陈广生”、“身为晚清遗

陈臣的祖辈”、“回忆父亲张春霖”等内容。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近代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梁尚贤著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梁尚贤 著 

  

 

［正题名］1919-1927 民国广东史事探微 

［第一责任人］梁尚贤著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民国/历史/研究/广东/1919-1927 

［知识责任］梁尚贤 著 

  

 

［正题名］怀念李慎之 

［书目卷册］续一 

［第一责任人］[不详]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不详] 

  

 

［正题名］怀念李慎之 



［书目卷册］续二 

［第一责任人］[不详]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不详] 

  

 

［正题名］中華文史論叢 

［书目卷册］总第八十一辑（二○○六年第一輯） 

［第一责任人］中华文史论丛业编辑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李白与

羌族文化》、《论唐代的分家析产》篇文章。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第一责任人］汪向荣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以日中两国的关系为主线，主要介绍古代的日本、中国文化圈、先史时期

日本的中国移民、倭五王和日本的统一、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等。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古代 

［知识责任］汪向荣 著 

  

 

［正题名］苏联政权史 

［副题名］1945-1991 

［第一责任人］（俄）鲁·格·皮霍亚著 

［译者］徐锦栋…[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战后历史中的重要决定及其形成原因，国家政权在其各种不同表现

形式中怎样行使权力，有效体制停止存在的原因。 

［主题词］政权/历史/苏联/1945-1991 

［知识责任］皮霍亚 著 

［次知识责任］徐锦栋 译 

  

 

［正题名］明清时期海内移民与海岛 发 

［并列题名］The Internal Oceanic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a Island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第一责任人］李德元著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专门史学术文粹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述评、明清以前的海内移民、明清海内移民的

历史背景、明清海内移民的历史场景、明清海内移民与海岛 发模式、明清海内移民的社会

互动等六章内容。 

［主题词］移民/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李德元 著 

  

 

［正题名］湖湘学术与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汉民主编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岳麓书院学术文库·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朱汉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海峡两岸湖湘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共选收论

文 23 篇，大体上展现了近年来海峡两岸学者在湖湘学术与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湖南省/清代 

［主题词］专题文化/研究/湖南省/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湖南省/文集 

［知识责任］朱汉民 主编 

  

 

［正题名］发现另一个中国 

［第一责任人］王学泰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庙堂：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第二部分（江

湖：隐性社会的生存、奋斗与理想）；第三部分（民命：有一个溅视民命的传统） 

［主题词］阶层/研究/中国/古代/随笔 

［主题词］社会史/研究/中国/古代/随笔 

［知识责任］王学泰 著 

  

 

［正题名］苏联祭 

［第一责任人］王蒙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蒙 著 

  



 

［正题名］清史拼图 

［第一责任人］刘家驹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家驹 著 

  

 

［正题名］沈从文与《大公报》 

［第一责任人］杜素娟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以流畅的文笔、丰富的细节和鲜明的形象，生动地描述、评点了《大公报·文

艺副刊》背后的文坛与人生。 

［知识责任］杜素娟 著 

  

 

［正题名］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 

［副题名］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 

［第一责任人］（德）亨利希·库诺著 

［译者］袁志英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根据柏林前进书店出版社 1920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古代的历史观和国家观、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和国家哲学、早期

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观和社会观的发展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学/马克思著作研究 

［主题词］国家理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库诺 著 

［次知识责任］袁志英 译 

  

 

［正题名］灵魂机器的时代 

［副题名］当计算机超过人类智能时 

［第一责任人］（美）雷·库兹韦尔著 

［译者］沈志彦，祁阿红，王晓冬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放人文 

［附注内容］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纳米材料是当代科技三大前沿。到 21 世纪，这三大技

术将合力打造出新的智能机器，将重塑人类的大脑和躯体。作者大胆预测：21 世纪，人类

和机器将难分彼此，人类将不再是万物之灵。电脑将比人脑有高一万倍的智能。 



［主题词］智能机器人/普及读物 

［知识责任］库兹韦尔著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彦 译 

［次知识责任］祁阿红 译 

［次知识责任］王晓冬 译 

  

 

［正题名］清代通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萧一山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萧一山 著 

  

 

［正题名］清代通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萧一山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萧一山 著 

  

 

［正题名］清代通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萧一山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萧一山 著 

  

 

［正题名］清代通史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萧一山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萧一山 著 

  

 

［正题名］清代通史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萧一山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册为清代通史七表：一、清代大事年表；二清帝爱新觉罗氏世系表；三、清

代宰辅表；四、清代军机大臣表；五、清代督抚表；六、清代学者著述表；七、清代外交约

章表。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萧一山 著 

  

 

［正题名］台湾通史 

［第一责任人］连横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起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时间横跨 1290 年，有纪四、

志二十四、传六十。从 早到达台湾的 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志士将领，凡有

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等，均有论列。 

［主题词］通史/台湾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连横 著 

  

 

［正题名］洪武大帝朱元璋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梧桐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记述了朱元璋各个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活动，展现了朱元璋一生

的业绩，也反映了元末明初整个时代的历史风貌。 

［知识责任］陈梧桐 著 

  

 

［正题名］洪武大帝朱元璋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梧桐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记述了朱元璋各个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活动，展现了朱元璋一生



的业绩，也反映了元末明初整个时代的历史风貌。 

［知识责任］陈梧桐 著 

  

 

［正题名］我生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副题名］1925-2005 

［第一责任人］柯宁美[著]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5.12 

［知识责任］柯宁美 著 

  

 

［正题名］俞樾的经学研究及其思想 

［第一责任人］罗雄飞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 10 辑 

［附注内容］本书由作者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是研究俞曲园学术思想的论著。作者收集和研读了历史资料，对俞樾的经

学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了考察，阐述了俞樾学术思想的渊源和形成、主要学术成就及治学

特征等问题，揭示了俞樾学术思想内在构成及发展脉络。 

［知识责任］罗雄飞 著 

  

 

［正题名］文献学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赵国璋，潘树广主编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收词范围包括文献学基础理论、文献载体、文献整理、文献聚散与流通、

重要文献、文献阅读与文献学家等方面，计有正条词目 4400 条余，附目 1600 余条。 

［主题词］文献学/词典 

［知识责任］赵国璋 主编 

［知识责任］潘树广 主编 

  

 

［正题名］返本与 新 

［副题名］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 

［第一责任人］何晓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路径和叙述方式，

力图在还原思想史实、文化史实的基础之上，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学理脉络、文化价值及

其现实功能进行梳理和探讨，力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 

［主题词］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何晓明 著 

  

 

［正题名］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并列题名］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es de I'Esprit Humain 

［第一责任人］（法）孔多塞（Condorcet）著 

［译者］何兆武，何冰译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西方文库·思想译丛 

［主题词］启蒙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孔多塞 著 

［知识责任］Condorcet 著 

［次知识责任］何兆武 译 

［次知识责任］何冰 译 

  

 

［正题名］厦大史学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刘钊…[等]主编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厦大史学》是 2005 年创刊，为年刊，本册是第二辑。主要内容为研究考古学

及博物馆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时和历史文献学。 

［主题词］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刘钊 主编 

［知识责任］王日根 主编 

［知识责任］钞晓鸿 主编 

［知识责任］张侃 主编 

  

 

［正题名］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研究 

［副题名］1900-1937 

［并列题名］A Study of the Urban History of Xiamen(1900-1937) 

［第一责任人］周子峰著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专门史学术文粹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七章，考察了历史与地理因素对 20 世纪初厦门城市发展的影响，讨

论对外经济发展与厦门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厦门城市变迁时期的国际与社会关系的

演化等。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厦门市/1900-1937 

［知识责任］周子峰 著 



  

 

［正题名］吴佩孚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郭剑林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为上、下两卷，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实事求是，用新角度、新观

点分析研究了吴佩孚这位独特的旧式军人、爱国民族将领的坎坷不凡的一生。 

［知识责任］郭剑林 著 

  

 

［正题名］吴佩孚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郭剑林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为上、下两卷，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实事求是，用新角度、新观

点分析研究了吴佩孚这位独特的旧式军人、爱国民族将领的坎坷不凡的一生。 本册有附录

“吴佩孚生平大事年表”。 

［知识责任］郭剑林 著 

  

 

［正题名］张清常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胡同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清常著 

［出版者］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张清常文集》共五卷。本卷是第三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胡同及其

他——社会语言的探索》；第二部分是《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的再探索》；第三部

分是《明朝北京街巷名称语词释义——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主题词］城市道路/名称/研究/北京市/文集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北京市/文集 

［知识责任］张清常 著 

  

 

［正题名］梁启超传 

［第一责任人］徐刚著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知识责任］徐刚 著 

  

 



［正题名］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 

［并列题名］Chronicle of the Hong Merchants in Canton during Qing Dynasty 

［第一责任人］李国荣，林伟森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广州十三行，在清代鸦片战争前，一度是朝廷特许的、唯一合法经营中西商贸

的商行。本书依据翔实可靠的皇家秘档和文献典籍，揭示清政府特许广州十三行这个半官半

商性质的商贸垄断组织存在发展的内幕，展现了二三百年前广州商馆的兴衰与沉浮。 

［主题词］十三行/研究 

［知识责任］李国荣 主编 

［知识责任］林伟森 主编 

  

 

［正题名］清初岭南三大家 

［第一责任人］端木桥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清初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生活道路、政治思想和

学术生活由较明晰的分析研究，并对晚明残局和清出乱世的来龙去脉和基本面貌 了概述研

究。 

［知识责任］端木桥 著 

  

 

［正题名］意外或偶然 

［副题名］报人读史札记 

［第一责任人］田东江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古代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田东江 著 

  

 

［正题名］上海交通大学纪事 

［副题名］1896-2005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了上海交通大学 110 年建设和发展历程，记录了学校办学过程中的办

学理念、教学科研、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办学规模等内容。 

［主题词］上海交通大学/校史/1896-2005 

  

 



［正题名］上海交通大学纪事 

［副题名］1896-2005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了上海交通大学 110 年建设和发展历程，记录了学校办学过程中的办

学理念、教学科研、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办学规模等内容。 

［主题词］上海交通大学/校史/1896-2005 

  

 

［正题名］铁肩辣手 

［副题名］邵飘萍传 

［第一责任人］郭汾阳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知识责任］郭汾阳 著 

［知识责任］万斌 丛书主编 

  

 

［正题名］凤鸣华冈 

［副题名］张其昀传 

［第一责任人］王永太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王永太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知识责任］王永太 著 

［知识责任］万斌 丛书主编 

  

 

［正题名］太白之风 

［副题名］陈望道传 

［第一责任人］周维强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知识责任］周维强 著 

［知识责任］万斌 丛书主编 

  

 



［正题名］永嘉巨子 

［副题名］叶适传 

［第一责任人］朱迎平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知识责任］朱迎平 著 

［知识责任］万斌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华人 

［副题名］司徒眉生传奇 

［第一责任人］袁厚春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篇、中篇、下篇和续篇四个部分。讲述了司徒眉生在经历了几度沧

桑、大起大落之后，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 

［知识责任］袁厚春 著 

  

 

［正题名］格蕾丝 

［副题名］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 

［并列题名］Graca: An American Woman in China[1934-1974] 

［第一责任人］（美）爱丽诺·麦考利·库珀（Eleanor McCallie Cooper），刘维汉（William Liu）

著 

［译者］傅志爱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4 

［知识责任］库珀 著 

［知识责任］Cooper 著 

［知识责任］刘维汉 著 

［知识责任］Liu 著 

［次知识责任］傅志爱 译 

  

 

［正题名］妙峰山 

［副题名］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 

［第一责任人］吴效群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编，包括妙峰山自然、人文概况；北京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与

历代统治者的政策；香会组织与普通香客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等内容。 

［主题词］宗教史/研究/北京/近代 



［主题词］寺庙/名胜古迹/北京/近代 

［知识责任］吴效群 著 

  

 

［正题名］逃墨馆主 

［副题名］茅盾传 

［第一责任人］余连祥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知识责任］余连祥 著 

［知识责任］万斌 丛书主编 

  

 

［正题名］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概论 

［第一责任人］蒲国良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系列教材·21 世纪世界社会主

义系列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当代共产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当代社会党的民主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当代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发展与探索”三篇内容 

［主题词］社会主义/研究/世界/现代/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蒲国良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5.1 

［书目卷册］总第二十一辑 

［并列题名］China scholarship:Vol.5 No.1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论文、评论、通讯以及书评等四部分，收录了《中国北方农村的个人

和彩礼演变》、《读中译<存在与时间>札记》、《对<“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的

两点补正》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忠信笃敬 

［副题名］何炳松传 



［第一责任人］房鑫亮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知识责任］房鑫亮 著 

［知识责任］万斌 丛书主编 

  

 

［正题名］ 国上将 

［副题名］张爱萍的戎马生涯 

［第一责任人］胡士弘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高层人物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胡士弘 著 

  

 

［正题名］技术与性别 

［副题名］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 

［第一责任人］（美）白馥兰（Francesca Bray）著 

［译者］江湄，邓京力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考察了宋代至清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技术”，从家庭空间与生活、

女性的纺织生产、女性生育与保健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科技如何有力地传播和塑造了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性别规则与女性角色。 

［主题词］妇女/社会生活/中国/宋代～清代 

［知识责任］白馥兰 著 

［知识责任］Bray 

［知识责任］刘东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江湄 译 

［次知识责任］邓京力 译 

  

 

［正题名］宋庆龄画传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天一 主 



［副题名］范钦传 

［第一责任人］戴光中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知识责任］戴光中 著 

［知识责任］万斌 丛书主编 

  

 

［正题名］法制冰人 

［副题名］沈家本传 

［第一责任人］陈柳裕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知识责任］陈柳裕 著 

［知识责任］万斌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晋商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正明，孙丽萍，白雷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关于晋商经营管理、兴衰探索、山西票号性质及作用、晋商生活各

个层面的 新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晋商在近 500 年恢弘历史画卷中的运行轨迹。 

［主题词］商业史/研究/史料/山西/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正明 主编 

［知识责任］孙丽萍 主编 

［知识责任］白雷 主编 

  

 

［正题名］陈云百周年纪念 

［副题名］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正题名］陈云百周年纪念 

［副题名］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正题名］陈云百周年纪念 

［副题名］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正题名］证照百年 

［副题名］旧纸片上的中国生活图景 

［第一责任人］许善斌著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形形色色的证照。活现了百年中

国历史。本书精选了从未收入正史的历史残片 300 余张，从婚俗、文凭、教师证、娼妓生活、

鸦片与缠足、特色彩票、门票、请柬、交通执照、通讯票证等国民生活的十个侧面，拼绘出

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图景。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许善斌 著 

  

 

［正题名］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并列题名］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第一责任人］（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 

［译者］孙宜学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辩证的历史眼光、详实的资料、雄辩的考证，循晚清、民国创建、

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1927 年间的国共合作与分裂这一历史线索，探究了无政府主义思

想在中国的萌芽、兴盛和衰落的主、客观原因，指出在当时特定的革命环境和历史环境中，

中国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革命纯粹主义和政治思想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民国 

［知识责任］德里克 著 

［知识责任］Dirlik 著 

［次知识责任］孙宜学 译 

  

 

［正题名］中国东北疆域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碧波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东北疆域的发生、发展和历代古族古国的 发建设，以及若干涉及



疆域的理论问题、争论问题做了简约而必要的勾勒，用以抛砖引玉，这对本科题的研究之深

入有重要而具体的意义。 

［主题词］疆域/历史地理/研究/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张碧波 著 

  

 

［正题名］民国思想史论 

［并列题名］On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in Republic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郑大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该书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民国思想史的学术著作，不仅宏观考察了民国思

想史的特点、西学在民国时期的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民国思想史的影响，而且还对西化

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争论、“九一八”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

20 世纪 30 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抗战时期的中国新儒家、民国时期的乡村

建设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郑大华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4.1 

［书目卷册］总第十七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10 

［附注内容］本书收论文《“汉诗”与六朝》、《汉唐西域胡语医学文献中的宗教因素》、《儒

家士大夫的宗教》。另外，还收有评论、书评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4.2 

［书目卷册］总第十八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辑内含“评论”、“论文”、“通讯”以及“书评”四部分，包括《全球的文学，

认可的机制》、《本雅明的关怀》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黑墩屯 

［副题名］一个中国村庄的历史素描 

［第一责任人］王兆军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黑墩屯是山东临沂附近的一个村庄。该书从黑墩屯村的人文背景、经济状况、

教育、家族、婚姻、饮食、居住以及地方语词等十八个方面，详细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的百

年历史，具有很强的社会学何民俗学价值。该书还创造了个人修史的新范例。 

［主题词］村史/临沂市 

［知识责任］王兆军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晚清卷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晚清卷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晚清卷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晚清卷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晚清卷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1 

［丛书］政府公報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2 

［丛书］教育公報（一）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3 

［丛书］教育公報（二）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4 

［丛书］教育公報（三）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5 

［丛书］教育部公報（一）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6 

［丛书］教育部公報（二）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7 

［丛书］法規資料匯編（一）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8 

［丛书］法規資料匯編（二）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9 

［丛书］法規資料匯編（三）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10 

［丛书］法規資料匯編（四）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11 

［丛书］法規資料匯編（五）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12 

［丛书］法規資料匯編（六）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13 

［丛书］法規資料匯編（七）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14 

［丛书］法規資料匯編（八）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15 

［丛书］教育統計資料匯編（一）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 

［丛书］民國卷 

［书目卷册］16 

［丛书］教育統計資料匯編（二）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左宗棠在甘肃 

［副题名］一八六九——一八八○ 

［第一责任人］马啸著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西北史研究丛书 田澍主编 

［附注内容］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 

［主题词］地方史/甘肃/1869-1880 

［知识责任］马啸 著 

［知识责任］田澍 丛书主编 

  

 

［正题名］学术与政治 

［副题名］徐复观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蒋连华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学术新视野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徐复观的生平与思想背景、创办《民主评论》、《学术与政治之

间》、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两汉思想史》检别、对中国文化发展基线的溯本求源等。 

［知识责任］蒋连华 著 

  

 

［正题名］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高瑞泉，颜海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八篇“全球化与人文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包括《全球

化与人文主义》、《人文学科的有待与无待》、《情感之域：对中国艺术传统中戏剧能动性的重

访》等。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 

［知识责任］高瑞泉 主编 

［知识责任］颜海平 主编 

  

 

［正题名］宋代社会保障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文佳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社会保障/研究/中国/宋代 

［知识责任］郭文佳 著 

  

 

［正题名］国际汉学 

［书目卷册］第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辑分为“汉学一家言”、“汉学家专页”、“汉学家访谈录”、“德国汉学研究”、

“入华传教士研究”、“中国语言研究”等十个部分，共 20 余篇论文。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百年斋号室名摭谈 

［第一责任人］吴十洲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许多关键性的人物，本书从他们自己所起的斋

号室名而探研其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而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学者吴

十洲所著此书，实为应读之书。 

［主题词］文化/名人/书房/简介/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十洲 著 

  

 

［正题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怀祺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史学专辑 陈祖武，杨泓主编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吴怀祺 著 

［知识责任］陈祖武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泓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西南民族社会生活史 

［并列题名］Social Life History of National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第一责任人］管彦波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从民族史学发展的高度，对民族社会生活史的学科属性、研究内容、对象

以及民族社会生活史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运用大

量的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西南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内

在规律和外在现象，进行了剖析。 

［主题词］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历史/研究/西南地区 

［知识责任］管彦波 著 

  

 

［正题名］小方胡壷齋舆地叢鈔三補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王錫祺編錄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地理/世界/清代/丛书 

［知识责任］王錫祺 编录 

［知识责任］王锡祺 编录 

  

 

［正题名］小方胡壷齋舆地叢鈔三補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王錫祺編錄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地理/世界/清代/丛书 

［知识责任］王錫祺 编录 

［知识责任］王锡祺 编录 

  

 

［正题名］中國社會歷史評論 

［书目卷册］第六卷·二零零五 

［第一责任人］常建华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明代广州的地方性实验”、“卢作孚‘北碚模式’与 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重庆城市变迁”、“留日及东游归国群体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1900-1928”等中国社

会历史评论文章。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常建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通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毛礼锐，沈灌群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从远古时代至建国后的教育，全面阐述了我国教育的产生、演

变、发展的全过程，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经典之作。 

［附注内容］本卷为全书的第一卷，内容是先秦时期的教育。着重探讨了教育的起源、学校

的产生、教育制度的初步奠基和各学派教育的思想。专门介绍了周公旦的教育思想，集中探

讨了齐国稷下学宫的发展与特点，特别补充了《吕氏春秋》的教育思想，对儒、墨、道、法

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也做了较深入地研究。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通史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古代至战国时代 

［知识责任］毛礼锐 主编 

［知识责任］沈灌群 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通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毛礼锐，沈灌群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从远古时代至建国后的教育，全面阐述了我国教育的产生、演

变、发展的全过程，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经典之作。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通史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秦、汉至五代、十国 

［知识责任］毛礼锐 主编 

［知识责任］沈灌群 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通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毛礼锐，沈灌群主编 

 

［正题名］第二版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从远古时代至建国后的教育，全面阐述了我国教育的产生、演

变、发展的全过程，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经典之作。 

［附注内容］本卷为全书的第三卷，内容是宋、辽、金、元、明、清时期的教育。着重探讨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教育制度进一步的发展。介绍了官学教育，私学和蒙学，书院制度，科

举考试制度，文教政策和胡瑗、张载、程颐、王安石、朱熹、完颜雍、元好问等人的教育思

想。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通史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宋代至清代 

［知识责任］毛礼锐 主编 

［知识责任］沈灌群 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通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毛礼锐，沈灌群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从远古时代至建国后的教育，全面阐述了我国教育的产生、演

变、发展的全过程，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经典之作。 

［附注内容］本卷为全书的第四卷，以近代教育改革为主线，分别对地主阶级改革派、太平

天国革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教育做了总结，揭示了历次教育改革的历

史背景、指导思想、取得的成果及其所遇到的阻力和进行的斗争。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通史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清代至现代 

［知识责任］毛礼锐 主编 

［知识责任］沈灌群 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通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毛礼锐，沈灌群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从远古时代至建国后的教育，全面阐述了我国教育的产生、演

变、发展的全过程，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经典之作。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通史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毛礼锐 主编 

［知识责任］沈灌群 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通史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毛礼锐，沈灌群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从远古时代至建国后的教育，全面阐述了我国教育的产生、演

变、发展的全过程，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经典之作。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通史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毛礼锐 主编 

［知识责任］沈灌群 主编 

  

 

［正题名］新史学 

［书目卷册］第五辑 

［丛书］后现代 

［副题名］历史、政治和伦理 

［第一责任人］陈恒，耿相新主编 

［译者］舒文执行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后现代：历史、政治和伦理”、“书评”、“评论”、“书目索引”四部

分，收录了 15 篇文章。 

［主题词］史学/研究/世界/文集 

［主题词］后现代主义/影响/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恒 主编 

［知识责任］耿相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舒文 执行主编 

  

 

［正题名］在那个年代 

［副题名］我们的知青生活 

［第一责任人］青青主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青青 主编 

  

 

［正题名］北京人文古迹旅游丛书 

［第一责任人］朱耀廷，崔学谙丛书主编 

［副题名］皇城下的市井与士文化 

［丛书］商号 茶馆 会馆 书院 学堂 

［第一责任人］尹庆民、方彪…[等]编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地介绍了北京的老字商号和茶楼会馆、书院学堂，包括药店，饭馆、

小吃，食品、百货，文化、娱乐等。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 

［主题词］古建筑/简介/北京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北京市 

［知识责任］朱耀廷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尹庆民 编著 

［知识责任］方彪 编著 

  

 

［正题名］北京人文古迹旅游丛书 

［第一责任人］朱耀廷，崔学谙丛书主编 

［副题名］紫气东来筑辉煌 

［丛书］皇家园林 文化遗址 帝王陵墓 

［第一责任人］张勃，恩璟旋，李颖君，郭 宇编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对京城的皇家园林、地下考古和帝王陵墓进行了精彩的诠释。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 

［主题词］名胜古迹/北京 

［主题词］古典园林/简介/北京 

［主题词］陵墓/简介/北京 

［主题词］文化遗址/简介/北京 

［知识责任］朱耀廷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勃 编著 

［知识责任］恩璟旋 编著 

［知识责任］李颖君 编著 

［知识责任］郭 宇 编著 

  

 

［正题名］北京人文古迹旅游丛书 

［第一责任人］朱耀廷，崔学谙丛书主编 

［副题名］帝都赫赫人神居 

［丛书］宫殿 坛庙 胡同 王府 四合院 

［第一责任人］顾军，龙宵飞，肖飞编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对北京的皇家建筑，宫殿坛庙以及存留至今的王府、官邸、名人故居与民

居四合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充分显示了它们作为赫赫帝都的人神安居的独特魅力。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 

［主题词］古建筑/简介/北京 

［知识责任］朱耀廷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顾军 编著 



［知识责任］龙宵飞 编著 

［知识责任］肖飞 编著 

  

 

［正题名］北京人文古迹旅游丛书 

［第一责任人］朱耀廷，崔学谙丛书主编 

［副题名］千年古都话沧桑 

［丛书］北京的演进 桥梁 长城 

［第一责任人］朱祖希，张宝秀编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和 3000 余年的建城史，850 余年的建都史，直

至元、明、清三代作为全国首都的城建规划、历史遗留，包括城墙、城门以及长城、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 

［主题词］古城/墙/简介/北京 

［主题词］古城/桥梁/简介/北京 

［主题词］长城/简介/北京 

［知识责任］朱耀廷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朱祖希 编著 

［知识责任］张宝秀 编著 

  

 

［正题名］北京人文古迹旅游丛书 

［第一责任人］朱耀廷，崔学谙丛书主编 

［副题名］超越禁城的神圣 

［丛书］原始宗教 道教 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第一责任人］佟洵，张连城，孙学雷编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北京地区宗教传播和建筑的情况。包括北京原始宗教与遗迹、

北京的道教与道观、北京的基督教与教堂、北京伊斯兰教与清真寺、北京的佛教与寺塔等。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 

［主题词］宗教/简介/北京 

［知识责任］朱耀廷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佟洵 编著 

［知识责任］张连城 编著 

［知识责任］孙学雷 编著 

  

 

［正题名］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 

［副题名］1956-1976 

［第一责任人］柏定国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文艺学前沿丛书 王岳川，欧阳友劝主编 

［附注内容］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 

［附注内容］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课题 结项成果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 中期成果 

［附注内容］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 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课题结项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中期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为切入点，涉及文学理论的历史性和历史主义问

题，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梳理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规律性

特征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整合范式。 

［主题词］文艺思想/思想史/中国/1956-1976 

［知识责任］柏定国 著 

［知识责任］王岳川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友劝 丛书主编 

  

 

［正题名］清代以来的粮价 

［副题名］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 

［第一责任人］彭凯翔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思想与社会 

［附注内容］在本书中，作者对近代中国地方米价的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对所建立的

米价指数做了系统的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各地经济历年的变迁，而且

能启发读者对各地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进一步研究。 

［主题词］粮食/商品价格/研究/中国/清代至现代 

［知识责任］彭凯翔 著 

  

 

［正题名］永远的马克思 

［第一责任人］陈学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上编是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下编是

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剖析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研究/外国/现代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陈学明 著 

  

 

［正题名］歷史文獻 

［书目卷册］第十輯 

［第一责任人］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辑内容包括《林则徐佚稿二篇》、《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续）》、《梁肇煌致

朱学勤手札》、《杨以增年谱略稿》等 

［主题词］历史/文献/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籍/研究/中国 

  

 

［正题名］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邵建国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在调查了大量日本官方档案的基础之上，系统地揭示了 20 世纪 20 年代后

半期（即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图谋分裂中国的决策过程。同时也利

用国内以公 的档案文件、私人书信和电报等历史资料，详细地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东北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与日本既妥协又对抗的历史过程。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主题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日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邵建国 著 

  

 

［正题名］来燕榭集外文钞 

［第一责任人］黄裳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黄裳 著 

  

 

［正题名］一个被放弃的选择 

［副题名］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克武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中生代思想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以梁启超《新民说》为基本资料，分析 20 世纪初期梁启超思想的内涵与

变迁，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 

［知识责任］黄克武 著 

  

 

［正题名］戴震学的形成 

［副题名］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 

［第一责任人］丘为君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中生代思想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所探讨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清代思想主流考证学问之间的关系。它

主要思考：在激烈地批评甚至否定传统转型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就知识与思想发展的角度而

言，经过了什么样的历程而有了今天的风貌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丘为君 著 

  

 

［正题名］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 

［第一责任人］袁进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传播与市场、语言与形式、本体与范围、传统与现代、功利与审美、

作品与时代等六个部分，较为系统而又深入地探讨了现当代文学的变革与发展。 

［主题词］近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袁进 著 

  

 

［正题名］当代四川要事实录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谭继和主编 

［译者］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当代口述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整理出口述史料五十余篇，主要围绕当代四川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要

事、名人，组织三个专题。另外，本书还征集到一些老同志对要事、名人的回忆文章。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四川省/现代 

［知识责任］谭继和 主编 

  

 

［正题名］石泉文集 

［第一责任人］石泉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古郢都地望及其相关问题、古云梦泽研究、汉魏六朝荆楚地理新探、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等五编。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石泉 著 

  

 

［正题名］民国名人再回首 

［副题名］[摄影集] 



［第一责任人］秦风编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是结合大量图片的民国时期名人小传作品集，介绍了关于陈诚的《挥手之

间》，描绘何应钦的《与孔祥熙分享生日糕点》，写胡适的《一时之选》等，含有研究这些人

物的重要资料。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摄影集 

［知识责任］秦风 编著 

  

 

［正题名］台湾历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陈孔立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4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孔立 主编 

  

 

［正题名］蒋家门外的孩子 

［第一责任人］蒋孝严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为父亲蒋经国而写的书。全篇十二章，道尽了作者归返家门的艰辛，

其中的无奈、血泪、苦心孤诣，把作者成长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加以叙述。 

［知识责任］蒋孝严 著 

  

 

［正题名］涅槃 

［副题名］老三届随想曲 

［第一责任人］丁晓禾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老三届三部曲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历上山下乡而耽误了学业的“老三

届”青年珍惜恢复高考的机会，努力学习实现上大学梦想的感人故事。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参加/高等教育/考试/中国/史料/1978- 

［主题词］高等教育/考试/中国/史料/1978-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丁晓禾 编著 

  

 

［正题名］驼峰航线 

［并列题名］Flying The Huivf 

［第一责任人］刘小童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结合大量珍贵的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真实地记录了抗战时期

“驼峰航线”这段影响了整个太平洋战区格局的悲壮历史。 

［主题词］中美关系/抗日战争/史料/1942-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美关系/史料/1942-1945 

［知识责任］刘小童 著 

  

 

［正题名］晚清文化地图 

［副题名］1840 至 1911 年的中国文化人 

［第一责任人］傅军龙，李柏田，竹田润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人物为线索，对 1840 至 1911 年的中国

思想进行了随笔式的梳理，不人云亦云，力图客观、公正、真实地展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时

期的文化人心态和人生轨迹。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傅军龙 著 

［知识责任］李柏田 4 著 

［知识责任］竹田润 著 

  

 

［正题名］乾隆一日 

［第一责任人］吴十洲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利用了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公元 1765 年 1 月 28 日）的清宫档案与御

制诗文等资料，按一天的时辰先后排列，详述乾隆帝从早到晚的宫廷生活。 

［知识责任］吴十洲 著 

  

 

［正题名］余英时文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沈志佳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余英时/文集 

［主题词］文化/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佳 编 

  



 

［正题名］余英时文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沈志佳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余英时/文集 

［主题词］文化/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佳 编 

  

 

［正题名］聖諭廣訓集解与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振鹤撰集 

［译者］顾美华点校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汇辑了目前所能找到的各种对圣谕与《圣谕广训》的阐述性著述，以使读

者对清代官方与社会的教化行为有所了解，并进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主题词］政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振鹤 撰集 

［次知识责任］顾美华 点校 

  

 

［正题名］浪中记事 

［第一责任人］苏双碧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社科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是史学理论工作者苏双碧的社会科学杂文选集，包括：评姚文元《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纪要——江青“文革”中的“碑石”》、《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批

判封建主义是跨世纪的战略任务》、《关于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种倾向》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苏双碧 著 

  

 

［正题名］知性与创造 

［副题名］日中学者的思考 

［第一责任人］黄华珍，张仕英[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比较文化/研究/中国/日本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黄华珍 [编]著 

［知识责任］张仕英 [编]著 

  

 

［正题名］边地中国 

［副题名］边地是不是桃花源 

［第一责任人］邓启耀，冯天瑜…[等]执笔 

［译者］《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边地上的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边地”概念作为视角，在“中国的边地”与“边地上的中国”这个双

重语境中，去观照当代中国人心中的“千千结”：中国文化的处境与出路问题。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文化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文化/文化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化史/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邓启耀 执笔 

［知识责任］冯天瑜 执笔 

  

 

［正题名］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 

［并列题名］La storia come pensiero e come azione 

［第一责任人］（意）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著 

［译者］田时纲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意大利外交部对本丛书的出版给予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八个部分：作为思想和作为行动的历史、历史主义及其历史、没有历

史问题的历史学、历史的确定性与真实性、历史学与政治、历史学与道德、历史学前景、结

论。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克罗齐 著 

［知识责任］Croce 著 

［次知识责任］田时纲 译 

  

 

［正题名］中国财政史 

［第一责任人］孙翊刚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2 章，分别介绍了我国早期财政的产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



期、秦汉、三国两晋、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北洋政府及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

财政。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 

［知识责任］孙翊刚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第一责任人］李龙主编 

［译者］汪习根执行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文集从法理学的宏观角度对中国法制史进行回顾，并介绍中国法制建设史上

重大事件，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及对新中国法治建设中存在问题

的个案剖析等。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龙 主编 

［次知识责任］汪习根 执行主编 

  

 

［正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生态

和制度变迁的角度论证选举制度与政治生态环境、政党领导、政权建设以及人民政治参与的

互动关系。 

［主题词］选举制度/研究/中国/1911～1949 

［知识责任］王颖 著 

  

 

［正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精选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早期中国电影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1905～1936 

［第一责任人］陈景亮，邹建文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故事影片/简介/中国/1905～1936 

［知识责任］陈景亮 主编 

［知识责任］邹建文 主编 

  

 



［正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精选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早期中国电影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1937～1945 

［第一责任人］陈景亮，邹建文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故事影片/简介/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陈景亮 主编 

［知识责任］邹建文 主编 

  

 

［正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精选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新中国电影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1949～1959 

［第一责任人］陈景亮，邹建文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故事影片/简介/中国/1949～1959 

［知识责任］陈景亮 主编 

［知识责任］邹建文 主编 

  

 

［正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精选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新中国电影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1960～1978 

［第一责任人］陈景亮，邹建文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故事影片/简介/中国/1960～1978 

［知识责任］陈景亮 主编 

［知识责任］邹建文 主编 

  

 

［正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精选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新时期中国电影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1979～1983 



［第一责任人］陈景亮，邹建文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故事影片/简介/中国/1979～1983 

［知识责任］陈景亮 主编 

［知识责任］邹建文 主编 

  

 

［正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精选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新时期中国电影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1984～1989 

［第一责任人］陈景亮，邹建文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故事影片/简介/中国/1984～1989 

［知识责任］陈景亮 主编 

［知识责任］邹建文 主编 

  

 

［正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精选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跨世纪中国电影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1990～1996 

［第一责任人］陈景亮，邹建文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故事影片/简介/中国/1990～1996 

［知识责任］陈景亮 主编 

［知识责任］邹建文 主编 

  

 

［正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精选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跨世纪中国电影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1997～2004 

［第一责任人］陈景亮，邹建文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故事影片/简介/中国/1997～2004 

［知识责任］陈景亮 主编 



［知识责任］邹建文 主编 

  

 

［正题名］百年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协调 

［第一责任人］孔祥毅…[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两篇，上篇是金融协调的历史考察，在 12 个方面对金融制度变迁进行

了全面的实证分析；下篇是金融协调的理论分析，从 12 个侧面对金融协调的实践与理论作

了探讨。 

［主题词］金融/经济协调/关系/金融体制/世界/研究 

［主题词］经济协调/金融体制/世界/研究 

［知识责任］孔祥毅 著 

  

 

［正题名］舒芜口述自传 

［第一责任人］舒芜口述 

［译者］许福芦撰写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家世和童年”、“从小课堂到大课堂”、“离乱的青春”、“劫后河山”、

“平静的日子不平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狱里狱外”、“北京的金秋”等章

节，尽可能完整而又遵从口述者本人的方式记录了舒芜的一生，连同他所走过的时代，一同

陈列。 

［知识责任］舒芜 口述 

［次知识责任］许福芦 撰写 

  

 

［正题名］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 

［第一责任人］罗沛霖，杨善华，程为敏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理论探索和田野调查报告两部分内容，梳理了以往田野调查中所归纳

的对农村社会发展的认识，深入剖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 

［主题词］农村/社会生活/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农村/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罗沛霖 主编 

［知识责任］杨善华 主编 

［知识责任］程为敏 主编 

  

 

［正题名］血战 

［副题名］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胡兆才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国民党军/史料 

［知识责任］胡兆才 著 

  

 

［正题名］明代皇权政治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渡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李渡 著 

  

 

［正题名］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 

［副题名］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论文集 

［副题名］2003 年 8 月 13-17 日，拉普兰，芬兰 

［第一责任人］（芬）罗明嘉，（芬）黄保罗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附注内容］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与中国宗教传统项比较的基督教；第二部分，现

代中国语境中的基督教；第三部分，当代中国基督教新教所面临的挑战。 

［主题词］基督教/关系/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罗明嘉 主编 

［知识责任］黄保罗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间宗教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马西沙，韩秉方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以上起汉代、下至清代历时两千年间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数十种民间教派为

对象，对其形态、流播、特点等进行介绍、研究。 

［主题词］原始宗教/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西沙 著 

［知识责任］韩秉方 著 

  

 

［正题名］中国民间宗教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马西沙，韩秉方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以上起汉代、下至清代历时两千年间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数十种民间教派为

对象，对其形态、流播、特点等进行介绍、研究。 

［主题词］原始宗教/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西沙 著 

［知识责任］韩秉方 著 

  

 

［正题名］中国 21 

［书目卷册］第 3 号 

［第一责任人］（日）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附注内容］本书是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集的关于中国情况研究文集。全书四个部

分，共收入 23 篇文章。主要内容有：日本人的五四观、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期待、五四

与中国的现代化等。 

［主题词］汉学/日本/文集 

［主题词］经济/中国/文集 

［主题词］社会发展/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罗 云…[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革命/革命史/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罗 云 著 

  

 

［正题名］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 

［第一责任人］王玉德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本书以晚清为背景，采用广义的神秘主义界定，提出“社会神秘主义”的概念，

试图用神秘主义对社会定义、结构、功能、转型作出解释，探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等。 

［主题词］神秘主义/关系/社会发展/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发展/关系/神秘主义/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玉德 著 

  

 

［正题名］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书目卷册］第 7 卷 

［丛书］旧制度 

［副题名］1713-1763 

［第一责任人］（英）J. O. 林赛（J.O.Lindsay）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近代史/世界 

［主题词］近代史:世界史 

［知识责任］林赛 编 

［知识责任］Lindsay 编 

  

 

［正题名］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书目卷册］第 10 卷 

［丛书］欧洲势力的顶峰 

［副题名］1830-1870 

［第一责任人］（英）J. P. T. 伯里（J. P. T. Bury）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近代史/世界 

［主题词］近代史:世界史 

［知识责任］伯里 编 

［知识责任］Bury 编 

  

 

［正题名］毛泽东的艰难决策 

［书目卷册］二 

［丛书］中共中央发起解放战争的决策过程 

［第一责任人］王波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毛泽东与蒋介石斗智斗勇的历史瞬间。主要记述了毛泽东是怎样冒

着像张学良那样被扣押的危险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及将帅们在前线是怎样与毛泽东反复

敲定各个战略方向作战方案的等内容。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波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李峰主编 

［译者］刘明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战略的制定与调整为主线，介绍建国以来中国外交



的面貌与成就，分析外交领域的重大战略决策、重大历史事件。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概论/1949～1999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明 副主编 

  

 

［正题名］被遗忘的影像 

［副题名］中国新纪录片的滥觞 

［并列题名］The forgotten vision 

［第一责任人］李幸，刘晓茜，汪继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历经十年，遍访九位亲历者，细读八部影像，披露中国新纪录片的真

实起源。 

［主题词］纪录片/鉴赏/中国/现代 

［主题词］制片人/纪录片/访问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幸 著 

［知识责任］刘晓茜 著 

［知识责任］汪继芳 著 

  

 

［正题名］花落春仍在 

［副题名］俞樾和他的弟子 

［第一责任人］张欣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学传承丛书 谢俊美丛书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晚清国学大师俞樾生平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末世华章”、

“坐拥皋比”、“精舍传经”、“桃李门墙”、“薪火相接”、“右台旭真”等八章。 

［知识责任］张欣 

［知识责任］谢俊美 丛书主编 

  

 

［正题名］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 

［副题名］1895-1919 

［第一责任人］姚纯安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桑兵主编 

［附注内容］获得 985 和 211 工程建设项目的资助 

［附注内容］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社会学在这一时期引进、

传播和展 ，其历程颇为复杂。一方面，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深受西方和日本早期社会学、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观念及当时国内社会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资



源，对清末民初社会文化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中国/1895-1919 

［知识责任］姚纯安 著 

［知识责任］桑兵 丛书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 

［副题名］教学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刘志鹏，别敦荣，张迪梅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分总论、专论、分论和附录四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百年来中国高等教

育教学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和研究。 

［主题词］高等教育/概况/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研究/概况/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刘志鹏 主编 

［知识责任］别敦荣 主编 

［知识责任］张迪梅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 

［副题名］教学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刘志鹏，别敦荣，张迪梅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分总论、专论、分论和附录四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百年来中国高等教

育教学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和研究。 

［主题词］高等教育/概况/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研究/概况/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刘志鹏 主编 

［知识责任］别敦荣 主编 

［知识责任］张迪梅 主编 

  

 

［正题名］胡同的记忆 

［副题名］[中英文对照] 

［并列题名］Recollections of Hutong 

［第一责任人］杨茵，旅舜编 

［出版者］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拍摄的是北京城中的大马路、小胡同，以及构成胡同的 基本元素四合院

及大小院落（大宅门、大杂院、三合院等）。作者历时三十余年拍摄数百条胡同的倩影，记



下了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风貌。 

［主题词］城市道路/图集/北京 

［主题词］民居/图集/北京 

［主题词］地方史/图集/北京 

［知识责任］杨茵 编 

［知识责任］旅舜 编 

  

 

［正题名］回味清朝 

［副题名］夕阳残照 

［第一责任人］若木著 

［出版者］中国三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读史丛书 回味历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力图通过对清朝三百年间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回顾反思，探寻一下中华民族

兴与衰的因由与契机。 

［主题词］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若木 著 

  

 

［正题名］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 

［第一责任人］吴绪成，姚甲科主编 

［译者］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档案资料 413 篇，重点反映了秦华日军残害无辜平民的具体史实，还

收录了部分反映当时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史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湖北省/史料 

［知识责任］吴绪成 主编 

［知识责任］姚甲科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宗教五十年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王作安主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1949－1999/摄影集 

［主题词］宗教/中国/1949－1999/摄影集 

［知识责任］王作安 主编 

  

 

［正题名］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 



［副题名］1644-1840 

［第一责任人］张杰，张丹卉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在充分利用改革 放二十年出版的新史料，吸收西方民族学研究的新方法

的基础上，对清代东北封禁、新满洲的构成、反击沙俄的主力军、东北满族区域文化、学校

与科举、萨满与索罗杆等课题进行了全新的理论阐释和史实描述。 

［主题词］满族/民族历史/东北地区/清代 

［主题词］民族历史/满族/东北地区/清代 

［知识责任］张杰 著 

［知识责任］张丹卉 著 

  

 

［正题名］张学良全传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学继，刘红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张学良，这位与 20 世纪相始终的百岁将军，是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 具传奇

色彩的人物之一。作为拥有四省地盘和数十万雄兵的第二代“东北王”，他始终扮演着一举

手一投足就可以旋转乾坤、叱咤风云的英雄角色。本书记述了张学良的一生。 

［知识责任］张学继 著 

［知识责任］刘红 著 

  

 

［正题名］张学良全传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学继，刘红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张学良，这位与 20 世纪相始终的百岁将军，是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 具传奇

色彩的人物之一。作为拥有四省地盘和数十万雄兵的第二代“东北王”，他始终扮演着一举

手一投足就可以旋转乾坤、叱咤风云的英雄角色。本书记述了张学良的一生。 

［知识责任］张学继 著 

［知识责任］刘红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 

［第一责任人］陈文华著 

［出版者］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文明/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农业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文华 著 

  

 

［正题名］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 

［第一责任人］朱振才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21 个案例，是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斗争所破获案件的一部分。这

些文章披露了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斗争的史实。 

［主题词］国家安全/保卫工作/中国/1949-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朱振才 著 

  

 

［正题名］丁玲与周扬的恩怨 

［第一责任人］杨桂欣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杨桂欣 著 

  

 

［正题名］亲历长征 

［副题名］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 

［第一责任人］刘统整理注释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四大部分：综述、回忆录、红军歌曲、大事记和里程表。其中收录了

陈云、李富春，陆定一，冯雪峰，张云逸，施平、幽谷等参加过长征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长篇

文章、回忆录、12 首红军歌曲等。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研究/1934-1936 

［知识责任］刘统 整理注释 

  

 

［正题名］民族瑰宝马寅初 

［第一责任人］李正宏，黄团元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知识责任］李正宏 著 

［知识责任］黄团元 著 

  

 

［正题名］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 

［第一责任人］王汝丰主编 



［译者］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以清代宣南社会为背景，以一百多位清代在北京市宣武区生活居住的知名

人物的活动为主线，记述了构成宣南文化主体的士人们的故事。 

［主题词］人物/列传/北京市/清代 

［知识责任］王汝丰 主编 

  

 

［正题名］日本研究论集 

［书目卷册］2005 

［书目卷册］总第 10 辑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日本研究院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战略》，《1917-1945 年

的日苏鱼业纠纷》，《日本经济的结构困难——景气为什么不能恢复》，《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报

界》，《论东盟各国旗加入“满洲国”问题》”等多篇文章。 

  

 

［正题名］抗战时期的傅作义 

［第一责任人］崔增印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崔增印 著 

  

 

［正题名］也无风雨也无晴 

［副题名］外公孔从洲将军传奇人生 

［第一责任人］张焱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孔从洲中将的一生。书中披露了将军作为一个军事将领的贡献，对

国防建设的战功，也展现了将军作为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亲家从不谋私利的胸怀。 

［知识责任］张焱 著 

  

 

［正题名］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副题名］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严翅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 

［附注内容］本书借鉴了现代发展理论三代理论家的方法论经验，在“传统——现代”的框



架中观察张謇和他的事业，发现了他的传统名教根基的深厚和对现代合理性精神理解的缺

失。 

［知识责任］严翅君 著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珍藏版 

［书目卷册］玖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料/世界 

  

 

［正题名］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 

［第一责任人］汪原放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回忆了近代中国私营出版社——亚东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及与陈独秀的密切

关系。内容包括：皖南三青年、芜湖“洋书店”与《安徽俗话报》、到上海办书店、“五四”

前后、“亚东版”古典小说等。 

［知识责任］汪原放 著 

  

 

［正题名］李大钊全集 

［副题名］（ 新注释本）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正题名］李大钊全集 

［副题名］（ 新注释本）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正题名］李大钊全集 

［副题名］（ 新注释本）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正题名］李大钊全集 

［副题名］（ 新注释本）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正题名］李大钊全集 

［副题名］（ 新注释本）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正题名］浙江文化简史 

［第一责任人］佘德余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浙江省 

［知识责任］佘德余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道路 

［副题名］1921-1935 

［第一责任人］张万禄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的具体过程，研究和总结毛泽东实现这个“结合”的基本历史经验。 

［知识责任］张万禄 著 

  

 

［正题名］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 

［并列题名］A Brief History of Japan' 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conomy 

［第一责任人］周启乾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季羡林主编 日本文化编 

［附注内容］本书史通过百余年来日本发展的轨迹，探索其近代化历程中经验教训的专著。



它以日本近现代经济发展为主线，将其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运用综合的方法

揭示其规律，拓展了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 

［主题词］经济史/日本/近代 

［主题词］经济史/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周启乾 著 

  

 

［正题名］中国广播电视通史 

［并列题名］History of China' Radio and TV 

［第一责任人］赵玉明主编 

［出版者］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主题词］广播事业/新闻事业史/中国 

［主题词］电视事业/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赵玉明 主编 

  

 

［正题名］丁玲年谱长编 

［副题名］1904-1986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李向东，王增如编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年谱主要依据丁玲的作品、书信、日记，陈明的日记、书信、笔记，以及丁

玲身边工作人员的日记、笔记编成，同时参考了一些历史档案和资料、事件当事人的回忆，

及研究工作者的学术著作。 

［知识责任］李向东 编著 

［知识责任］王增如 编著 

  

 

［正题名］丁玲年谱长编 

［副题名］1904-1986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李向东，王增如编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年谱主要依据丁玲的作品、书信、日记，陈明的日记、书信、笔记，以及丁

玲身边工作人员的日记、笔记编成，同时参考了一些历史档案和资料、事件当事人的回忆，

及研究工作者的学术著作。 

［知识责任］李向东 编著 

［知识责任］王增如 编著 

  

 

［正题名］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黄正林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集结 17 篇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立法的

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第三部分是关于陕甘宁边区社会的研究。 

［主题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陕甘宁边区/文集 

［主题词］农村/社会发展/陕甘宁边区/文集 

［主题词］经济发展/陕甘宁边区/文集 

［主题词］社会发展/陕甘宁边区/文集 

［知识责任］黄正林 著 

  

 

［正题名］中国秘书简史 

［第一责任人］刘绍杰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总结了中国文明以来的秘书活动的演进过程及其经验教训，探讨了秘书活

动的发展规律，对我国历代秘书工作现象做了诠释。 

［主题词］秘书学/历史/中国 

［主题词］秘书/工作/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绍杰 著 

  

 

［正题名］客家傳統社會 

［书目卷册］上编 

［丛书］民俗與經濟 

［第一责任人］（法）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12 篇文章，分为“民俗与传统经济”、“城关庙会与醮会”、“岁时庆

典”和“民间道教”四个部分，比较集中地描述了“民俗与经济”的内容。 

［主题词］汉族/移民/传统文化/研究/文集 

［主题词］汉族/移民/民族经济/研究/文集 

［主题词］移民/汉族/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劳格文 主编 

［知识责任］Lagerwey 主编 

  

 

［正题名］客家傳統社會 

［书目卷册］下编 

［丛书］民俗與宗族社會 

［第一责任人］（法）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10 篇文章，分为“宗族社会与民俗文化”、“跨宗族的迎神活动”两

个部分，比较集中地描述了“宗族社会”的内容。 

［主题词］汉族/移民/传统文化/研究/文集 

［主题词］移民/汉族/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主题词］汉族/移民/风俗习惯/研究/文集 

［主题词］移民/汉族/宗族/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劳格文 主编 

［知识责任］Lagerwey 主编 

  

 

［正题名］中国思想的底线 

［第一责任人］葛红兵[著] 

［出版者］郑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人文讲演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葛红兵近年在世界各地游学讲演的文稿汇集，内容包括：“当代中国的

情感状态”、“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六一谈教育公平”、“中国当代情爱观的演变”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葛红兵 著 

  

 

［正题名］交汇与综合 

［副题名］跨学科篇 

［第一责任人］黄长著，黄育馥主编 

［译者］ 杨雁斌，刘霓副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思想文库 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 35 篇论文，内容涉及各交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介绍了诸多当代

重大问题的 新研究进展，反映了现代世界的日益错综复杂和社会需求的巨大变化。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黄长著 主编 

［知识责任］黄育馥 主编 

  

 

［正题名］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第一责任人］岳凯华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 

［附注内容］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立足于思想史、文学史的平台，以五四前后文献史料为依托，从进化、异

邦、革命、民主、科学、民间等理论视角，挖掘五四激进主义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中国新文学

间的关系。 



［主题词］新文学运动(五四)/研究 

［知识责任］岳凯华 著 

  

 

［正题名］邓小平与中共历史学 

［第一责任人］王先俊，周良书，张家芳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背景，用中共历史学的视野审视邓小平的生平和理论

创新活动，从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等七个方面论述和分析了邓小平对中共历史学的贡

献。 

［知识责任］王先俊 著 

［知识责任］周良书 著 

［知识责任］张家芳 著 

  

 

［正题名］商会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朱英，郑成林主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论文 14 篇，从“公馆、

公所与商会”、“同业公会与商会”、“商会的组织结构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商会的社会经济

活动”四个方面进行了研讨。 

［主题词］商会/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朱英 主编 

［知识责任］郑成林 主编 

  

 

［正题名］九州学林 

［书目卷册］2005·秋季 三卷三期（总第九期） 

［第一责任人］郑培凯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设有“专论”、“考释”、“论坛”、“书评”四个部分，收有《甲午战争期间

李鸿章谋速购外舰始末（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戏曲的复杂情节》、《评章寅彭

《新订清人学诗书目》》等文章。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郑培凯 主编 

  

 

［正题名］九州学林 

［书目卷册］2005·冬季 三卷四期（总第十期） 

［第一责任人］郑培凯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辑分唐史研究专号、考释、论坛、评论四部分，包括《从“玄武门之变”看

贞观政权的形成》、《论唐五代战将的单挑与骑斗》、《唐代中秋新考》等文章。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郑培凯 主编 

  

 

［正题名］清末教案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英国议会文件选译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本辑从《英国议会文件》中选译与清末教案有关的部分文件，起于

1868 年扬州府教案，迄于 1892 年排外暴动。包括扬州府袭击英国新教传教士往来文件、英

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定居问题的往来文件等。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主题词］反洋教斗争/中国/1842-1911 

［主题词］教案（历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朱金甫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人的命运 

［第一责任人］李辉[著] 

［出版者］郑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人文讲演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国文人的命运”、“巴金——云与火的景象”、“百年沈从文”、

“为什么沈从文曾经受到冷落”、“ 放或封闭：中国文学的选择”、“红卫兵行为分析”等 8

篇讲演稿。 

［主题词］文化/名人/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辉 著 

  

 

［正题名］《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侯杰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211 工程建设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和发掘了《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联系，展示了近代中

国社会的嬗变，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主题词］大公报/关系/社会/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侯杰 著 

  

 

［正题名］瞿秋白研究 

［第一责任人］瞿秋白纪念馆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正题名］山高水长 

［副题名］李运昌烽火岁月 

［第一责任人］邱尚周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分“金色的梦”、“十年耕耘”、“烽火历程”、“挺进东北”、“风雨中·阳光

下”五部分记述了李运昌的人生历程。 

［知识责任］邱尚周 著 

  

 

［正题名］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 

［副题名］1945-1950 

［第一责任人］（韩）金志焕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试图通过对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机关、中纺公司、民营纱厂三者的分析，

来评价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从而辨析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 后时期棉业统制政策的

成效，并对中纺公司的历史作用、棉业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以及棉业资本家的政治动向

等问题进行评述。 

［主题词］纺织工业/工业史/中国/1945～1950 

［知识责任］金志焕 著 

  

 

［正题名］无梦楼全集 

［第一责任人］张中晓著 

［译者］路莘整理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潜在写作文丛  

［主题词］书信集/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张中晓 著 

［次知识责任］路莘 

［次知识责任］陈思和 丛书主编 



  

 

［正题名］种族与历史 

［并列题名］Race et histoire 

 

［正题名］种族与文化 

［并列题名］Race et culture 

［第一责任人］（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著 

［译者］于秀英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列维-斯特劳斯文集 13 

［主题词］种族主义/研究 

［主题词］人种学/研究 

［知识责任］莱维-斯特劳斯 著 

［知识责任］Levi-Strauss 著 

［次知识责任］于秀英 译 

  

 

［正题名］岁月有情 

［副题名］张瑞芳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张瑞芳口述 

［译者］金以枫执笔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童年时代”、“北平往事”、“我的革命摇篮”、“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陪都剑影”、“舞台之外”、“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人间重晚晴”等部分。 

［知识责任］张瑞芳 口述 

［次知识责任］金以枫 执笔 

  

 

［正题名］北大才女 

［副题名］张曼菱人生随笔集 

［第一责任人］张曼菱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张曼菱 著 

  

 

［正题名］清代湘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汉民主编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岳麓书院学术文库·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共选收论文 28 篇，大体上展现了近年来海峡两岸学者在清代湘学领域的

研究成果。包括有《湘学的学术旨趣及其演变》、《曾国藩与经学》、《台湾学界王先谦研究简

述》等文章。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湖南省/清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湖南省/清代 

［知识责任］朱汉民 主编 

  

 

［正题名］怀春室诗文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译者］刘志荣编选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潜在写作文丛 陈思和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选录了胡风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写作的旧体诗和少数给亲人的信，诗文给

人造成了绝大的震撼。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书信集/中国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次知识责任］刘志荣 编选 

［次知识责任］陈思和 丛书主编 

  

 

［正题名］蒙古族近代战争史 

［第一责任人］巴音图，张成业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中国蒙古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后金统一漠南蒙古的战争、清朝统一漠北蒙古的战争、清朝统

一漠西蒙古的战争、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裕谦抗击英国侵略军等。 

［主题词］蒙古族/战争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巴音图 著 

［知识责任］张成业 著 

  

 

［正题名］满族文化模式 

［副题名］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鲍明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满族的家庭观与两性观、满族的亲族观、满族的非亲属组织观、

满族的民族心理特质、满族的经济观、满族的教育观等。 

［主题词］满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文化/满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鲍明 著 

  

 

［正题名］垂柳巷文辑 

［第一责任人］阿垅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潜在写作文丛 陈思和主编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阿垅 著 

［知识责任］陈思和 丛书主编 

  

 

［正题名］花间一壶酒 

［第一责任人］李零著 

［出版者］同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李零 著 

  

 

［正题名］整合与拓展 

［副题名］社会科学篇 

［第一责任人］黄长著，黄育馥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思想文库 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文章选自 2000 年以来《国外社会科学》刊载的与社会科学研究相关的部

分文章，其中既有对单一学科发展的总结、伴随新的研究课题出现的新的理论与流派，也有

作为一个领域面对未来的思考和准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黄长著 主编 

［知识责任］黄育馥 主编 

  

 

［正题名］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 

［副题名］1904-2004 

［第一责任人］池子华，郝如一主编 

［译者］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市红十字会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编年”体例，以年月日为序，记载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较大

影响的慈善活动与红十字会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 



［主题词］红十字会/编年史/中国/1904～2004 

［知识责任］池子华 主编 

［知识责任］郝如一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八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九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十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十三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十四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书目卷册］第十五卷 

［第一责任人］鲁林…[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卫华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知识责任］王萍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晓彬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民俗简史说分明 

［第一责任人］钱涛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钱涛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追根溯源话民俗 

［第一责任人］葛峰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葛峰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传统节日天下庆 



［第一责任人］左岸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节日/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左岸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民族节日俱欢颜 

［第一责任人］石兵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民族节日/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石兵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龙凤呈祥论婚育 

［第一责任人］赵斌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生育/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赵斌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男尊女卑血泪史 

［第一责任人］赵大文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妇女问题/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赵大文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千年演变话服饰 

［第一责任人］梁红雪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服饰/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梁红雪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五彩缤纷说服饰 

［第一责任人］曹云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服饰/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曹云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美味佳肴久承传 

［第一责任人］王海波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饮食/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海波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烹茗煮酒话饮食 

［第一责任人］周光辉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饮食/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周光辉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礼仪之邦话文明 

［第一责任人］彭云枫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礼节/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礼仪/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彭云枫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多神崇拜说信仰 

［第一责任人］李娟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原始宗教/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娟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伦理教化多禁忌 

［第一责任人］岳菲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避讳/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迷信术数/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岳菲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重生重死古今同 

［第一责任人］时新生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葬俗/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时新生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名人丧葬逸事多 

［第一责任人］秦虹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秦虹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街头巷尾闹声闻 

［第一责任人］李欣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欣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庭院深深访村居 

［第一责任人］袁光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居住文化/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袁光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百姓争先竞赛巧 

［第一责任人］徐乐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文化生活/民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徐乐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万民同乐说休闲 

［第一责任人］吕庆丰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文化生活/民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吕庆丰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强身健体武术魂 

［第一责任人］钱远山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武术/民族形式体育/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钱远山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博大精深说武术 

［第一责任人］赵文佳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武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赵文佳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易数变化论风水 

［第一责任人］齐旭明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风水/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齐旭明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万物有灵显巫术 

［第一责任人］汤健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巫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汤健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民族风俗说风情 

［第一责任人］张扬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扬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神秘文化属生肖 

［第一责任人］李时佳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十二生肖/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时佳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八面玲珑话媒人 

［第一责任人］任清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任清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旅游风俗探胜景 

［第一责任人］武文利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旅游/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武文利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家长里短话市井 

［第一责任人］丁显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丁显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寻幽探险风俗园 

［第一责任人］马成龙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马成龙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丛书（图文版） 

［第一责任人］李安辉丛书主编 

［丛书］神秘舞蹈说傩俗 

［第一责任人］潘月编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群体生

活的需要所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风貌。本套丛书记述了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巫筮龟卜与禁忌民俗、节日习俗、礼节和习惯、

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及人际关系等，向读者展 了宏大的民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民俗史/民间/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傩文化/民间艺术/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安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潘月 编著 

  

 

［正题名］新疆往事 

［第一责任人］陈伍国，刘向晖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截取十个历史人物在新疆的经历，通过讲述赵丹、茅盾在盛世才统治下的

文艺活动，张治中等人力促新疆和平解放的曲折，及王震等在新时期领导建设新疆的艰辛，

为我们勾勒出 1930 年代至 1980 年代新疆的历史。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代 

［知识责任］陈伍国 著 

［知识责任］刘向晖 著 



  

 

［正题名］江南社会经济研究 

［第一责任人］范金民主编 

［丛书］六朝隋唐卷 

［第一责任人］胡阿祥卷主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卷研究主题是六朝隋唐江南社会经济，探讨了社会经济之渊源与讨论社会经

济的影响，收录了《六朝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地理背景》、《两晋南朝土断研究》、《六朝农

业经济概说》等 13 篇论文。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古代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六朝时代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隋唐时代 

［知识责任］范金民 主编 

［知识责任］胡阿祥 卷主编 

  

 

［正题名］江南社会经济研究 

［第一责任人］范金民主编 

［丛书］宋元卷 

［第一责任人］高荣盛卷主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元代江南人口的几个问题》、

《元代海运与江南社会经济》等 6 篇论文，着重于宋元两代江南社会经济状貌的时代特征描

述。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古代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两宋时代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元代 

［知识责任］范金民 主编 

［知识责任］高荣盛 卷主编 

  

 

［正题名］江南社会经济研究 

［第一责任人］范金民主编 

［丛书］明清卷 

［第一责任人］范金民卷主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卷共 7 部分，收录 17 篇论文。包括明初江南基层组织、赋税与农田水利、

手工业经济、城镇经济、商人商帮活动、社会生活研究、地方档案等。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古代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范金民主编 

［知识责任］范金民 卷主编 

  

 

［正题名］三湘英烈传 

［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于来山主编 

［译者］湖南省革命烈士传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纪事本末体，使用公元纪年，力求真实、准确

地记述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列传/湖南省/1949～2004 

［知识责任］于来山 主编 

  

 

［正题名］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 

［书目卷册］2005 

［书目卷册］第一辑 

［并列题名］Shenyang Palace Museum Journal 

［第一责任人］武斌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知识责任］武斌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年鉴 

［书目卷册］2005 

［并列题名］Book almanac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柳斌杰，邬书林，阎晓宏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年鉴记录了 2004 年度中国图书出版管理工作要闻要事，记述本年度全国图

书出版综合情况，介绍获奖图书、收录图书评论作品等内容。 

［主题词］出版者目录/中国/2005 

［知识责任］柳斌杰 主编 

［知识责任］邬书林 主编 

［知识责任］阎晓宏 主编 

  

 

［正题名］中国丝绸通史 

［副题名］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silk 

［第一责任人］赵丰主编 



［出版者］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反映了中国五千年的丝绸历史，年代由公元前 5 世纪至今（2000 年），

内容上涉及与丝绸业相关的各个方面，较多地叙述了丝绸品种和丝绸图案。全书分为十章，

各章均包括丝绸生产总体情况、生产技术、织物种类、艺术风格四大方面。全书选用了 1000

余幅精美图片。 

［主题词］丝绸工业/工业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赵丰 主编 

  

 

［正题名］中国传统武术史 

［第一责任人］于志钧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于志钧史我国太极拳大家吴图南的嫡传弟子，习武六十多年，多有心

得，使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武术史。作者乃是将生命体验与武学证融会贯通，以成就这门“生

命深处的学问”。 

［主题词］武术/体育运动史/中国 

［知识责任］于志钧 著 

  

 

［正题名］中国文化的边界 

［第一责任人］薛涌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西学之必要》、《反西方主义的陷阱》、《文化帝国主义》、《重新设

计高考》、《博导当除》、《捐助背后要有思想》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薛涌 著 

  

 

［正题名］党的文献是怎样编辑出版的 

［第一责任人］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编辑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图书馆编

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文稿整理的一些原则、《毛泽

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毛泽东文集》编辑记事、关于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

选的采访记录、电视文献纪录创作的几个问题等内容。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编辑工作/中国/文集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出版工作/中国/文集 

［主题词］文献 

［主题词］编辑工作 



［主题词］出版工作 

［主题词］著作 

  

 

［正题名］“五反”运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何永红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教育部“211”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五反”运动前的中国共产党与私人资本主义、“五反”运动的展 、

“五反”运动的政策和策略分析、“五反”运动的经济分析、“五反”运动的反思等内容。 

［主题词］三反五反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何永红 著 

  

 

［正题名］“三反”运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顺生，李军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教育部“211”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共中央发动“三反”运动的动因、中共中央对“三反”运动的领导

与掌控、“三反”运动在各领域 展的历史考察、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剖析、“三反”运动运行

中的特点与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反”运动的意识特色等内容。 

［主题词］三反五反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王顺生 著 

［知识责任］李军 著 

  

 

［正题名］1914-1945 年的海上战争 

［并列题名］War at Sea1914-45 

［第一责任人］（英）伯纳德·爱尔兰（Ireland, B.）著 

［译者］李雯，刘慧娟译 

［译者］朱墨青校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世界近现代海战史系列（3） （英）约翰·基根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英德海军竞赛、第一次世界大战、条约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

等。 

［主题词］海战/战争史/世界/1914-1945 

［知识责任］爱尔兰 著 

［知识责任］Ireland 著 

［知识责任］基根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雯 译 

［次知识责任］刘慧娟 译 

［次知识责任］朱墨青 校 

  

 

［正题名］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 

［副题名］1941-1942 

［第一责任人］江沛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南 大学 211 工程建设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基本的学术规范，对研究对象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的内容、过程、

影响及意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界定，全面清理了 60 年来有关本课题的相关资料，客观评价

的学术成果并加以归纳，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资料价值。 

［主题词］治安强化/研究/华北地区/1941-1942 

［知识责任］江沛 著 

［知识责任］李喜所 丛书主编 

  

 

［正题名］我的哲学之路 

［第一责任人］汤一介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国学大师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哲学思想的角度，为自己的人生轨迹和部分学术成果做了梳理和评

述。全书分为五部分，包括我的哲学之路、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对中国现代哲学的思考、

关于文化问题的探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等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汤一介 著 

  

 

［正题名］中国研究 

［书目卷册］2005 年春季卷（总第 1 期） 

［并列题名］China studies 

［书目卷册］No.1 

［第一责任人］周晓虹，谢曙光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分发刊词，主题研究：中国乡村研究，研究论文，书评与随笔等拦目。收

《道德、仪式与农民的行为》、《纠纷调解与法律知识》、《在中国乡村做研究》等论文。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现代/丛刊 

［知识责任］周晓虹 主编 

［知识责任］谢曙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年经济拼图 

［副题名］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吴松弟主编 

［译者］戴鞍钢，林满红副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论述了 1840 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如何从沿海沿江的港口城市

始，沿着重要交通路线往广大的内陆延伸的过程和港口城市与其腹地的关系。 

［主题词］港口腹地/城市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经济发展/港湾城市/研究/中国 

［主题词］港口/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主题词］城市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松弟 主编 

  

 

［正题名］太平天国与客家 

［第一责任人］刘佐泉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客家文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原书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四章。内容包括客家概说、太平天国的社会基

础、拜上帝会与客家人、“移民复古风”、太平规制与客家乡土文化、反对和镇压太平天国的

客家人等，书中既有文中之图，又有单独成编之图，图像文字即相互依存，又互相独立，即

互相阐释，又互相超越。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关系/客家/研究 

［主题词］客家/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刘佐泉 著 

  

 

［正题名］中华百年建筑经典 

［书目卷册］2 

［并列题名］Chinese Classic Architecture of One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梅可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丛书为大型电视专题片《中华百年建筑经典》的精华图文版。其中精选了优

待表型的几十座建筑，按照公共建筑、纪念建筑、行政建筑的大致分类，编成第一辑五卷本

的精美图书，特点是：鲜为人知的史实、精美珍贵的图片、大气震撼的视觉效果、深沉厚重

的文化内涵。本册内容有：庐山美庐别墅、南京中山陵、延安中央大礼堂、雨花台烈士陵园、

陕西历史博物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甲午纪念馆等。 

［主题词］建筑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建筑艺术/历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梅可 主编 

  

 

［正题名］中华百年建筑经典 

［书目卷册］4 

［并列题名］Chinese Classic Architecture of One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梅可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丛书为大型电视专题片《中华百年建筑经典》的精华图文版。其中精选了优

待表型的几十座建筑，按照公共建筑、纪念建筑、行政建筑的大致分类，编成第一辑五卷本

的精美图书，特点是：鲜为人知的史实、精美珍贵的图片、大气震撼的视觉效果、深沉厚重

的文化内涵。本册内容有：清华图书馆、燕京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夫子庙、广州南

越王墓、河南博物馆等。 

［主题词］建筑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建筑艺术/历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梅可 主编 

  

 

［正题名］中华百年建筑经典 

［书目卷册］5 

［并列题名］Chinese Classic Architecture of One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梅可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丛书为大型电视专题片《中华百年建筑经典》的精华图文版。其中精选了优

待表型的几十座建筑，按照公共建筑、纪念建筑、行政建筑的大致分类，编成第一辑五卷本

的精美图书，特点是：鲜为人知的史实、精美珍贵的图片、大气震撼的视觉效果、深沉厚重

的文化内涵。本册内容有：南京民国建筑群、清陆军部衙暑、南京总统府、北京人民大会堂

等。 

［主题词］建筑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建筑艺术/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行政建筑/建筑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梅可 主编 

  

 

［正题名］甲午戰争 

［第一责任人］翁萬戈辑 

［出版者］艺文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八月[1998.8] 

［丛编题名］翁同龢文獻叢編 之五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史/中国/史料/(1894～1895) 

［知识责任］翁同龢 原著 



［知识责任］翁万戈 辑 

  

 

［正题名］外交·借款 

［第一责任人］翁萬戈辑 

［出版者］艺文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八月[1998.8] 

［丛编题名］翁同龢文獻叢編 之六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外债/外交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翁同龢 原著 

［知识责任］翁万戈 辑 

  

 

［正题名］红潮 

［第一责任人］何家骅（岳騫）著 

［出版者］香港神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论述/1966-1976 

［知识责任］何家骅 著 

［知识责任］何岳骞 著 

  

 

［正题名］香港社會政治的延續與變遷 

［第一责任人］劉兆佳，王家英，尹寶珊编 

［出版者］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社会/评论/香港/文集 

［主题词］政治/概况/香港/文集 

［知识责任］刘兆佳 作 

［知识责任］王家英 作 

［知识责任］尹宝珊 作 

［知识责任］王卓褀 作 

［知识责任］吴达明 作 

［知识责任］马丽庄 作 

［知识责任］张德胜 作 

［知识责任］陈膺强 作 

［知识责任］陈韬文 作 

［知识责任］黄大伟 作 

［知识责任］黄洪 作 

［知识责任］刘兆佳 作 

［知识责任］萧新煌 作 

［知识责任］关信基 作 



［知识责任］苏钥机 作 

  

 

［正题名］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 

［副题名］（1924-1930） 

［第一责任人］馮筱才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社会运动/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组织/政治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冯筱才 著 

  

 

［正题名］如何做好口述历史 

［并列题名］Oral History Handbook 

［第一责任人］貝絲·羅伯森（Beth M. Roberson）著 

［译者］黄煜文译 

［出版者］五观艺术公司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口述历史/方法 

［知识责任］罗伯森 著 

［知识责任］Roberson 

［次知识责任］黄煜文 译 

  

 

［正题名］遠路不須愁日暮 

［副题名］胡適晚年身影 

［第一责任人］楊翠華，龐桂芬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八月[2005.8] 

［知识责任］杨翠华 编 

［知识责任］庞桂芬 编 

  

 

［正题名］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永芳，李玲编 

［出版者］香港天马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永芳 编 

［知识责任］李玲 编 

  



 

［正题名］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永芳，李玲编 

［出版者］香港天马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永芳 编 

［知识责任］李玲 编 

  

 

［正题名］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國的發展 

［第一责任人］林美莉著 

［出版者］中研院近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四月[2005.4]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88 

［主题词］税收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美莉 著 

  

 

［正题名］李亦園先生訪問紀録 

［第一责任人］黃克武訪問 

［译者］潘彦蓉紀録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九月[2005.9]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歴史叢書 86 

［主题词］史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克武 访问 

［次知识责任］潘彦蓉 记录 

  

 

［正题名］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 

［副题名］纪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修订版 

［第一责任人］谢永光 

［出版者］明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知识责任］谢永光 

  

 

［正题名］撥雲霧而見青天 

［副题名］陳立夫英文回憶錄 

［第一责任人］陳立夫作 

［译者］卜大中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七月[2005.7]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立夫作 

［次知识责任］卜大中 译 

  

 

［正题名］圓夢海陆丰 

［第一责任人］叶佐能著 

［出版者］世界华文出版机构 

［出版日期］2005..5 

［知识责任］叶佐能 著 

  

 

［正题名］陳君葆日記 

［书目卷册］卷一 

［丛书］1932-1940 

［第一责任人］陳君葆著 

［译者］謝榮滾編；陳雲玉，陳文蔚，陳文達，陳雲湘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陈君葆/日记 

［主题词］日记/史料/中国/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陈君葆 著 

［次知识责任］谢荣滚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玉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蔚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达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湘 编 

  

 

［正题名］陳君葆日記 

［书目卷册］卷二 

［丛书］1941-1949 

［第一责任人］陳君葆著 

［译者］謝榮滾主編；陳雲玉，陳文蔚，陳文達，陳雲湘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日记/史料/中国/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陈君葆 著 

［次知识责任］谢荣滚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玉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蔚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达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湘 编 



  

 

［正题名］陳君葆日記 

［书目卷册］卷三 

［丛书］1950-1956 

［第一责任人］陳君葆著 

［译者］謝榮滾主編；陳雲玉，陳文蔚，陳文達，陳雲湘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日记/史料/中国/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陈君葆 著 

［次知识责任］谢荣滚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玉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蔚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达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湘 编 

  

 

［正题名］陳君葆日記 

［书目卷册］卷四 

［丛书］1957-1961 

［第一责任人］陳君葆著 

［译者］謝榮滾主編；陳雲玉，陳文蔚，陳文達，陳雲湘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日记/史料/中国/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陈君葆 著 

［次知识责任］谢荣滚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玉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蔚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达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湘 编 

  

 

［正题名］陳君葆日記 

［书目卷册］卷五 

［丛书］1962-1966 

［第一责任人］陳君葆著 

［译者］謝榮滾主編；陳雲玉，陳文蔚，陳文達，陳雲湘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日记/史料/中国/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陈君葆 著 

［次知识责任］谢荣滚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玉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蔚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达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湘 编 

  

 

［正题名］陳君葆日記 

［书目卷册］卷六 

［丛书］1967-1971 

［第一责任人］陳君葆著 

［译者］謝榮滾主編；陳雲玉，陳文蔚，陳文達，陳雲湘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日记/史料/中国/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陈君葆 著 

［次知识责任］谢荣滚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玉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蔚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达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湘 编 

  

 

［正题名］陳君葆日記 

［书目卷册］卷七 

［丛书］1972-1982 

［第一责任人］陳君葆著 

［译者］謝榮滾主編；陳雲玉，陳文蔚，陳文達，陳雲湘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日记/史料/中国/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陈君葆 著 

［次知识责任］谢荣滚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玉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蔚 编 

［次知识责任］陈文达 编 

［次知识责任］陈云湘 编 

  

 

［正题名］簡吉獄中日記 

［第一责任人］簡吉作 

［译者］簡敬，洪金盛，韓嘉玲，蔣智揚译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二月[2005.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叢刊 7 



［主题词］农民运动/政治史/史料/中国/台湾/近代 

［主题词］监狱/殖民统治/日本/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简吉 作 

［次知识责任］简敬 译 

［次知识责任］洪金盛 译 

［次知识责任］韩嘉玲 译 

［次知识责任］蒋智扬 译 

  

 

［正题名］灌園先生日記 

［书目卷册］九 

［丛书］一九三七年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著 

［译者］許雪姬等注解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十二月[2004.1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叢刊 1 

［主题词］现代史/台湾/史料/1927-1955 

［知识责任］林献堂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 

  

 

［正题名］灌園先生日記 

［书目卷册］十 

［丛书］一九三八年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著 

［译者］許雪姬等注解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十二月[2004.1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叢刊 1 

［主题词］现代史/台湾/史料/1927-1955 

［知识责任］林献堂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 

  

 

［正题名］走向近代 

［副题名］國史发展與區域動向 

［第一责任人］走向近代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东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十二月[2004.12] 

［主题词］社会发展/文化史/中国/宋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发展/文化史/中国/近代/文集 

  

 



［正题名］郭廷以先生百歲冥誕辰紀念史學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國祁主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李国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吕实强 著 

［次知识责任］廖隆盛 著 

［次知识责任］徐乃力 著 

［次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次知识责任］魏秀梅 著 

［次知识责任］李国祁 著 

［次知识责任］张朋园 著 

［次知识责任］李金强 著 

［次知识责任］苏云峰 著 

［次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次知识责任］吴志强 著 

［次知识责任］王树槐 著 

［次知识责任］陆宝千 著 

［次知识责任］陈三井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著 

  

 

［正题名］大崗山地區古契約文書匯編 

［第一责任人］陳秋坤，蔡承維编 

［出版者］高雄县政府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十一月[2004.11]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图集 

［知识责任］陈秋坤 编 

［知识责任］蔡承维 编 

  

 

［正题名］等待周末 

［副题名］周休二日的起源與意義 

［并列题名］Waiting for the Weekend 

［第一责任人］（英）黎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著 

［译者］梁永安译 

［出版者］猫头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社会生活/社会问题 

［知识责任］黎辛斯基 著 

［知识责任］Rybczynski 著 

［次知识责任］梁永安 译 



  

 

［正题名］巴拿马華僑华侨 150 年移民史 

［并列题名］Huehas Chinese en Panama 150 Anos de Presencia 

［第一责任人］Juan Tam 著 

［译者］徐光普译 

［出版者］秀威资讯科技公司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华侨/历史/巴拿马 

［主题词］华人/历史/巴拿马 

［知识责任］Tam 著 

［次知识责任］徐光普 译 

  

 

［正题名］力挽狂澜 

［副题名］戊戌政變新探 

［第一责任人］雷家聖著 

［出版者］万卷楼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雷家圣 著 

  

 

［正题名］追尋失落的圓明園 

［并列题名］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第一责任人］汪榮祖著 

［译者］鐘志恆译 

［出版者］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歴史與文化叢書 31 

［主题词］圆明园/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汪荣祖 著 

［次知识责任］钟志恆 译 

  

 

［正题名］奢侈的女人 

［副题名］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 

［第一责任人］巫仁恕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文明叢書 11 

［主题词］妇女/社会生活/中国/明代 

［主题词］妇女/社会生活/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巫仁恕 著 



  

 

［正题名］反省史學之系統價值 

［第一责任人］鄧元忠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邓元忠 著 

  

 

［正题名］勁寒梅香 

［副题名］辜振甫人生紀实 

［第一责任人］黃天才，黃肇珩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企业家/传记/台湾/现代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黄天才 著 

［知识责任］黄肇珩 著 

  

 

［正题名］戰後遣返華僑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2 

［丛书］暹罗·菲律賓篇 

［第一责任人］謝培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十二月[2004.12]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主题词］华侨政策/外交史/史料/中国/泰国/民国 

［主题词］华侨政策/外交史/史料/中国/菲律宾/民国 

［知识责任］谢培屏 编 

  

 

［正题名］川西民俗調查記錄 1929 

［第一责任人］黎光明，王元琿著 

［译者］王明珂编校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七月[2004.7] 

［主题词］风俗习惯/调查报告/西康/1929 年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四川 

［知识责任］黎光明 著 

［知识责任］王元辉 著 

［次知识责任］王明珂 编校 



  

 

［正题名］臺灣歴史辭典 

［第一责任人］許雪姬总策划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地方史/词典/台湾 

［知识责任］许雪姬 总策划 

［次知识责任］薛化元 撰文 

［次知识责任］吴文星 撰文 

［次知识责任］张淑雅 撰文 

  

 

［正题名］臺灣歴史辭典 

［副题名］附錄 

［第一责任人］許雪姬总策划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地方史/词典/台湾 

［知识责任］许雪姬 总策划 

［次知识责任］薛化元 撰文 

［次知识责任］吴文星 撰文 

［次知识责任］张淑雅 撰文 

  

 

［正题名］戴震學的形成 

［副题名］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 

［第一责任人］丘為君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丘为君 著 

  

 

［正题名］征臺紀事 

［副题名］武士刀下的牡丹花 

［并列题名］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第一责任人］爱德华·豪士（Edward H. House）著 

［译者］陈政三译述 

［出版者］原民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台灣歷史譯叢 5 

［主题词］殖民统治/研究/台湾/日本 

［主题词］抗日斗争/台湾/1895 



［知识责任］豪士 著 

［知识责任］House 

［次知识责任］陈政三 译述 

  

 

［正题名］荷蘭時代的台灣社會 

［副题名］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 

［第一责任人］鄭维中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社会问题/社会史/台湾/1624-1661 

［知识责任］郑维中 著 

  

 

［正题名］滿清據台二一三 

［第一责任人］郭弘斌著 

［出版者］台灣歷史真相还原协会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台灣人的台灣歷史叢書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省/1662-1895 

［知识责任］郭弘斌 著 

  

 

［正题名］宋美鹷 

［第一责任人］秦风，宛萱编 

［出版者］大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知识责任］秦风 编 

［知识责任］宛萱 编 

  

 

［正题名］台灣客家関係書目與摘要 

［丛书］方志文獻卷 

［第一责任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办 

［译者］劉還月计划召集人；陳逸君主编 

［出版者］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台灣客家族群史史料彙編 

［主题词］客家/民族历史/台湾/书目 

［次知识责任］刘还月 计划召集人 

［次知识责任］陈逸君 主编 

  

 

［正题名］日據時期祭祀公業及在臺灣特殊法律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姉齒松平著 

［译者］程大學等编译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二年六月[1983.6] 

［主题词］宗教政策/殖民统治/日本/台湾/史料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姉齿松平 著 

［次知识责任］程大学 译 

［次知识责任］陈锦荣 编译 

［次知识责任］黄有兴 编译 

［次知识责任］陈壬癸 编译 

［次知识责任］黄连财 编译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 

［书目卷册］第五辑 

［丛书］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第十四卷至十九卷） 

［第一责任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编 

［译者］林品桐等编译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十二月[1995.12]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894 

［次知识责任］林品桐 编译 

［次知识责任］谢鸿薿 编译 

［次知识责任］王万龙 编译 

［次知识责任］陈文添 编译 

［次知识责任］周塗金 编译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 

［书目卷册］第六辑 

［丛书］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第二十卷至二十五卷） 

［第一责任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编 

［译者］林品桐等编译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十月[1995.10]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894 

［次知识责任］林品桐 编译 

［次知识责任］洪渊木 编译 

［次知识责任］陈文添 编译 

［次知识责任］周塗金 编译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 



［书目卷册］第七辑 

［丛书］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第二十六卷至二十八卷；明

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官房第一卷至第三卷；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進退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编 

［译者］林品桐等编译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九月[1995.9]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894 

［次知识责任］林品桐 编译 

［次知识责任］洪渊木 编译 

［次知识责任］陈文添 编译 

［次知识责任］宋建和 编译 

［次知识责任］王万龙 编译 

［次知识责任］周塗金 编译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 

［书目卷册］第八辑 

［丛书］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進退第二卷至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编 

［译者］林品桐等编译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九月[1995.9]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894 

［次知识责任］林品桐 编译 

［次知识责任］洪渊木 编译 

［次知识责任］陈文添 编译 

［次知识责任］宋建和 编译 

［次知识责任］周塗金 编译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 

［书目卷册］第九辑 

［丛书］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進退第八卷至第九卷；明治

二十八年永久追加第一卷至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编 

［译者］林品桐等编译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九月[1995.9]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史料/1894 

［次知识责任］林品桐 编译 

［次知识责任］洪渊木 编译 

［次知识责任］宋建和 编译 

［次知识责任］洪雪吟 编译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 

［第一责任人］魏永竹，李宣鋒主编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六月[1995.6]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魏永竹 主编 

［知识责任］李宣锋 主编 

  

 

［正题名］臺灣先賢先烈專輯 

［书目卷册］第一辑 

［丛书］連雅堂傳 

［第一责任人］鄭喜夫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六月[1978.6] 

［知识责任］郑喜夫 编著 

  

 

［正题名］臺灣先賢先烈專輯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余清芳傳 

［第一责任人］程大學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六月[1978.6] 

［主题词］抗日斗争/台湾/1895-1915 

［知识责任］程大学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陳澤主编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六月[1978.6] 

［主题词］人物/生平事迹/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陈泽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增璋 著 

［次知识责任］钟华操 著 

［次知识责任］彭贤林 著 

［次知识责任］周声夏 著 

［次知识责任］杨续贤 著 

［次知识责任］盛清沂 著 

［次知识责任］李仁承 著 



［次知识责任］洪懃黛 著 

［次知识责任］杨越凯 著 

［次知识责任］郭嗣汾 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书目卷册］第四辑 

［丛书］林朝棟傳 

［第一责任人］鄭喜夫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八年四月[1979.4] 

［知识责任］郑喜夫 编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书目卷册］第五辑 

［丛书］沈有容傳 

［第一责任人］鄭喜夫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八年四月[1979.4] 

［主题词］军事家/传记/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郑喜夫 编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书目卷册］第六辑 

［丛书］劉銘傳傳 

［第一责任人］劉振魯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八年六月[1979.6] 

［知识责任］叶振鲁 编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韓石泉傳 

［第一责任人］莊永明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知识责任］莊永明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楊廷理傳 

［第一责任人］林慶元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元月[1998.1] 

［知识责任］林庆元 编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蒋廷黻傳 

［第一责任人］林子候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七月[1997.7] 

［知识责任］林子候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吳光亮傳 

［第一责任人］林文龍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二月[1994.12] 

［知识责任］林文龙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周鐘瑄傳 

［第一责任人］蘆胡彬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九月[1997.9] 

［知识责任］芦胡彬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郝更生傳 

［第一责任人］葉龍彥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二月[1993.12] 

［主题词］体育工作者/传记/中国/台湾/当代 

［知识责任］叶龙彥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連横傳 

［第一责任人］曾迺碩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九月[1997.9] 

［知识责任］曾迺碩 编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黃朝琴傳 

［第一责任人］周宗賢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六月[1994.6]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周宗贤 编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吳三连傳 

［第一责任人］蔡金燕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蔡金燕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王得禄傳 

［第一责任人］蔡相煇，王文裕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知识责任］蔡相煇 著 

［知识责任］王文裕 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劉璈傳 

［第一责任人］蘇同炳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知识责任］蘇同炳 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蔡廷蘭傳 

［第一责任人］蔡主賓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二月[1998.12] 

［知识责任］蔡主宾 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林占梅傳 

［第一责任人］林文龍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二月[1998.12] 

［知识责任］林文龙 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吳彭年、徐驤合傳 

［第一责任人］程玉鳳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二月[1998.12] 

［主题词］抗日斗争/台湾/1895-1915 

［知识责任］程玉凤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黃土水傳 

［第一责任人］李欽賢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六月[1996.6] 

［主题词］美术家/传记/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李钦贤 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蓝蔭鼎傳 

［第一责任人］吳世全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二月[1998.12] 

［主题词］美术家/传记/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吴世全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八田興一傳 

［第一责任人］陳文添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十二月[1998.12] 

［主题词］工程技术人员/传记/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陈文添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胡傳傳 

［第一责任人］黃學堂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九月[1997.9] 

［知识责任］黃學堂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連震東傳 

［第一责任人］宋伯元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六月[1994.6]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宋伯元 著 

  

 

［正题名］台灣先賢先烈專輯 

［丛书］李萬居傳 

［第一责任人］王文裕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王文裕 著 

  

 

［正题名］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 

［第一责任人］劉寧顏主编 

［译者］陳锦荣，吳定葉，黃有興，陳壬癸，程大學编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一年六月[1982.6] 

［主题词］司法制度/殖民统治/史料/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刘宁颜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锦荣 编译 

［次知识责任］吴定叶 编译 

［次知识责任］黄有兴 编译 

［次知识责任］陈壬癸 编译 

［次知识责任］程大学 编译 

  

 

［正题名］日據初期警察及監獄檔案 

［副题名］附錄：臺灣北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潘敬蔚主编 

［译者］程大學，吳家憲编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九年六月[1980.6] 

［主题词］警察/殖民统治/日本/台湾/1895-1945/史料 

［主题词］监狱制度/殖民统治/日本/台湾/1895-1945/史料 

［知识责任］潘敬蔚 主编 

［次知识责任］程大学 编译 

［次知识责任］吴家宪 编译 

  

 

［正题名］日據初期官吏失職职檔案 

［第一责任人］洪敏麟编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二月[1978.12] 

［主题词］人事制度/殖民统治/日本/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洪敏麟 编译 

  

 

［正题名］臺灣鐡路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江慶林编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六月[1980.6]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史料/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江庆林 编译 

  

 

［正题名］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 

［第一责任人］莊金德，賀嗣章编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六年十月[1977.10] 

［主题词］抗日斗争/档案/史料/台湾 

［知识责任］庄金德 编 

［知识责任］贺嗣章 编 

  

 

［正题名］臺灣抗日忠烈錄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張俊仁编撰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六年四月[1977.4] 

［主题词］烈士/生平事迹/中国/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张俊仁 编撰 



  

 

［正题名］臺灣南部武力抗日人士誘降檔案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吳柏村，吳定葉编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二月[1978.12] 

［主题词］侵华/殖民统治/日本 

［知识责任］吴柏村 

［知识责任］吴定叶 

  

 

［正题名］臺灣南部武力抗日人士誘降檔案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吳柏村，吳定葉编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二月[1978.12] 

［主题词］侵华/殖民统治/日本/台湾/史料 

［主题词］抗日斗争/档案/台湾 

［知识责任］吴柏村 

［知识责任］吴定叶 

  

 

［正题名］臺灣番政志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温吉编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六月[1999.6] 

［丛编题名］臺灣叢書譯本 第四種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志/西南地区 

［主题词］民族政策/研究/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温吉 编译 

  

 

［正题名］臺灣番政志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温吉编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六月[1999.6] 

［丛编题名］臺灣叢書譯本 第四種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志/西南地区 

［主题词］民族政策/研究/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温吉 编译 

  



 

［正题名］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洪敏麟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六月[1999.6] 

［主题词］地名/考证/中国/台湾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洪敏麟 编著 

  

 

［正题名］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书目卷册］第二册（上） 

［第一责任人］洪敏麟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六月[1999.6] 

［主题词］地名/考证/中国/台湾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洪敏麟 编著 

  

 

［正题名］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书目卷册］第二册（下） 

［第一责任人］洪敏麟编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六月[1999.6] 

［主题词］地名/考证/中国/台湾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洪敏麟 编著 

  

 

［正题名］臺灣客家族群史 

［丛书］語言篇 

［第一责任人］羅肇锦作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十一月[2000.11] 

［主题词］客家/民族历史/研究/台湾 

［主题词］客家/社会学/研究 

［主题词］客家/语言学/研究 

［知识责任］罗肇锦 作 

  

 

［正题名］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 

［副题名］附錄：保甲制度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程大學，許锡專编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二月[1978.12] 

［主题词］鸦片贸易/殖民统治/日本/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程大学 

［知识责任］许锡专 

  

 

［正题名］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 

［副题名］附錄：保甲制度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程大學，許锡專编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七年十二月[1978.12] 

［主题词］鸦片贸易/殖民统治/日本/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程大学 

［知识责任］许锡专 

  

 

［正题名］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 

［第一责任人］李世偉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台灣系列 

［主题词］儒家/社会团体/研究/中国/台湾/1895-1945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台湾/1895-1945 

［主题词］近代哲学/研究/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李世伟 著 

  

 

［正题名］吳德功先生全集 

［丛书］戴案紀略 

［丛书］施案紀略 

［丛书］讓台記 

［丛书］觀光日記 

［丛书］彰化節孝冊 

［第一责任人］吳德功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五月[1992.5]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吴德功 著 

  

 



［正题名］臺案彙錄 

［书目卷册］庚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 1964 年台湾银行版本重印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正题名］臺案彙錄 

［书目卷册］庚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 1964 年台湾银行版本重印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正题名］臺案彙錄 

［书目卷册］辛集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 1964 年台湾银行版本重印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正题名］臺案彙錄 

［书目卷册］壬集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 1964 年台湾银行版本重印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正题名］臺案彙錄 

［书目卷册］癸集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 1966 年台湾银行版本重印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正题名］臺灣鄭氏始末 

［第一责任人］沈雲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八月[1995.8]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 

［知识责任］沈云 著 

  

 

［正题名］臺灣割據志 

［第一责任人］（日）川口长孺著 

［译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编辑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八月[1995.8]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清代 

［知识责任］川口长孺 著 

［次知识责任］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编辑 

  

 

［正题名］臺灣通紀 

［第一责任人］陳衍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九月[1993.9]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衍 著 

  

 

［正题名］闽海紀要 

［第一责任人］夏琳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八月[1995.8]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夏琳 著 

  

 

［正题名］闽海纪略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八月[1995.8]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正题名］闽中纪略 

［第一责任人］许旭著 

［译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八月[1995.8]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许旭 著 

  

 

［正题名］楊肇嘉傳 

［第一责任人］周明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十一月[2000.11]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名人傳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周明 著 

  

 

［正题名］吳新榮传 

［第一责任人］施懿琳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六月[1999.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名人傳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施懿琳 著 

  

 

［正题名］板橋林家 

［副题名］林平侯父子傳 

［第一责任人］許雪姬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十一月[2000.11]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名人傳 

［知识责任］许雪姬 著 

  

 

［正题名］沈文肃公牘 

［第一责任人］沈葆楨著 

［译者］陳支平校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三月[1998.3] 

［丛编题名］臺灣文獻叢書 

［主题词］政治家/书信集/中国/近代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省 

［知识责任］沈葆桢 著 

［次知识责任］陈支平 校 

  

 

［正题名］國民黨興衰史 

［第一责任人］蔣永敬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党史/文集 

［知识责任］蒋永敬 著 

  

 

［正题名］中梵外交關係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陳方中，江國雄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梵蒂冈 

［知识责任］陈方中 著 

［知识责任］江国雄 著 

  

 

［正题名］蔡智堪與田中奏摺 

［第一责任人］高殿芳，劉建業主编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日本/文集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高殿芳 主编 

［知识责任］刘建业 主编 

  

 

［正题名］官辦民營輪船招商局 

［副题名］開創中國 B.O.T.企業投資新主流 

［第一责任人］曹凯風编著 

［出版者］宝岛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水运史/交通运输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曹凯风 编著 

  



 

［正题名］臺灣與日本關係史新論 

［第一责任人］黃頌顯著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台湾 

［知识责任］黄颂显 著 

  

 

［正题名］基隆顏家發展史 

［第一责任人］唐羽著 

［出版者］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七月[2003.7] 

［主题词］颜氏/家族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矿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唐羽 著 

  

 

［正题名］台灣百年花火 

［副题名］清末日初台灣探險踏查實錄 

［第一责任人］楊南郡译注 

［出版者］玉山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影像·臺灣 4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873-1928 年间日本探险者在台湾考察所留下的调查记录共 19 篇。 

［主题词］历史地理/考察/台湾/中国/清代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1872-1928 

［知识责任］杨南郡 译注 

  

 

［正题名］台灣日治時代遺跡 

［第一责任人］片倉佳史著 

［译者］姚巧梅译 

［出版者］玉山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影像·臺灣 40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图集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台湾/图集 

［知识责任］片仓佳史 著 

［次知识责任］姚巧梅 译 

  

 

［正题名］當 Jean 遇上福爾摩沙 

［副题名］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扎（1884-1885） 



［第一责任人］（法）石岱（Stephane Ferrero）著 

［译者］師仕婷，石岱译 

［出版者］玉山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生活·台灣·歷史 1 

［主题词］中法战争(1883-1885)/近代史/史料 

［知识责任］石岱 著 

［知识责任］Ferrero 译 

［次知识责任］师仕婷 

  

 

［正题名］台湾處分一九四五年 

［第一责任人］（日）鈴木茂夫著 

［译者］陳千武译 

［出版者］晨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台湾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台湾 

［知识责任］铃木茂夫 著 

［次知识责任］陈千武 译 

  

 

［正题名］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 

［第一责任人］蕭友山，徐瓊二著 

［译者］陈平景译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28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 

［主题词］抗日斗争/台湾/1895-1945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研究/台湾 

［主题词］政治/研究/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萧友山 著 

［知识责任］徐琼二 著 

［次知识责任］陈平景 译 

  

 

［正题名］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 

［第一责任人］王永祥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國現代史叢書 張玉法主编 16 

［主题词］雅尔塔会议/1945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45-1949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日本/苏联/1945 

［知识责任］王永祥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正题名］馮友蘭哲学生命歷程 

［第一责任人］金春峰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三月[2003.3] 

［丛编题名］當代儒學研究叢刊 14 

［主题词］哲学家/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金春峰 著 

  

 

［正题名］近百年來我國中學國文教學的發展 

［第一责任人］蔡世明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二月[2003.2] 

［主题词］汉语/教育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蔡世明 著 

  

 

［正题名］扎西德勒 

［副题名］中共、達賴喇嘛與台灣 

［第一责任人］楊開煌著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历史事件/西藏自治区/20 世纪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自治区/20 世纪 

［知识责任］杨 煌 著 

  

 

［正题名］中國大動亂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1949-1960） 

［第一责任人］宋文明作 

［出版者］宋氏照远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一月[2004.1] 

［丛编题名］宋文明選集 9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现代 

［知识责任］宋文明 著 

  

 

［正题名］黃土地上的貝多芬 

［副题名］林克昌回憶錄 



［第一责任人］林克昌口述 

［译者］楊忠衡，陳效眞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People 313 

［主题词］音乐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林克昌 口述 

［次知识责任］杨忠衡 著 

［次知识责任］陈效真 著 

  

 

［正题名］ 後的台灣總督府 

［副题名］1944-1946 年終戰資料集 

［第一责任人］鈴木茂夫资料提供 

［译者］蘇瑶崇主编 

［出版者］晨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台灣歷史舘 31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台湾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台湾 

［知识责任］铃木茂夫 资料提供 

［次知识责任］苏瑶崇 主编 

  

 

［正题名］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動及其貢獻 

［第一责任人］林俊宏著 

［出版者］秀威资讯公司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學術著作系列 語言文學 AG0013 

［主题词］中日关系/文化交流/史料 

［主题词］学术思想/哲学史/中国/明代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林俊宏 著 

  

 

［正题名］宋美齡傳 

［副题名］永遠的第一夫人 

［第一责任人］許漢著 

［出版者］德威国际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人物傳記 1 

［知识责任］许汉 著 

  

 



［正题名］中國天主教 

［副题名］河南省天主教史 

［第一责任人］羅漁编 

［出版者］辅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基督教史/研究/中国/河南省 

［知识责任］罗渔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第一主角 

［副题名］謝雪红珍貴照片 

［第一责任人］徐宗懋著 

［出版者］时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知识责任］徐宗懋 著 

  

 

［正题名］紅色客家人 

［第一责任人］藍博洲著 

［出版者］晨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台灣歷史舘 30 

［主题词］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史/台湾 

［知识责任］蓝博洲 著 

  

 

［正题名］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副题名］美國華人社會史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静瑜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十二月[2003.12] 

［丛编题名］史學叢書系列 60 

［主题词］华侨/历史/美国 

［主题词］华人/历史/美国 

［知识责任］陈静瑜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九年(1950)七至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九年(1950)十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年(1951)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一年(1952)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一年(1952)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四年(1955)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五年(1956)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五年(1956)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六年(1957)四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六年(1957)七至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六年(1957)十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六年(1957)一至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七年(1958)一至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七年(1958)四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七年(1958)七至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七年(1958)十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八年(1959)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八年(1959)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九年(1960)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四十九年(1960)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一年(1962)一至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一年(1962)四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一年(1962)七至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二年(1963)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三年(1964)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三年(1964)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四年(1965)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五年(1966)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六年(1967)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五年(1966)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七年(1968)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七年(1968)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八年(1969)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八年(1969)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九年(1970)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九年(1970)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六十一年(1972)十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六十三年(1974)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瞿韶华主编 

［译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五月[1997.5] 

［主题词］近代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瞿韶华 主编 

  

 

［正题名］清季臺灣洋務史料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编辑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主题词］洋务运动/史料/中国/近代 

  

 

［正题名］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録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自民國六十七年五月至民國六十九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征校处时政科编辑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年六月[1991.6] 

［主题词］人名录/国民政府/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録 

［书目卷册］第三辑 

［丛书］自民國七十九年五月至民國八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征校处时政科编辑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三年二月[1994.12] 

［主题词］人名录/国民政府/民国 

  

 

［正题名］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録 

［书目卷册］第四辑 

［丛书］自民國八十三年至民國八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征校处时政科编辑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三年六月[1994.6] 

［主题词］人名录/国民政府/民国 

  

 

［正题名］從合作到決裂 

［副题名］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1927-1949） 

［第一责任人］楊維真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二月[1990.1] 

［丛编题名］民國人物傳記叢書 6 

［知识责任］杨维真 著 

  

 

［正题名］孫中山與中國革命 

［第一责任人］蔣永敬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十二月[1990.12] 

［丛编题名］民國史叢書 13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家/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蒋永敬 著 

  

 

［正题名］戰後外交部工作報告 

［副题名］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主题词］中外关系/报告/中国/近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琇环 编 

  

 

［正题名］戰後外交史料彙编 

［副题名］韓戰與反共義士篇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五月[2005.5] 

［主题词］国际政治/台湾问题/近代/现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秀环 编 

  

 

［正题名］閻錫山檔案 

［丛书］要電録存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注 

  

 

［正题名］閻錫山檔案 

［丛书］要電録存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注 

  

 

［正题名］戰後遣返華僑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3 

［丛书］越南·荷屬東印度·北婆羅洲·馬來亞·新加坡·南洋華僑機工篇 

［第一责任人］謝培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十一月[2005.11] 

［主题词］华侨政策/外交史/史料/中国/越南/民国 

［主题词］华侨政策/外交史/史料/中国/马来西亚/民国 

［主题词］华侨政策/外交史/史料/中国/新加坡/民国 

［知识责任］谢培屏 编 

  

 

［正题名］戰後遣返華僑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1 

［丛书］缅甸篇 

［第一责任人］謝培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二年十二月[2003.12] 

［主题词］华侨政策/外交史/史料/中国/缅甸/民国 

［知识责任］谢培屏 编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八辑 

［第一责任人］胡建國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八月年月[2005.8]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胡建国 主编 

  

 

［正题名］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五○年之中國 

［副题名］陳立夫回憶錄討論會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蔣永敬主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1997。6 

［主题词］政治家/评论/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蒋永敬 主编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9 

［丛书］民国十九年十月至民国二十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琇环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10 

［丛书］民国二十年二月至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高素蘭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素兰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11 

［丛书］民国二十年五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高素蘭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素兰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12 

［丛书］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周美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美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13 

［丛书］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至三月 

［第一责任人］周美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美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14 



［丛书］民国二十一年四月至五月 

［第一责任人］吳淑鳳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吴淑凤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15 

［丛书］民国二十一年六月至七月 

［第一责任人］吳淑鳳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吴淑凤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16 

［丛书］民国二十一年八月至九月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17 

［丛书］民国二十一年十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18 

［丛书］民国二十二年一月至二月 

［第一责任人］高明芳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明芳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19 

［丛书］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至四月 

［第一责任人］高明芳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明芳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20 

［丛书］民国二十二年五月至六月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副题名］事略稿本 

［书目卷册］21 

［丛书］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高素蘭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素兰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國民政府禁煙烟史料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組織法令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朱文原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禁烟运动/政策/中国/民国 

［主题词］鸦片贸易/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文原 编 

  

 

［正题名］陳誠先生回憶錄 

［副题名］國共戰爭 

［第一责任人］吳淑鳳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八月[2005.8]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吴淑凤 编辑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史稿校註 

［书目卷册］第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國史舘校註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晚明海外貿易數量研究 

［副题名］兼論江南絲綢産業與白銀流入的影響 

［第一责任人］李隆生著 

［出版者］秀威資訊科技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社會科學類 

［丛编题名］學術著作系列 

［知识责任］李隆生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史料指引 

［副题名］1500-1912 

［第一责任人］張玉法, 洪健榮編輯 

［出版者］新文豐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历史/中国/明代/论文索引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代/论文索引 

［知识责任］张玉法 编辑 

［知识责任］洪健荣 编辑 

  

 

［正题名］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録簿 

［第一责任人］韓家寶, 鄭維中譯著 

［译者］王興安編校 

［出版者］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曹永和文教基金會專刊 1 

［主题词］历史/台湾/荷兰占领时期 

［知识责任］韩家宝 译著 

［知识责任］郑维中 译著 

［次知识责任］王兴安 编校 

  

 

［正题名］早期臺灣歴史文獻研究書目 

［第一责任人］呂理政主編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者］國立臺灣歴史博物館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歴史/文献/台湾/书目 

［知识责任］吕理政 主编 

  

 

［正题名］中國的城市生活 

［第一责任人］李孝悌編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 

［出版日期］2005.10 

［主题词］城市/历史/中国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孝悌 编 

  

 

［正题名］中國禁煙禁毒史綱 

［第一责任人］胡金野著 

［出版者］宋氏照遠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吸毒/历史/中国 

［主题词］禁毒/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胡金野 著 



  

 

［正题名］東亜歴史年表 

［第一责任人］鄧洪波編 

［出版者］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 4 

［主题词］东亚/历史 

［知识责任］邓洪波 編 

  

 

［正题名］洋人眼中的清末中國 

［副题名］1898-1908 年在華西方人明信片解讀 = China's late Qing period illustrated by 

postcards 

［第一责任人］陳玲, 王迦南, 蔡小麗編著 

［出版者］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05.2 

［主题词］历史/风俗/中国/清代 

［主题词］名信片/图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玲 編著 

［知识责任］王迦南 編著 

［知识责任］蔡小丽 編著 

  

 

［正题名］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督宗教 

［第一责任人］Angelo S 著 

［出版者］輔仁大學出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义和团/基督教/关系/中国 

［知识责任］Lazzarotto 著 

  

 

［正题名］保衛大台灣的美援 

［副题名］1949-1957 

［并列题名］V.S.de Beausset's Order of Brilliant Star 

［第一责任人］林炳炎著 

［出版者］林炳炎(出版発行) : 三民書局(発売)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经济援助/美国 

［主题词］外交关系/美国/台湾 

［知识责任］林炳炎 著 

  

 

［正题名］並非衰落的百年 



［副题名］十九世紀中國繪畫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并列题名］The century was not declining in art 

［第一责任人］萬青力著 

［出版者］雄獅圖書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雄獅叢書 01-028 

［主题词］绘画史/中国/19 世纪/图集 

［知识责任］万青力 著 

  

 

［正题名］台灣史志 

［第一责任人］蔡子民著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46 

［附注内容］台海出版社 1997 年刊的台湾版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蔡子民 著 

  

 

［正题名］重層現代性鏡像 

［副题名］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 

［并列题名］Mirrors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并列题名］cultural vision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literati under 

Japanese rule 

［第一责任人］黄美娥著 

［译者］國立編譯館主編 

［出版者］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麥田人文 王徳威主編 93 

［主题词］文学史/台湾 

［知识责任］黄美娥 著 

  

 

［正题名］早期國共關係新論 

［副题名］從俄聯, 聯共到三大政策的辯證 

［第一责任人］克思明著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出版日期］2005.10 

［主题词］两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研究 

［知识责任］克思明 著 

  

 



［正题名］錢穆先生學術年譜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韓復智編著 

［译者］國立編譯館主編 

［出版者］國立編譯館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 (總經銷)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人文社會科學叢書 國立編譯館主編 

［知识责任］韩复智 编著 

  

 

［正题名］一九五 O 年代的臺灣 

［第一责任人］吴昆财著 

［出版者］博扬文化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臺灣閲覽室 17 

［知识责任］吴昆财 著 

  

 

［正题名］重囘清代臺北車站 

［副题名］古鐵道和一座謎樣的火車站 

［第一责任人］吴小虹著 

［出版者］博扬文化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台湾阅览室 19 

［知识责任］吴小虹 著 

  

 

［正题名］从十一万到三千 

［副题名］沦陷时期香港口述历史 

［第一责任人］张慧真,孔强生编 

［出版者］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05 

［主题词］教育/口述历史/香港/沦陷时期 

［知识责任］张慧真 编 

［知识责任］孔强生 编 

  

 

［正题名］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 

［第一责任人］梁柯平著 

［出版者］香港各界紀念抗戰活動籌委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学生运动/历史/香港/抗战时期 

［知识责任］梁柯平 著 



  

 

［正题名］种族歧视与性别 

［副题名］二战前美国大陆男性华人之经历 

［第一责任人］王秀惠著 

［出版者］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允晨文集 25 

［知识责任］王秀惠 著 

  

 

［正题名］百年收藏 

［副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收藏风云录 

［第一责任人］宋路霞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2 

［主题词］民间/收藏/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宋路霞 著 

  

 

［正题名］咸丰帝 

［副题名］清文宗 

［第一责任人］周育才编 

［出版者］名田文化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满清十三王朝 9 

［主题词］皇帝/传记/清朝 

［知识责任］周育才 编 

  

 

［正题名］鉄盒裡的青春 

［副题名］台籍慰安妇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台北市妇女接援基金会采访记录 

［译者］夏珍编写 

［出版者］天下远见 

［出版日期］2005 

［主题词］慰安妇/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知识责任］台北市妇女接援基金会 采访记录 

［次知识责任］夏珍 编写 

  

 

［正题名］香港礼宾府 

［并列题名］Hong Kong Government Hovse 

［第一责任人］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编 



［译者］eng 

［出版者］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出版日期］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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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中華民國二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二年十月［1913.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 

［丛书］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二年十一月［1913.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二年十二月［1913.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5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三月［1915.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4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二月［1915.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4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二月［1915.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3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一月［1915.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3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一月［1915.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2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十二月［1914.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2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十二月［1914.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1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十一月［1914.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1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十一月［1914.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7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七月［1914.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6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六月［1914.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6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六月［1914.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5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五月［1914.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5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五月［1914.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4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四月［1914.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4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四月［1914.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3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三月［1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2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二月［1914.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1 

［丛书］中華民國三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三年一月［1914.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二年十二月［1913.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6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十二月［1916.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6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十二月［1916.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5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十一月［1916.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5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十一月［1916.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4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十月［1916.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3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九月［1916.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3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十一月［1915.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2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十月［1915.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2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十月［1915.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1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九月［1915.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1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九月［1915.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0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八月［1915.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0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八月［1915.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9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七月［1915.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9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七月［1915.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8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六月［1915.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8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六月［1915.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2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八月［1916.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1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七月［1916.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0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六月［1916.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9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五月［1916.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8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四月［1916.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7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三月［1916.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6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二月［1916.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6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二月［1916.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5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一月［1916.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5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五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五年一月［1916.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4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十二月［1915.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4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十二月［1915.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3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四年十一月［1915.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5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九月［1917.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5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九月［1917.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4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八月［1917.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4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八月［1917.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3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七月［1917.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2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六月［1917.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2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六月［1917.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1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五月［1917.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1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五月［1917.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0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四月［1917.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9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三月［1917.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9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三月［1917.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8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二月［1917.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7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一月［1917.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7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一月［1917.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7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九月［1918.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6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八月［1918.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4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六月［1918.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4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六月［1918.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2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四月［1918.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2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四月［1918.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3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五月［1918.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3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五月［1918.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5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七月［1918.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9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一月［1918.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9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一月［1918.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0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二月［1918.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1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三月［1918.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1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三月［1918.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8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十二月［1917.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7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十一月［1917.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7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七月［1919.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7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七月［1919.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6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六月［1919.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6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六月［1919.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5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五月［1919.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5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五月［1919.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4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四月［1919.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4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四月［1919.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3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三月［1919.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3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三月［1919.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2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二月［1919.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2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二月［1919.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1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一月［1919.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1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一月［1919.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0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十二月［1918.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8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十月［1918.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8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十月［1918.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9 

［丛书］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年十一月［1918.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2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七年四月［1928.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3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七年五月［1928.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4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七年六月［1928.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9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七年一月［1928.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0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七年二月［1928.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1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七年三月［1928.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1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七年三月［1928.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7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十一月［1927.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7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十一月［1927.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8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十二月［1927.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8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十二月［1927.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5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九月［1927.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6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二月［1926.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6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十月［1927.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6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十月［1927.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3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七月［1927.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4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八月［1927.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4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八月［1927.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5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九月［1927.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0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四月［1927.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1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五月［1927.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2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六月［1927.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3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七月［1927.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9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五月［1926.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0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六月［1926.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8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二月［1927.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9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三月［1927.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8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四月［1926.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7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三月［1926.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7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三月［1926.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5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一月［1926.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4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十二月［1925.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7 

［丛书］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六年一月［1927.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6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十二月［1926.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5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十一月［1926.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七月［1926.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八月［1926.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3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九月［1926.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4 

［丛书］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五年十月［1926.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1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九月［1925.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2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十月［1925.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2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年十四十月［1925.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3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年十四十一月［1925.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3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年十四十一月［1925.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1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九月［1925.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0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八月［1925.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0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八月［1925.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9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七月［1925.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9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七月［1925.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7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五月［1925.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7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五月［1925.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8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六月［1925.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8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六月［1925.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6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四月［1925.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6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四月［1925.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5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三月［1925.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5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三月［1925.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4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二月［1925.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2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十二月［1924.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2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十二月［1924.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3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四年一月［1925.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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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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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十月［1924.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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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150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十月［1924.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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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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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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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九月［1924.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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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八月［1924.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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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八月［1924.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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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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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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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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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七月［1924.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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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六月［1924.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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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六月［1924.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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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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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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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四月［1924.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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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四月［1924.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3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三月［1924.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3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三月［1924.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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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二月［1924.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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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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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二月［1924.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1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一月［1924.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1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三年一月［1924.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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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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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十二月［1923.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0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十二月［1923.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9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十一月［1923.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9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十一月［1923.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8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十月［1934.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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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七月［1923.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6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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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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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九月［1923.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7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九月［1923.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8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十月［1923.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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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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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四月［1923.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2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四月［1923.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3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五月［1923.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3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五月［1923.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4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六月［1923.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4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六月［1923.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8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十二月［1922.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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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十二月［1922.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9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一月［1923.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9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一月［1923.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0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二月［1923.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0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二月［1923.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1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三月［1923.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1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二年三月［1923.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五月［1922.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2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六月［1922.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3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七月［1922.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4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八月［1922.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5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九月［192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6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十月［1922.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7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十一月［1922.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7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十一月［1922.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4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十月［1921.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5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十一月［1921.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6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十二月［1921.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7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一月［1922.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8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二月［1922.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9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三月［1922.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0 

［丛书］中華民國十一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一年四月［1922.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3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九月［1921.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2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八月［1921.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2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八月［1921.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1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七月［1921.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1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七月［1921.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7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三月［1921.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8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四月［1921.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9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五月［1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9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五月［1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0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六月［1921.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4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十二月［1920.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4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十二月［1920.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5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一月［192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6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二月［192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7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十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十年三月［1921.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9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七月［1920.7］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0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八月［1920.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1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九月［1920.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2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十月［1920.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3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十一月［1920.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5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三月［1920.3］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6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四月［1920.4］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7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五月［1920.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7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五月［1920.5］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8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六月［1920.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8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六月［1920.6］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1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十一月［1919.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1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十一月［1919.1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2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十二月［1919.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2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十二月［1919.1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3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一月［1920.1］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4 

［丛书］中華民國九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九年二月［1920.2］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8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八月［1919.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8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八月［1919.8］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9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九月［1919.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0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十月［1919.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0 

［书目卷册］1 

［丛书］中華民國八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年十月［1919.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6 

［丛书］中華民國六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年十月［1917.10］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4 

［丛书］自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份至國民二十八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5 

［丛书］自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至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3 

［丛书］自民國二十八年九月至民國二十八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2 

［丛书］自民國二十八年七月至民國二十八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1 

［丛书］自民國二十八年六月至民國二十八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0 

［丛书］自民國二十八年四月至民國二十八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9 

［丛书］自民國二十八年三月至民國二十八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8 

［丛书］自民國二十八年一月至民國二十八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7 

［丛书］自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至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6 



［丛书］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5 

［丛书］自民國二十七年八月至民國二十七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4 

［丛书］自民國二十七年六月至民國二十七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3 

［丛书］自民國二十七年五月至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2 

［丛书］自民國二十七年三月至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1 

［丛书］自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民國二十七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0 

［丛书］自民國二十六年十月至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9 

［丛书］自民國二十六年九月至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8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7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6 

［丛书］自民國二十六年六月至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5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4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3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2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1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0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8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7 

［丛书］自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至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6 

［丛书］自民國二十五年十月至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5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4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3 



［丛书］自民國二十五年八月至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2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1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0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9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8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7 

［丛书］自民國二十五年四月至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6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5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4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3 

［丛书］自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至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2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1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0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9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8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7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6 

［丛书］自民國二十四年七月至民國二十四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5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4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3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2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1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0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9 

［丛书］自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至民國二十四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8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7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6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5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4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3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2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1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0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9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8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7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6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5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4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3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2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1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0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9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8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7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6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5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4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3 

［丛书］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2 

［丛书］自民國二十一年十月至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1 

［丛书］自民國二十一年八月至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0 

［丛书］自民國二十一年六月至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8 

［丛书］民國二十一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9 

［丛书］自民國二十一年二月至民國二十一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7 

［丛书］民國二十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6 

［丛书］民國二十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5 

［丛书］民國二十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4 

［丛书］民國二十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3 

［丛书］民國二十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2 

［丛书］民國二十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1 

［丛书］民國二十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0 

［丛书］民國二十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9 

［丛书］民國二十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8 

［丛书］民國二十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7 



［丛书］民國二十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6 

［丛书］民國二十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5 

［丛书］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4 

［丛书］自民國十九年十月至民國十九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3 

［丛书］自民國十九年九月至民國十九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2 

［丛书］民國十九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1 

［丛书］民國十九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0 

［丛书］民國十九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9 

［丛书］民國十九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8 

［丛书］民國十九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7 

［丛书］民國十九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6 

［丛书］民國十九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5 

［丛书］民國十九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4 

［丛书］民國十八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3 

［丛书］民國十八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2 

［丛书］民國十八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1 

［丛书］民國十八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0 

［丛书］民國十八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9 

［丛书］民國十八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8 

［丛书］民國十八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7 

［丛书］民國十八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6 

［丛书］民國十八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5 



［丛书］民國十八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 

［丛书］民國十七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 

［丛书］民國十七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 

［丛书］民國十七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4 

［丛书］民國十八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3 

［丛书］民國十八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2 

［丛书］民國十七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1 

［丛书］自民國十七年十月至民國十七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 

［丛书］自民國十七年九月至民國十七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 

［丛书］自民國十七年四月至民國十七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 

［丛书］自民國十七年三月至民國十七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 

［丛书］自民國十七年一月至民國十七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 

［丛书］自民國十六年十一月至民國十六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 

［丛书］自民國十六年十月至民國十六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 

［丛书］自民國十六年七月至民國十六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 

［丛书］自民國十六年五月至民國十六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 

［丛书］民國十五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 

［丛书］自民國十五年九月至民國十五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 

［丛书］自民國十五年七月至民國十五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 

［丛书］自民國十五年五月至民國十五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 

［丛书］自民國十五年三月至民國十五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 

［丛书］自民國十五年一月至民國十五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 



［丛书］自民國十四年十一月至民國十四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 

［丛书］自民國十四年九月至民國十四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 

［丛书］自民國十四年七月至民國十四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6 

［丛书］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7 

［丛书］民國二十九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8 

［丛书］民國二十九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1 

［丛书］民國二十九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9 

［丛书］民國二十九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0 

［丛书］民國二十九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2 

［丛书］民國二十九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3 

［丛书］民國二十九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4 

［丛书］自民國二九年九月至民國二九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5 

［丛书］自民國二九年十月至民國二九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6 

［丛书］自民國二九年十一月至民國二九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7 

［丛书］民國三十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8 

［丛书］民國三十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9 

［丛书］自民國三十年三月至民國三十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0 

［丛书］自民國三十年四月至民國三十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1 

［丛书］自民國三十年六月至民國三十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2 

［丛书］自民國三十年七月至民國三十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3 

［丛书］自民國三十年九月至民國三十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4 

［丛书］自民國三十年十月至民國三十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5 



［丛书］自民國三十年十一月至民國三十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6 

［丛书］自民國三十一年一月至民國三十一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7 

［丛书］自民國三十一年二月至民國三十一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8 

［丛书］民國三十一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9 

［丛书］民國三十一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0 

［丛书］民國三十一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1 

［丛书］自民國三十一年七月至民國三十一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2 

［丛书］自民國三十一年八月至民國三十一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3 

［丛书］自民國三十一年十月至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4 

［丛书］自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至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5 

［丛书］民國三十二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6 

［丛书］自民國三十二年二月至民國三十二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7 

［丛书］自民國三十二年三月至民國三十二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8 

［丛书］自民國三十二年五月至民國三十二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9 

［丛书］自民國三十二年六月至民國三十二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0 

［丛书］自民國三十二年七月至民國三十二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1 

［丛书］民國三十二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2 

［丛书］自民國三十二年十月至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3 

［丛书］自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至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4 

［丛书］自民國三十三年一月至民國三十三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5 

［丛书］自民國三十三年二月至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6 

［丛书］自民國三十三年四月至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7 



［丛书］自民國三十三年五月至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8 

［丛书］自民國三十三年七月至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9 

［丛书］自民國三十三年八月至民國三十三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0 

［丛书］自民國三十三年十月至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1 

［丛书］自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2 

［丛书］自民國三十四年一月至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3 

［丛书］自民國三十四年二月至民國三十四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4 

［丛书］自民國三十四年四月至民國三十四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5 

［丛书］自民國三十四年五月至民國三十四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6 

［丛书］自民國三十四年七月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7 

［丛书］自民國三十四年九月至民國三十四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8 

［丛书］自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至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9 

［丛书］民國三十五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0 

［丛书］自民國三十五年二月至民國三十五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1 

［丛书］自民國三十五年三月至民國三十五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2 

［丛书］自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至民國三十五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3 

［丛书］自民國三十五年七月至民國三十五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4 

［丛书］自民國三十五年八月至民國三十五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5 

［丛书］自民國三十五年十月至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6 

［丛书］自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至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7 

［丛书］自民國三十六年一月至民國三十六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8 

［丛书］自民國三十六年二月至民國三十六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9 



［丛书］自民國三十六年四月至民國三十六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10 

［丛书］自民國三十六年五月至民國三十六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11 

［丛书］民國三十六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13 

［丛书］民國三十六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14 

［丛书］民國三十六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15 

［丛书］自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16 

［丛书］自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至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17 

［丛书］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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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行政/中央/中国/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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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民国/汇编 

  

 

［正题名］江寧自治實驗縣實習報告 

［第一责任人］成自亮著 

［第一责任人］周坤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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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05 蕭錚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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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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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张德先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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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江寧自治實驗縣縣政府實習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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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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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徐洪奎 著 

［知识责任］沈时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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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李若虚著 

［第一责任人］趙宗煦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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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若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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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南京市實習調査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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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何新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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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赵炬恩 著 

  

 

［正题名］鎮江市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繆啓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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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00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缪启愉 著 

［知识责任］王慕韩 著 

［知识责任］冯光烈 著 

  

 

［正题名］江蘇省常熟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李若虚著 

［第一责任人］李若虚著 

［第一责任人］諶琨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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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99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若虚 著 

［知识责任］谌琨 著 

  

 

［正题名］無錫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阮蔭槐著 

［第一责任人］藍之章著 

［第一责任人］張維光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98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阮荫槐 著 

［知识责任］蓝之章 著 

［知识责任］张维光 著 

  

 

［正题名］湘桂鐵路沿綫土地徵收之經過 

［第一责任人］王長璽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97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长玺 著 

  

 

［正题名］成渝鐵路沿綫土地徵收之經過 

［第一责任人］陸士圻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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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96 蕭錚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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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陆士圻 著 



  

 

［正题名］漢口市住宅問題 

［第一责任人］鮑家駒著 

［第一责任人］王慰祖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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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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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張建新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94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槃 著 

［知识责任］刘岫青 著 

［知识责任］张建新 著 

  

 

［正题名］市地利用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吕思儉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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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93 蕭錚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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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吕思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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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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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徐洪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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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川滇鐵路宣昆段地價及土地徵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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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08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田阜南 著 

［知识责任］张惠群 著 

  

 

［正题名］上海市土地局實習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張輝著 

［第一责任人］何梦雷，劉承章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09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辉 著 

［知识责任］何梦雷 著 

［知识责任］刘承章 著 

  

 

［正题名］鎮江縣土地局實習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趙鉅恩著 



［第一责任人］吴景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10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赵钜恩 著 

［知识责任］吴景 著 

  

 

［正题名］南京市土地登記報告 

［第一责任人］徐洪奎著 

［第一责任人］劉承章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11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徐洪奎 著 

［知识责任］刘承章 著 

  

 

［正题名］南京市政府實習報告 

［第一责任人］李文琥著 

 

［正题名］太湖湖田整理处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徐伯符著 

 

［正题名］上海市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楊正禮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12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琥 著 

［知识责任］徐伯符 著 

［知识责任］杨正礼 著 

  

 

［正题名］南京市政府實習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張建新著 

［第一责任人］宋炳炎著 

［第一责任人］王慰祖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14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建新 著 

［知识责任］宋炳炎 著 

［知识责任］王慰祖 著 

  

 

［正题名］江蘇省土地局實習報告書 

［第一责任人］湯一南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15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汤一南 著 

  

 

［正题名］南京市政府實習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劉岫青著 

［第一责任人］蔡殿榮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16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岫青 著 

［知识责任］蔡殿荣 著 

  

 

［正题名］江蘇財廳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朱福成著 

［第一责任人］鮑家駒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17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朱福成 著 

［知识责任］鲍家驹 著 

  

 



［正题名］江蘇省地政局實習調査報告日記 

［第一责任人］潘沺著 

［第一责任人］吴其榮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18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潘沺 著 

［知识责任］吴其荣 著 

  

 

［正题名］成都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李懲驕著 

［第一责任人］龔永濤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19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惩骄 著 

［知识责任］龚永涛 著 

  

 

［正题名］樂山等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金海同著 

［第一责任人］范守榮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20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金海同 著 

［知识责任］范守荣 著 

  

 

［正题名］嘉定眉山等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李鑑濟著 

［第一责任人］王國棟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21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鉴济 著 

［知识责任］王国栋 著 

  

 

［正题名］四川郫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歐學芳著 

［第一责任人］萬德麟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22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欧学芳 著 

［知识责任］万德麟 著 

  

 

［正题名］瀘縣富順實習調査日記報告 

［第一责任人］楊予英著 

［第一责任人］丘信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23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予英 著 

［知识责任］丘信 著 

  

 

［正题名］嘉定及犍爲調査實習日記 

［第一责任人］易甲瀛著 

［第一责任人］康捷生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24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易甲瀛 著 

［知识责任］康捷生 著 

  

 

［正题名］四川樂山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易甲瀛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25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易甲瀛 著 

  

 

［正题名］江北巴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張登嶽著 

［第一责任人］陳鵬飛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26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登岳 著 

［知识责任］陈鹏飞 著 

  

 

［正题名］四川嘉定及雷波馬屏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徐書琴著 

［第一责任人］陳愨哉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27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徐书琴 著 

［知识责任］陈悫哉 著 

  

 

［正题名］江巴兩縣及南温泉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孫丹五著 

［第一责任人］楊予英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28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孙丹五 著 

［知识责任］杨予英 著 

  

 

［正题名］樂山等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金海同著 



［第一责任人］吴秀生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29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金海同 著 

［知识责任］吴秀生 著 

  

 

［正题名］樂山及眉山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趙啓祥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30 上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赵启祥 著 

  

 

［正题名］樂山及眉山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趙啓祥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31 下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赵启祥 著 

  

 

［正题名］江北及綦江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于興波著 

［第一责任人］張伯芹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32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于兴波 著 

［知识责任］张伯芹 著 

  

 

［正题名］成都市及資中隆昌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黄人俊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34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黄人俊 著 

  

 

［正题名］成都及巴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陳太先著 

［第一责任人］朱霄龍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33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陈太先 著 

［知识责任］朱霄龙 著 

  

 

［正题名］巴縣成都簡陽資中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軼名著 

［第一责任人］彭文和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35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轶名 著 

［知识责任］彭文和 著 

  

 

［正题名］瀘縣富順及昆明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聶聞鐸著 

［第一责任人］董國祥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36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聂闻铎 著 

［知识责任］董国祥 著 

  

 



［正题名］江北巴縣資中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辜勉著 

［第一责任人］吴重齊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37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辜勉 著 

［知识责任］吴重齐 著 

  

 

［正题名］重慶市及南温泉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李錚虹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38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铮虹 著 

  

 

［正题名］重慶市及自流井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張樹植著 

［第一责任人］邢長銘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39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树植 著 

［知识责任］邢长铭 著 

  

 

［正题名］嘉興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錢承澤著 

［第一责任人］徐振亞著 

［第一责任人］黎定難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40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钱承泽 著 



［知识责任］徐振亚 著 

［知识责任］黎定难 著 

  

 

［正题名］鎮江及平湖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朱宵龍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41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朱宵龙 著 

  

 

［正题名］浙江臨海田賦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李佐辰著 

［第一责任人］胡冠臣著 

［第一责任人］李盛唐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42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佐辰 著 

［知识责任］胡冠臣 著 

［知识责任］李盛唐 著 

  

 

［正题名］金華鎮江調査實習日記 

［第一责任人］尤保耕著 

［第一责任人］蔡文國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43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尤保耕 著 

［知识责任］蔡文国 著 

  

 

［正题名］平湖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段蔭壽著 

［第一责任人］蔣廉著 

［第一责任人］浙江省民政廳實習報告 



［第一责任人］李顯承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44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段荫寿 著 

［知识责任］蒋廉 著 

［知识责任］李显承 著 

  

 

［正题名］浙江民政廳實習報告 

［第一责任人］吴復虞著 

［第一责任人］潘萬程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45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吴复虞 著 

［知识责任］潘万程 著 

  

 

［正题名］浙江省民政廳實習工作總報告書 

［第一责任人］鄭康模著 

［第一责任人］陸開瑞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46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郑康模 著 

［知识责任］陆 瑞 著 

  

 

［正题名］杭州市政府實習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周源久著 

［第一责任人］謝俊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47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周源久 著 



［知识责任］谢俊 著 

  

 

［正题名］蘭谿實驗縣實習調査報告 

［第一责任人］葉乾初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48 上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叶乾初 著 

  

 

［正题名］蘭谿實驗縣實習調査報告 

［第一责任人］董中生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49 下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董中生 著 

  

 

［正题名］湖南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李炳炎著 

［第一责任人］李振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50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炳炎 著 

［知识责任］李振 著 

  

 

［正题名］長沙及湘桂鐵路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王長璽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51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长玺 著 

  



 

［正题名］湖南長沙等地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彭文和著 

［第一责任人］廖仲衡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52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彭文和 著 

［知识责任］廖仲衡 著 

  

 

［正题名］長沙市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潘信中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53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潘信中 著 

  

 

［正题名］湘西屯田調査及巴縣實習日記 

［第一责任人］劉漢源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54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汉源 著 

  

 

［正题名］湖南省財政廳實習調査報告日記 

［第一责任人］李之屏，黄星軺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55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之屏 著 

［知识责任］黄星轺 著 

  

 



［正题名］長沙市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張季明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56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季明 著 

  

 

［正题名］湖北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賈品一著 

［第一责任人］趙鉅恩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57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贾品一 著 

［知识责任］赵钜恩 著 

  

 

［正题名］湖北湖南省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程理錩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58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程理錩 著 

  

 

［正题名］武昌鄂城等縣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繆啓愉著 

［第一责任人］吴瀾濱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59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缪启愉 著 

［知识责任］吴澜滨 著 

  

 



［正题名］湖北咸寗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周世彦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60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周世彦 著 

  

 

［正题名］宜昌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陳家鼎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61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陈家鼎 著 

  

 

［正题名］漢口市政府土地發照注冊所實習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梅光復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62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梅光复 著 

  

 

［正题名］漢口市土地發照注冊所實習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熊鼎盛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63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熊鼎盛 著 

  

 

［正题名］武昌漢口漢陽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高自新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64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高自新 著 

  

 

［正题名］安徽合肥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趙世昌著 

［第一责任人］傅廣澤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65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赵世昌 著 

［知识责任］傅广泽 著 

  

 

［正题名］鎮江當塗和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陳少書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66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陈少书 著 

  

 

［正题名］蒙城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陳寶忠著 

［第一责任人］張光業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67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陈宝忠 著 

［知识责任］张光业 著 

  

 

［正题名］安徽省財政廳土地整理处實習報告 

［第一责任人］王之蘋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68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之苹 著 

  

 

［正题名］安徽省土地整理处實習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金延澤，許振彎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69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金延泽 著 

［知识责任］许振弯 著 

  

 

［正题名］南昌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王世琨著 

［第一责任人］賀明纓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70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世琨 著 

［知识责任］贺明缨 著 

  

 

［正题名］江西省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孫兆乾著 

［第一责任人］曹乃疆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71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孙兆乾 著 

［知识责任］曹乃疆 著 

  

 

［正题名］江西臨川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周炳文著 

［第一责任人］葉倍振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72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周炳文 著 

［知识责任］叶倍振 著 

  

 

［正题名］江西財廳田賦清査处實習調査報告 

［第一责任人］傅莘耕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73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傅莘耕 著 

  

 

［正题名］鄭州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馬秉祥著 

［第一责任人］鄭世璿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74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马秉祥 著 

［知识责任］郑世璇 著 

  

 

［正题名］洛陽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孟光宇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75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孟光宇 著 

  

 

［正题名］開封鹽務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周錫楨著 

［第一责任人］帖毓岐，趙晋三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76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周锡桢 著 

［知识责任］帖毓岐 著 

［知识责任］赵晋三 著 

  

 

［正题名］河南省試辦土地清丈辦事处實習報告 

［第一责任人］帖毓岐，趙晋三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77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帖毓岐 著 

［知识责任］赵晋三 著 

  

 

［正题名］福州長樂實習調査報告 

［第一责任人］鄭行亮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78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郑行亮 著 

  

 

［正题名］福建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蘇宗文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79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苏宗文 著 

  

 

［正题名］閩侯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李舊著 

［第一责任人］林傳滄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80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旧 著 

［知识责任］林传沧 著 

  

 

［正题名］貴州財廳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鄧長恒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81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邓长恒 著 

  

 

［正题名］貴州及貴陽實習調査報告 

［第一责任人］唐陶華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82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唐陶华 著 

  

 

［正题名］貴州貴陽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周如瑾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83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周如瑾 著 

  

 

［正题名］貴州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王心波著 

［第一责任人］李蔭喬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84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心波 著 

［知识责任］李荫乔 著 

  

 

［正题名］北平市財政局實習報告 

［第一责任人］魏樹東著 

［第一责任人］鞠鎮東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85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魏树东 著 

［知识责任］鞠镇东 著 

  

 

［正题名］北平市財政局實習部報告 

［第一责任人］李鴻毅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86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鸿毅 著 

  

 

［正题名］天津市財政局實習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房師文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87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房师文 著 

  

 

［正题名］雲南財政廳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陳人龍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88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陈人龙 著 

  

 

［正题名］滇省調査實習日記 

［第一责任人］黄振鉞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89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黄振钺 著 

  

 

［正题名］滇省調査實習日記 

［第一责任人］林定谷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90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林定谷 著 

  

 

［正题名］昆明市及滇省財廳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王槃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91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槃 著 

  

 

［正题名］青島市政府實習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馮小彭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92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冯小彭 著 

  



 

［正题名］青島市政府實習報告 

［第一责任人］周之佐著 

［第一责任人］王文甲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93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周之佐 著 

［知识责任］王文甲 著 

  

 

［正题名］甘肅省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李擴清著 

［第一责任人］何讓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94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扩清 著 

［知识责任］何讓 著 

  

 

［正题名］甘肅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張聯淵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95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联渊 著 

  

 

［正题名］西安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劉培桂著 

［第一责任人］馬玉麟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96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培桂 著 



［知识责任］马玉麟 著 

  

 

［正题名］張家口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何臺孫著 

［第一责任人］張道純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97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何台孙 著 

［知识责任］张道纯 著 

  

 

［正题名］西寧等处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陸亭林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98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陆亭林 著 

  

 

［正题名］山西實習調査日記 

［第一责任人］張維熊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199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维熊 著 

  

 

［正题名］廣東省得政局調査實習日記 

［第一责任人］孫啓暉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200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孙启晖 著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第 1 至 6 期（一九二九年元月至一九二九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第 7 至 9 期（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第 10 至 11 期（一九二九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第 12 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第 13 至 15 期（一九三○年一月至一九三○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第 16 至 19 期（一九三○年四月至一九三○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第 20 至 22 期（一九三○年八月至一九三○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八册 

［丛书］第 23 至 25 期（一九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九册 

［丛书］第 26 至 27 期（一九三一年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第 28 至 31 期（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一九三一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丛书］第 32 至 37 期（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丛书］第 38 至 40 期（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一九三二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丛书］第 41 至 44 期（一九三二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丛书］第 45 至 49 期（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丛书］第 50 至 54 期（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六册 

［丛书］第 55 至 60 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四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七册 

［丛书］第 61 至 64 期（一九三四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八册 

［丛书］第 65 至 66 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九册 

［丛书］第 67 至 69 期（一九三五年二月至一九三五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册 

［丛书］第 70 期（一九三五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一册 

［丛书］第 71 至 72 期（一九三五年六月至一九三五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二册 

［丛书］第 73 至 75 期（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册 

［丛书］第 76 至 78 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六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四册 

［丛书］第 79 至 82 期（一九三六年三月至一九三六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五册 

［丛书］第 83 至 85 期（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八册 

［丛书］第 95 至 97 期（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七册 

［丛书］第 89 至 91 期（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六册 

［丛书］第 86 至 88 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九册 

［丛书］第 98 至 102 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十册 



［丛书］第 103 至 107 期（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十一册 

［丛书］第 108 至 113 期（一九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一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十二册 

［丛书］第 114 至 118 期（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二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十三册 

［丛书］第 119 至 123 期（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十四册 

［丛书］第 124 至 130 期（一九四三年三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十五册 

［丛书］［汪伪时期《立法院公报》］ 

［丛书］第 1 至 3 期（一九四○年四月至一九四○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十六册 

［丛书］［汪伪时期《立法院公报》］ 

［丛书］第 4 至 7 期（一九四○年七月至一九四○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十七册 

［丛书］［汪伪时期《立法院公报》］ 

［丛书］第 8 至 12 期（一九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一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十八册 

［丛书］［汪伪时期《立法院公报》］ 

［丛书］第 13 至 16 期（一九四一年四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十九册 

［丛书］［汪伪时期《立法院公报》］ 

［丛书］第 17 至 21 期（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立法院公報 

［书目卷册］第四十册 

［丛书］［汪伪时期《立法院公报》］ 

［丛书］第 22 至 31 期（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一九四二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议会/档案/江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1 

［丛书］總目録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2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3 

［丛书］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4 



［丛书］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至四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5 

［丛书］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6 

［丛书］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7 

［丛书］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至四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8 

［丛书］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9 

［丛书］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10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至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11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至四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12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13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14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15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至六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16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17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至四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18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至六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19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20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至十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21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22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23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24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至四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25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至六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26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27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至十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28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29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至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30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31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至五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32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33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34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35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至二十八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36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至三十一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37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38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至三十八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39 

［丛书］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40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41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至三十一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 

［书目卷册］42 

［丛书］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外交政策/外交史/档案/汇编/中国/民国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 

［丛书］大同元年四·五·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 

［丛书］大同元年七·八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 

［丛书］大同元年九·十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 

［丛书］大同元年十一·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 

［丛书］大同元年一·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 

［丛书］大同二年三·四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 

［丛书］大同二年五·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 

［丛书］大同二年七·八年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 

［丛书］大同二年九·十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 

［丛书］大同二年十一·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 

［丛书］大同三年一·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 

［丛书］康德元年三·四·五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3 

［丛书］康德元年六·七·八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4 

［丛书］康德元年九·十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5 

［丛书］康德元年十一·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6 

［丛书］康德二年一二·三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7 

［丛书］康德二年四·五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8 

［丛书］康德二年六·七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9 

［丛书］康德二年八·九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0 

［丛书］康德二年十·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1 

［丛书］康德二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2 

［丛书］康德三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3 

［丛书］康德三年二·三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4 

［丛书］康德三年四·五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5 

［丛书］康德三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6 

［丛书］康德三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7 

［丛书］康德三年八·九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8 

［丛书］康德三年十·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29 

［丛书］康德三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0 

［丛书］康德四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1 

［丛书］康德四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2 

［丛书］康德四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3 

［丛书］康德四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4 

［丛书］康德四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5 

［丛书］康德四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6 

［丛书］康德四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7 

［丛书］康德四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8 

［丛书］康德四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39 

［丛书］康德四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0 

［丛书］康德四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1 

［丛书］康德四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2 

［丛书］康德五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3 

［丛书］康德五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4 

［丛书］康德五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5 

［丛书］康德五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6 

［丛书］康德五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7 

［丛书］康德五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8 

［丛书］康德五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49 

［丛书］康德五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0 

［丛书］康德五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1 

［丛书］康德五年十月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2 

［丛书］康德五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3 

［丛书］康德六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4 

［丛书］康德六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5 

［丛书］康德六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6 

［丛书］康德六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7 

［丛书］康德六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8 

［丛书］康德六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59 

［丛书］康德六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0 

［丛书］康德六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1 

［丛书］康德六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2 

［丛书］康德六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3 

［丛书］康德六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4 

［丛书］康德六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5 

［丛书］康德七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6 

［丛书］康德七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7 

［丛书］康德七年三·四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8 

［丛书］康德七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69 

［丛书］康德七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0 

［丛书］康德七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1 

［丛书］康德七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2 

［丛书］康德七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3 

［丛书］康德七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4 

［丛书］康德七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5 

［丛书］康德七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6 

［丛书］康德八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7 

［丛书］康德八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8 

［丛书］康德八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20 

［丛书］康德十二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9 

［丛书］康德十二年五·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8 

［丛书］康德十二年三·四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7 

［丛书］康德十二年一·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6 

［丛书］康德十一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5 

［丛书］康德十一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4 

［丛书］康德十一年九·十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3 

［丛书］康德十一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2 

［丛书］康德十一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1 

［丛书］康德十一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10 

［丛书］康德十一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9 

［丛书］康德十一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8 

［丛书］康德十一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7 

［丛书］康德十一年一·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6 

［丛书］康德十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5 

［丛书］康德十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4 

［丛书］康德十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3 

［丛书］康德十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2 

［丛书］康德十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1 

［丛书］康德十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100 

［丛书］康德十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9 

［丛书］康德十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8 

［丛书］康德十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7 

［丛书］康德十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6 

［丛书］康德十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5 

［丛书］康德十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4 

［丛书］康德九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3 

［丛书］康德九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2 

［丛书］康德九年九·十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1 

［丛书］康德九年七·八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90 

［丛书］康德九年五·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9 

［丛书］康德九年三·四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8 

［丛书］康德九年一·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7 

［丛书］康德八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6 

［丛书］康德八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5 

［丛书］康德八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4 

［丛书］康德八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3 

［丛书］康德八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2 

［丛书］康德八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1 

［丛书］康德八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80 

［丛书］康德八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僞滿洲國政府公報 



［书目卷册］79 

［丛书］康德八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伪满洲时期资料重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档案/史料/1932-1945/汇编 

［主题词］满洲国（1932）/行政/档案/史料/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2 

［丛书］光緒三十三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3 

［丛书］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4 

［丛书］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5 

［丛书］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6 

［丛书］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8 

［丛书］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9 

［丛书］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10 

［丛书］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12 

［丛书］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13 

［丛书］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14 

［丛书］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15 

［丛书］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16 

［丛书］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17 

［丛书］宣統元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18 

［丛书］宣統元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19 

［丛书］宣統元年瀾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20 

［丛书］宣統元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21 

［丛书］宣統元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22 

［丛书］宣統元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23 

［丛书］宣統元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24 

［丛书］宣統元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25 

［丛书］宣統元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26 

［丛书］宣統元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27 

［丛书］宣統元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28 

［丛书］宣統元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29 

［丛书］宣統元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30 

［丛书］宣統二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31 

［丛书］宣統二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32 

［丛书］宣統二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33 

［丛书］宣統二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34 

［丛书］宣統二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35 

［丛书］宣統二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36 

［丛书］宣統二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37 

［丛书］宣統二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38 

［丛书］宣統二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39 

［丛书］宣統二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40 

［丛书］宣統二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41 

［丛书］宣統二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42 

［丛书］宣統三年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43 

［丛书］宣統三年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44 

［丛书］宣統三年三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45 

［丛书］宣統三年四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46 

［丛书］宣統三年五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47 

［丛书］宣統三年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政治官報 

［书目卷册］48 

［丛书］宣統三年瀾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内閣官報 

［书目卷册］49 

［丛书］宣統三年七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内閣官報 

［书目卷册］50 

［丛书］宣統三年八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内閣官報 

［书目卷册］51 

［丛书］宣統三年九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内閣官報 

［书目卷册］52 

［丛书］宣統三年十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内閣官報 

［书目卷册］53 

［丛书］宣統三年十一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内閣官報 

［书目卷册］54 

［丛书］宣統三年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文海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4.12［1965.12］ 

［主题词］国家机构/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档案/史料/中国/清后期/汇编 

  

 

［正题名］長春詠 

 

［正题名］秣陵吟 

［第一责任人］翁一鶴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8 月［1974.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輯 49-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翁一鹤 著 

  

 

［正题名］釧影樓回憶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包天笑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輯 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包天笑 著 

  

 

［正题名］釧影樓回憶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包天笑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輯 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包天笑 著 

  

 

［正题名］韜園詩集 

［第一责任人］賈景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輯 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景德 著 

  

 

［正题名］且頑老人七十歲自敍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李平書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輯 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平书 著 



  

 

［正题名］且頑老人七十歲自敍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李平書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輯 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平书 著 

  

 

［正题名］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 

［第一责任人］劉壽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輯 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寿林 著 

  

 

［正题名］英、法聯軍史料 

［第一责任人］謝興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輯 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兴尧 著 

  

 

［正题名］達衷集 

［第一责任人］許地山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輯 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地山 编 

  

 

［正题名］林文忠公日記 



［第一责任人］林則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輯 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则徐 著 

  

 

［正题名］茹經堂文集 

［书目卷册］二编 

［第一责任人］唐文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輯 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唐文治 著 

  

 

［正题名］茹經堂文集 

［书目卷册］一编 

［第一责任人］唐文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輯 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唐文治 著 

  

 

［正题名］茹經堂文集 

［书目卷册］三、四编 

［第一责任人］唐文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輯 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唐文治 著 

  

 

［正题名］茹經堂文集 

［书目卷册］五、六编 



［丛书］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唐文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輯 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唐文治 著 

  

 

［正题名］康南海先生詩集 

［书目卷册］卷一～卷七 

［第一责任人］康有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輯 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正题名］康南海先生詩集 

［书目卷册］卷八～卷十五 

［第一责任人］康有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輯 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正题名］康南海官制議 

［第一责任人］康有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輯 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正题名］勞山集 

［第一责任人］黄孝紓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輯 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孝纾 著 

  

 

［正题名］郭允叔（象升）文鈔 

［第一责任人］鄭裕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輯 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裕孚 著 

  

 

［正题名］汪旭初（東）先生遺集 

［第一责任人］沈雲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7 月［1974.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輯 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懷氷室集 

［第一责任人］王韶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6 月［1974.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輯 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韶生 撰 

  

 

［正题名］湘綺樓説詩 

［第一责任人］王簡編輯 

［第一责任人］汪國垣著 

［第一责任人］汪國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輯 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简 编辑 

［知识责任］汪国垣 著 

  

 

［正题名］曲石文録 

［第一责任人］李根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輯 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根源 著 

  

 

［正题名］遲荘回憶録 

［书目卷册］第六編 

［第一责任人］陳天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輯 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天锡 著 

  

 

［正题名］遲荘回憶録 

［书目卷册］第四、五合編 

［第一责任人］陳天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輯 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天锡 著 

  

 

［正题名］遲荘回憶録 

［书目卷册］i 第三編 

［第一责任人］陳天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輯 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天锡 著 

  

 

［正题名］遲荘回憶録 

［书目卷册］第一、二編 

［第一责任人］陳天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輯 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天锡 著 

  

 

［正题名］英劍之先生日記遺稿 

［丛书］自光緒三一年（乙巳）至三三年（丁末）（附：年譜） 

［第一责任人］方豪編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輯 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豪 编录 

  

 

［正题名］英劍之先生日記遺稿 

［丛书］自光緒二八年（壬寅）至三十年（甲辰） 

［第一责任人］方豪編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輯 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豪 编录 

  

 

［正题名］英劍之先生日記遺稿 

［丛书］自光緒二四年（戊戌）至二七年（辛丑） 

［第一责任人］方豪編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輯 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豪 编录 

  

 

［正题名］弗堂類稿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姚華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5 月［1974.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輯 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华 撰 

  

 

［正题名］弗堂類稿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姚華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5 月［1974.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輯 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华 撰 

  

 

［正题名］蘇盦集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楊葆光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輯 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葆光 撰 

  

 

［正题名］蘇盦集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楊葆光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輯 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葆光 撰 

  

 

［正题名］兪兪齋詩稿 

［第一责任人］史念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輯 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史念祖 著 

  

 

［正题名］兪兪齋文稿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史念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輯 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史念祖 著 

  

 

［正题名］兪兪齋文稿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史念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輯 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史念祖 著 

  

 

［正题名］何文貞公遺書 

［第一责任人］何桂珍著 

［第一责任人］劉可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輯 15-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桂珍 著 

［知识责任］刘可毅 著 

  

 

［正题名］張濳園書廣雅相國奏議 

［第一责任人］許同辛著 

［第一责任人］陳沆著 

［第一责任人］魏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輯 12-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辛 著 

［知识责任］陈沆 著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丹桂堂自訂年譜（附：恩遇録、遺愛録） 

［第一责任人］季芝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輯 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季芝昌 著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編刊考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曾昭六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2 月［1974.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昭六 撰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大事記·榮哀録·附未刊信稿 

［第一责任人］王安定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2 月［1974.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安定 编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丛书］家書·家訓（家書十卷家訓上下二卷）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曹耀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耀湘 编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丛书］家書·家訓（家書十卷家訓上下二卷）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曹耀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耀湘 编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丛书］家書·家訓（家書十卷家訓上下二卷）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曹耀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耀湘 编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丛书］年譜 

［第一责任人］黎庶昌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黎庶昌 编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孟子要略 

［第一责任人］劉傅瑩集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傅莹 集录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求闕讀書録·求關齋日記類鈔 

［第一责任人］劉傅瑩集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傅莹 集录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丛书］雜著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七 

［丛书］批牘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六 

［丛书］批牘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五 

［丛书］書札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四 

［丛书］書札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三 

［丛书］書札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書札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書札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鳴原堂論文·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鳴原堂論文·詩集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七 



［丛书］經史百家雜鈔·經史百家簡編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六 

［丛书］經史百家雜鈔·經史百家簡編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五 

［丛书］經史百家雜鈔·經史百家簡編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四 

［丛书］經史百家雜鈔·經史百家簡編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三 

［丛书］經史百家雜鈔·經史百家簡編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經史百家雜鈔·經史百家簡編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經史百家雜鈔·經史百家簡編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七 

［丛书］十八家詩鈔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六 

［丛书］十八家詩鈔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五 

［丛书］十八家詩鈔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四 

［丛书］十八家詩鈔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三 

［丛书］十八家詩鈔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十八家詩鈔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十八家詩鈔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卷首·奏議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八 

［丛书］卷首·奏議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七 

［丛书］卷首·奏議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六 

［丛书］卷首·奏議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五 

［丛书］卷首·奏議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四 

［丛书］卷首·奏議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三 

［丛书］卷首·奏議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卷首·奏議 

［第一责任人］李瀚章編輯 

［译者］李鴻章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刊 

  

 

［正题名］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丛书］純常子枝語 



［第一责任人］趙鐵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四輯 1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铁寒 编 

  

 

［正题名］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丛书］純常子枝語 

［第一责任人］趙鐵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四輯 1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铁寒 编 

  

 

［正题名］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丛书］純常子枝語 

［第一责任人］趙鐵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四輯 1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铁寒 编 

  

 

［正题名］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丛书］純常子枝語 

［第一责任人］趙鐵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四輯 1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铁寒 编 

  

 

［正题名］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丛书］純常子枝語 



［第一责任人］趙鐵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四輯 1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铁寒 编 

  

 

［正题名］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丛书］考據 

［第一责任人］趙鐵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四輯 1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铁寒 编 

  

 

［正题名］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丛书］扎記·輯佚書 

［第一责任人］趙鐵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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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四輯 1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铁寒 编 

  

 

［正题名］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丛书］奏議·書牘·雜著 

［第一责任人］趙鐵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四輯 1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铁寒 编 

  

 

［正题名］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丛书］傳記·年譜·詩詞·日記 



［第一责任人］趙鐵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四輯 1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铁寒 编 

  

 

［正题名］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丛书］純常子枝語 

［第一责任人］趙鐵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四輯 1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铁寒 编 

  

 

［正题名］吴稚暉先生紀念集 

［第一责任人］楊愷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4 年 3 月［1975.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三輯 1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恺龄 编 

  

 

［正题名］記章太炎先生 

［丛书］附太炎文録續編 

［第一责任人］沈延國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三輯 1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延国 著 

  

 

［正题名］張謇傳記 

［第一责任人］劉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三輯 1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垣 著 

  

 

［正题名］庚子都門紀事詩 

［第一责任人］延清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三輯 1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延清 撰 

  

 

［正题名］愚齋未刊信稿 

［书目卷册］光緒二十三年至民國四年 

［丛书］附：家書 

［第一责任人］盛宜懷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三輯 1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宜怀 撰 

  

 

［正题名］愚齊存稿 

［书目卷册］卷一～卷二十五 

［丛书］奏疏·電奏·電報 

［第一责任人］盛宜懷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三輯 1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宜怀 撰 

  

 

［正题名］愚齊存稿 

［书目卷册］卷五十一～卷七十五 

［丛书］電報 



［第一责任人］盛宜懷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三輯 1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宜怀 撰 

  

 

［正题名］愚齊存稿 

［书目卷册］卷二十六～卷五十 

［丛书］電報 

［第一责任人］盛宜懷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三輯 1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宜怀 撰 

  

 

［正题名］愚齊存稿 

［丛书］卷七十六～卷一百電報·補遺·東游日記 

［第一责任人］盛宜懷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三輯 1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宜怀 撰 

  

 

［正题名］清代毘陵名人小傳稿 

［第一责任人］張維驤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三輯 1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维骧 篡 

  

 

［正题名］清譚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胡懷琛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4 年 2 月［1975.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二輯 1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怀琛 著 

  

 

［正题名］清譚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胡懷琛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4 年 2 月［1975.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二輯 1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怀琛 著 

  

 

［正题名］安樂鄉人詩集 

［第一责任人］金兆蕃著 

［第一责任人］金問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二輯 118-1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兆蕃 著 

［知识责任］金问泗 著 

  

 

［正题名］庸閒齋筆記 

［第一责任人］陳其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二輯 1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其元 著 

  

 

［正题名］沈竹岑日記手稿 

［丛书］道光十五年乙未 



［第一责任人］沈銘彝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二輯 1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铭彝 著 

  

 

［正题名］沈竹岑日記手稿 

［丛书］道光十四年甲午 

［第一责任人］沈銘彝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二輯 1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铭彝 著 

  

 

［正题名］沈竹岑日記手稿 

［丛书］道光十三年癸巳 

［第一责任人］沈銘彝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二輯 1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铭彝 著 

  

 

［正题名］沈竹岑日記手稿 

［丛书］道光十一年辛卯至道光十二年壬辰 

［第一责任人］沈銘彝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二輯 1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铭彝 著 

  

 

［正题名］沈竹岑日記手稿 

［丛书］道光二年壬午至道光三年癸未 



［第一责任人］沈銘彝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二輯 1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铭彝 著 

  

 

［正题名］沈竹岑日記手稿 

［丛书］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辛巳 

［第一责任人］沈銘彝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二輯 1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铭彝 著 

  

 

［正题名］建都論戰 

［第一责任人］王克著 

［第一责任人］格桑澤仁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9-1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克 编 

［知识责任］格桑泽仁 著 

  

 

［正题名］俄蒙回憶録 

［第一责任人］毛以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毛以亨 著 

  

 

［正题名］西游日記 

［第一责任人］徐炳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炳昶 著 

  

 

［正题名］西北叢編 

［第一责任人］林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競 著 

  

 

［正题名］中國邊疆圖籍録 

［第一责任人］鄧衍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衍林 编 

  

 

［正题名］蒙墾續供 

［第一责任人］貽穀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贻谷 著 

  

 

［正题名］綏遠奏議 

［第一责任人］貽穀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贻谷 著 

  

 

［正题名］墾務奏議 

［第一责任人］貽穀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贻谷 著 

  

 

［正题名］錫清弼制軍奏稿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錫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锡良 著 

  

 

［正题名］錫清弼制軍奏稿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錫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锡良 著 

  

 

［正题名］錫清弼制軍奏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錫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锡良 著 

  

 

［正题名］錫清弼制軍奏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錫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一輯 1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锡良 著 

  

 

［正题名］林獻堂先生紀念集 

［丛书］（年譜·遺著·追思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12 月［1974.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1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林獻堂先生紀念集 

［丛书］（年譜·遺著·追思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12 月［1974.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1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林獻堂先生紀念集 

［丛书］（年譜·遺著·追思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12 月［1974.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1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劍花室詩集 

［第一责任人］連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连横 著 

  

 

［正题名］雅堂先生文集·餘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連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连横 著 

  

 

［正题名］雅堂先生文集·餘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連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连横 著 

  

 

［正题名］梁任公（啓超）先生知交手扎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新會梁氏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新会梁 氏藏 



  

 

［正题名］梁任公（啓超）先生知交手扎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新會梁氏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新会梁 氏藏 

  

 

［正题名］日本國志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黄遵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遵宪 著 

  

 

［正题名］日本國志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黄遵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遵宪 著 

  

 

［正题名］日本雜事詩 

［第一责任人］黄遵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遵宪 著 

  



 

［正题名］黄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 

［第一责任人］鄭子瑜，實藤惠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子瑜 编 

［知识责任］实藤惠秀 编 

  

 

［正题名］賀先生（濤）文集 

［第一责任人］賀葆真，吴闓生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葆真 校 

［知识责任］吴闿生 校 

  

 

［正题名］張濂卿先生詩文手稿 

［第一责任人］張裕釗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裕钊 撰 

  

 

［正题名］光宣列傳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金梁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梁 编 

  

 



［正题名］光宣列傳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金梁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輯 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梁 编 

  

 

［正题名］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一九三七～一九四三） 

［第一责任人］韓啓桐著 

［第一责任人］楊家駱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9-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韩启桐 著 

［知识责任］杨家骆 编 

  

 

［正题名］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一八四二～一九三七） 

［第一责任人］ERNEST O. HAUSER 著 

［译者］越裔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HAUSER 著 

［次知识责任］越裔 译 

  

 

［正题名］中國近代貨幣史（一八一四～一九一九） 

［第一责任人］魏建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魏建猷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一八二二～一九一一）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魏建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魏建猷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一八二二～一九一一）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一八二二～一九一一）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十年來之中國經濟（一九三六～一九四五）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譚熙鴻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谭熙鸿 主编 

  



 

［正题名］十年來之中國經濟（一九三六～一九四五）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譚熙鴻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谭熙鸿 主编 

  

 

［正题名］十年來之中國經濟（一九三六～一九四五）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譚熙鴻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谭熙鸿 主编 

  

 

［正题名］抗戰十年前之中國（一九二七～一九三六）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编 

  

 

［正题名］抗戰十年前之中國（一九二七～一九三六）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编 

  



 

［正题名］五十年來之中國經濟（一八九六～一九四七） 

［第一责任人］中國通商銀行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輯 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中国通商银行 编 

  

 

［正题名］清季各國照會目録 

［第一责任人］張德澤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10 月［1974.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德泽 编 

  

 

［正题名］宣統條約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光緒條約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光緒條約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光緒條約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光緒條約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光緒條約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光緒條約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光緒條約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同治條約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同治條約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同治條約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咸豐條約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咸豐條約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康熙條約 

 

［正题名］雍正條約 

 

［正题名］乾隆條約 

 

［正题名］道光條約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汪毅，張承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2-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编 

［知识责任］汪毅 编 

［知识责任］张承棨 编 

  

 

［正题名］瀛寰考略 

［第一责任人］徐繼畬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輯 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继畬 撰 

  

 

［正题名］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第一责任人］陳垣編 

［第一责任人］葉德輝重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10 月［1974.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9-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垣 编 

［知识责任］葉德辉 重刊 

［知识责任］严长明 编 

  

 

［正题名］讀書改過齋叢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鹤 撰 

  

 

［正题名］讀書改過齋叢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鹤 撰 

  

 

［正题名］清理紅本紀 

［第一责任人］奉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奉宽 著 

  

 

［正题名］滿漢大臣列傳 

［书目卷册］卷六五～卷八○ 

［第一责任人］東方學會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漢大臣列傳 

［书目卷册］卷四九～卷六四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東方學會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漢大臣列傳 

［书目卷册］卷四九～卷六四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東方學會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漢大臣列傳 

［书目卷册］卷三三～卷四八 

［第一责任人］東方學會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漢大臣列傳 

［书目卷册］卷一七～卷三二 

［第一责任人］東方學會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漢大臣列傳 

［书目卷册］一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一六 

［第一责任人］東方學會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漢大臣列傳 

［书目卷册］二 

［书目卷册］卷一～卷一六 

［第一责任人］東方學會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漢文華語康熙皇帝聖諭廣訓 

［第一责任人］魚返善雄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輯 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鱼返善雄 编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姚氏先德傳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第一责任人］姚濬昌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3 年 9 月［1974.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9-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知识责任］姚濬昌 编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中復堂遺稿·續編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康輶紀行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康輶紀行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康輶紀行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東槎紀略·寸陰叢録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識小録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東溟奏稿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復湘詩集·二集·續集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後、外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後、外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外集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輯 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安徽懷寧縣田賦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之蘋著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8 蕭錚主編 

［主题词］土地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萧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之苹 著 

  

 

［正题名］賭棋山荘全集 

［丛书］文集七卷 

［第一责任人］謝章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五輯 1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章铤 撰 

  

 

［正题名］賭棋山荘全集 

［丛书］文續二卷·文又續二卷 

［第一责任人］謝章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五輯 1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章铤 撰 

  

 

［正题名］賭棋山荘全集 

［丛书］詩集十四卷 

［第一责任人］謝章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五輯 1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章铤 撰 

  

 

［正题名］賭棋山荘全集 

［丛书］酒邊詞八卷 

［第一责任人］謝章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五輯 1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章铤 撰 

  

 

［正题名］賭棋山荘全集 

［丛书］餘集五卷 

［第一责任人］謝章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五輯 1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章铤 撰 

  

 

［正题名］賭棋山荘全集 

［丛书］詞話十二卷 

［第一责任人］謝章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五輯 1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章铤 撰 

  

 

［正题名］賭棋山荘全集 

［丛书］詞話續五卷·説文閩音通二卷 

［第一责任人］謝章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五輯 1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章铤 撰 

  

 

［正题名］賭棋山荘全集 

［丛书］筆記合刻·圍爐瑣憶一卷·籐蔭客贅一卷·稗販雜餘四卷 

［第一责任人］謝章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五輯 1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章铤 撰 

  

 

［正题名］賭棋山荘全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課餘偶録四卷 



［第一责任人］謝章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五輯 1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章铤 撰 

  

 

［正题名］賭棋山荘全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課餘續録五卷 

［第一责任人］謝章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五輯 1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章铤 撰 

  

 

［正题名］賭棋山荘全集 

［丛书］東嵐謝氏明詩略四卷·八十壽言一卷 

［第一责任人］謝章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4 年 4 月［197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五輯 1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章铤 撰 

  

 

［正题名］明清名人尺牘墨寶 

［书目卷册］一集 

［第一责任人］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裴景福 藏 

  

 

［正题名］明清名人尺牘墨寶 



［书目卷册］二集 

［第一责任人］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裴景福 藏 

  

 

［正题名］明清名人尺牘墨寶 

［书目卷册］三集 

［第一责任人］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裴景福 藏 

  

 

［正题名］孫夏峯先生筆記 

［第一责任人］孫奇逢撰 

［第一责任人］祁嶲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54-1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奇逢 撰 

［知识责任］祁嶲藻 著 

  

 

［正题名］念樓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劉寶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宝楠 著 

  

 



［正题名］念樓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劉寶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宝楠 著 

  

 

［正题名］兩般秋雨菴隨筆 

［第一责任人］梁紹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绍壬 著 

  

 

［正题名］折獄奇聞 

［第一责任人］葛建初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葛建初 辑 

  

 

［正题名］中國鹽書目録 

［第一责任人］何維凝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维凝 编 

  

 

［正题名］中國金銀鎳幣圖説 

［第一责任人］蒋仲川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4 年 5 月［1975.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仲川 著 

  

 

［正题名］魯巖所學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附：①交游記②餘事稿 

［第一责任人］張宗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七輯 1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宗泰 著 

  

 

［正题名］魯巖所學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附：①交游記②餘事稿 

［第一责任人］張宗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七輯 1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宗泰 著 

  

 

［正题名］魯巖所學集 

［书目卷册］三 

［丛书］附：①交游記②餘事稿 

［第一责任人］張宗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七輯 1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宗泰 著 

  

 

［正题名］越縵堂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慈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慈铭 著 

  

 

［正题名］柳州府君年譜 

［第一责任人］楊曾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曾勗 著 

  

 

［正题名］苓泉居士自訂年譜 

［丛书］附：①雲在山房騈文詩詞選②雲過書扎③趨庭隅録 

［第一责任人］楊壽枏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寿楠 著 

  

 

［正题名］汪漢溪先生哀輓録 

［第一责任人］汪伯奇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伯奇 辑 

  

 

［正题名］季鸞文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熾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炽章 著 

  

 

［正题名］季鸞文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熾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炽章 著 

  

 

［正题名］長毋想忘詩詞集 

［第一责任人］王陸一著 

［第一责任人］李夢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67-1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陆一 著 

［知识责任］李梦彪 著 

  

 

［正题名］吴鐵城先生紀念集 

［第一责任人］祝秀俠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祝秀侠 编 

  

 

［正题名］赤馬謡 

［第一责任人］翁一鶴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4 年 5 月［1975.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六輯 1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翁一鹤 著 

  

 

［正题名］馬端敏公（新貽）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王錫蕃校 

［译者］譚鐘麟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八輯 1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锡蕃 校 

［次知识责任］谭钟麟 刻 

  

 

［正题名］馬端敏公（新貽）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王錫蕃校 

［译者］譚鐘麟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八輯 1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锡蕃 校 

［次知识责任］谭钟麟 刻 

  

 

［正题名］船政奏疏彙編 

［书目卷册］卷一卷～一三 

［第一责任人］左宗棠，文煜，沈葆楨，丁日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八輯 1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左宗棠 撰 

［知识责任］文煜 撰 

［知识责任］沈葆桢 撰 

［知识责任］丁日昌 撰 



  

 

［正题名］船政奏疏彙編 

［书目卷册］卷一四卷～卷二六 

［第一责任人］吴贊誠，黎兆棠，何如璋，張夢元，張佩綸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八輯 1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赞诚 撰 

［知识责任］黎兆棠 撰 

［知识责任］何如璋 撰 

［知识责任］张梦元 撰 

［知识责任］张佩纶 撰 

  

 

［正题名］船政奏疏彙編 

［书目卷册］卷二七卷～卷四二 

［第一责任人］裴蔭森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八輯 1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裴荫森 撰 

  

 

［正题名］船政奏疏彙編 

［书目卷册］卷四三卷～卷五四 

［第一责任人］卞寶第，增祺，譚鐘麟，許應騤，邊寶泉，善聯，裕禄，景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八輯 1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卞宝第 撰 

［知识责任］增祺 撰 

［知识责任］谭钟麟 撰 

［知识责任］许应骙 撰 

［知识责任］边宝泉 撰 

［知识责任］善联 撰 

［知识责任］裕禄 撰 

［知识责任］景生 撰 



  

 

［正题名］海軍大事記 

［丛书］附：甲申·甲午戰事記 

［第一责任人］池仲祜著 

［第一责任人］羅惇〓著 

［第一责任人］闕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八輯 176-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为上“日”、下“融”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池仲祜 撰 

［知识责任］罗惇〓 撰 

［知识责任］阙名 编 

  

 

［正题名］侯官嚴氏叢刊 

［丛书］（附：王蓮常著：嚴幾道年譜） 

［第一责任人］嚴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八輯 1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莲常 著 

［知识责任］严复 著 

  

 

［正题名］張伯苓先生紀念集 

［丛书］（附：年譜） 

［第一责任人］郭榮生，張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4 年 6 月［1975.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八輯 1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荣生 编 

［知识责任］张源 编 

  

 

［正题名］粤海關志 

［书目卷册］卷一～卷七 



［丛书］前代事實·口岸·設官 

［第一责任人］梁廷枬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九輯 1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廷枬 纂 

  

 

［正题名］粤海關志 

［书目卷册］卷八～卷一三 

［丛书］税則 

［第一责任人］梁廷枬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九輯 1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廷枬 纂 

  

 

［正题名］粤海關志 

［书目卷册］卷一四～卷二○ 

［丛书］奏課·經費·禁令·兵衛 

［第一责任人］梁廷枬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九輯 1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廷枬 纂 

  

 

［正题名］粤海關志 

［书目卷册］卷二一～卷三○ 

［丛书］貢舶·市舶·行商·夷商·雜識 

［第一责任人］梁廷枬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九輯 1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廷枬 纂 



  

 

［正题名］黄少司寇（爵滋）奏疏 

［丛书］（附：許太常乃濟奏豫） 

［第一责任人］黄大受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九輯 1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大受 辑 

  

 

［正题名］各國約章纂要 

［第一责任人］榮乃宜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九輯 1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荣乃宜 编 

  

 

［正题名］中國外交史 

［第一责任人］曾友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九輯 1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友豪 著 

  

 

［正题名］華會見聞録 

［第一责任人］賈士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九輯 1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士毅 著 

  

 

［正题名］太平洋會議與梁士詒 



［第一责任人］葉遐菴述 

［译者］俞誠之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九輯 1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葉遐菴 述 

［知识责任］俞诚之 录 

  

 

［正题名］中國省銀行史略 

［第一责任人］郭榮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4 年 7 月［1975.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十九輯 1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荣生 编 

  

 

［正题名］清太祖努爾哈赤實録 

［第一责任人］鄂爾泰，張廷玉，徐本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鄂尔泰 纂 

［知识责任］张廷玉 纂 

［知识责任］徐本 纂 

  

 

［正题名］趙恭毅公（申喬）賸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趙侗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侗斅 编 

  

 



［正题名］趙恭毅公（申喬）賸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趙侗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侗斅 编 

  

 

［正题名］趙裘萼公（熊詔）賸稿 

［第一责任人］趙侗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侗斅 编 

  

 

［正题名］思補齋筆記 

［第一责任人］潘世思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潘世思 著 

  

 

［正题名］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舒赫德 纂 

［知识责任］阿桂 纂 

［知识责任］于敏中 纂 

  

 



［正题名］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舒赫德 纂 

［知识责任］阿桂 纂 

［知识责任］于敏中 纂 

  

 

［正题名］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略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舒赫德 纂 

［知识责任］阿桂 纂 

［知识责任］于敏中 纂 

  

 

［正题名］餘冬璅録 

［第一责任人］徐堅著 

［第一责任人］勒保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6-1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坚 著 

［知识责任］勒保 撰 

  

 

［正题名］梧門詩話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法式善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法式善 著 

  

 

［正题名］梧門詩話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法式善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法式善 著 

  

 

［正题名］澹盦文存 

［第一责任人］吴道鎔著 

［第一责任人］徐紹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4 年 8 月［1975.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199-2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道镕 著 

［知识责任］徐绍荣 著 

  

 

［正题名］湘潭袁氏家集 

［丛书］袁樹勲著：①新政條例②抑戒齋奏牘輯存 

［第一责任人］袁榮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2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树勋 著 

［知识责任］袁荣法 编 

  

 

［正题名］湘潭袁氏家集 

［丛书］袁思亮著：①〓菴文集 

［第一责任人］袁榮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輯 2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为：自上至下：艹+罒+宀+侵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思亮 著 

［知识责任］袁荣法 编 

  

 

［正题名］湘潭袁氏家集 

［丛书］袁思亮著：①〓菴文集②冷芸詞 

［第一责任人］袁榮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一輯 2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为：自上至下：艹+罒+宀+侵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思亮 著 

［知识责任］袁荣法 编 

  

 

［正题名］湘潭袁氏家集 

［丛书］袁思永著：①禮閼郵齋詩存②繭齋詩餘 

［丛书］袁思古著：學圃老人詞稿 

［第一责任人］袁榮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一輯 2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知识责任］袁思永 著 

［知识责任］袁思古 著 

［知识责任］袁荣法 编 

  

 

［正题名］十八國游歷日記·藕盧詩草 

［第一责任人］金紹城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一輯 2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绍城 著 



  

 

［正题名］兟荘存稿 

［丛书］坿：景印袁（世凱）徐（世昌）兩公零簡 

［第一责任人］言敦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一輯 2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言敦源 著 

  

 

［正题名］將吏法言 

［第一责任人］徐世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一輯 2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世昌 著 

  

 

［正题名］安樂鄉人詩續 

［丛书］坿：①七十後詩②藥夢詞 

［第一责任人］金兆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一輯 2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兆蕃 著 

  

 

［正题名］高梧軒詩全集 

［第一责任人］趙尊嶽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一輯 2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尊岳 著 

  

 



［正题名］中和月刊第六卷合訂本 

［第一责任人］瞿宜穎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 9 月［1975.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一輯 2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瞿宜颖 著 

  

 

［正题名］補學軒詩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鴉吟集 

［第一责任人］鄭獻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献甫 著 

  

 

［正题名］補學軒詩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鶴唳集 

［第一责任人］鄭獻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献甫 著 

  

 

［正题名］補學軒詩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散軆文 

［第一责任人］鄭獻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献甫 著 



  

 

［正题名］補學軒詩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駢軆文 

［第一责任人］鄭獻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献甫 著 

  

 

［正题名］補學軒文集續刻 

［丛书］①散軆文②駢軆文③制藝雜話 

［第一责任人］鄭獻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献甫 著 

  

 

［正题名］補學軒文集續刊 

［丛书］①鷄尾集②鷗閒集 

［第一责任人］鄭獻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献甫 著 

  

 

［正题名］補學軒文集外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鄭獻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献甫 著 

  

 

［正题名］補學軒文集外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鄭獻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献甫 著 

  

 

［正题名］清代科舉考試述略 

［第一责任人］商衍鎏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商衍鎏 著 

  

 

［正题名］無錫楊氏三葉傳記碑志集 

［第一责任人］楊愷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愷龄 编 

  

 

［正题名］芙蓉江上草堂詩集 

［第一责任人］金武祥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书内书名为《芙蓉江上草堂詩稿》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武祥 撰 

  



 

［正题名］雪橋詩話初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坿：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著 

  

 

［正题名］雪橋詩話初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坿：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著 

  

 

［正题名］雪橋詩話初集 

［书目卷册］四 

［丛书］坿：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4 年 10 月［1975.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著 

  

 

［正题名］初使泰西記 

［第一责任人］志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志刚 编 

  

 

［正题名］曾惠敏公（紀澤）奏疏 

［第一责任人］江南製造局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曾惠敏公（紀澤）文集 

［第一责任人］江南製造局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曾惠敏公（紀澤）詩集 

［第一责任人］江南製造局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曾惠敏公（紀澤）使西日記 

［第一责任人］江南製造局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普天忠憤集 

［丛书］（章奏·議論門）（議論門） 

［第一责任人］孔廣德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26-2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孔广德 编 

  

 

［正题名］普天忠憤集 

［丛书］（議論·詩賦門） 

［第一责任人］孔廣德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孔广德 编 

  

 

［正题名］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雪橋詩話續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辑 

  

 

［正题名］雪橋詩話續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辑 

  

 

［正题名］雪橋詩話續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辑 

  

 

［正题名］雪橋詩話續集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4 年 11 月［1975.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三輯 2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辑 

  

 

［正题名］范伯子先生全集（文） 

［第一责任人］范當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四輯 2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范当世 著 

  

 

［正题名］范伯子先生全集（詩）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范當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四輯 2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范当世 著 

  

 

［正题名］范伯子先生全集（詩）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范當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四輯 2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范当世 著 

  

 

［正题名］范伯子先生全集（連語） 

［丛书］附：姚倚雲：藴素軒詩稿 

［第一责任人］范當世著 

［第一责任人］言敦源，範臨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四輯 233-2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范当世 著 

［知识责任］姚倚云 著 

［知识责任］言敦源 藏 

［知识责任］范临 藏 

  

 

［正题名］帆影樓紀事 

［丛书］（附：鞠隱案牘彙存） 

［第一责任人］吴芝瑛著 

［第一责任人］王韻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四輯 235-2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芝瑛 著 

［知识责任］王韻香 著 

  

 

［正题名］胡文忠公（林翼）遺集 



［丛书］卷六十至卷六十八·書牘 

［第一责任人］鄭敦謹，曾國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四輯 3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敦谨 编 

［知识责任］曾国荃 编 

  

 

［正题名］水遠山長集 

［第一责任人］楊令茀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四輯 2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令茀 著 

  

 

［正题名］瓜園述異 

［第一责任人］金梁著 

［第一责任人］陳灨一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四輯 238-2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梁 著 

［知识责任］陈赣一 著 

  

 

［正题名］雪橋詩話三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四輯 2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辑 

  

 



［正题名］雪橋詩話三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四輯 2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辑 

  

 

［正题名］雪橋詩話三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 11 月［1975.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四輯 2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辑 

  

 

［正题名］宣統己酉大政記 

［书目卷册］第一～三册 

［第一责任人］擷華書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宣統己酉大政記 

［书目卷册］第四～六册 

［第一责任人］擷華書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宣統己酉大政記 

［书目卷册］第七～九册 



［第一责任人］擷華書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宣統己酉大政記 

［书目卷册］第十～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擷華書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宣統己酉大政記 

［书目卷册］第十三～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擷華書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宣統己酉大政記 

［书目卷册］第十六～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擷華書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宣統己酉大政記 

［书目卷册］第十九～廿一册 

［第一责任人］擷華書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宣統己酉大政記 

［书目卷册］第廿二～廿四册 

［第一责任人］擷華書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雪橋詩話餘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9-2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辑 

  

 

［正题名］雪橋詩話餘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9-2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辑 

  

 

［正题名］雪橋詩話餘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9-2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辑 

  

 

［正题名］雪橋詩話餘集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楊鐘羲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五輯 249-2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羲 辑 

  

 

［正题名］庚戌粤東軍變記 

［第一责任人］李介孺編 

［第一责任人］周善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六輯 2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善培 著 

［知识责任］李介孺 编 

  

 

［正题名］蘄水湯先生（化龍）遺念録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第一责任人］張國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六輯 2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知识责任］张国淦 编 

  

 

［正题名］南社紀略 

［第一责任人］柳棄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六輯 2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柳弃疾 著 

  

 

［正题名］鈕惕生（永建）先生遺扎選集 

［第一责任人］楊愷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六輯 2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愷龄 编 

  

 

［正题名］陳英士（其美）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何仲簫著 

［第一责任人］居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六輯 2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居正 著 

［知识责任］何仲箫 编 

  

 

［正题名］觀物化齋詩集 

［第一责任人］但燾著 

［第一责任人］鄧家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六輯 2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家彦 著 

［知识责任］但焘 著 

  

 

［正题名］頤淵詩集 

［第一责任人］經亨頤著 

［第一责任人］鐘伯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六輯 2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钟伯毅 著 

［知识责任］经亨颐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回憶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譚永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六輯 258-2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谭永年 编 

  

 

［正题名］辛亥革命回憶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譚永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六輯 258-2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谭永年 编 

  

 

［正题名］杜月笙先生（鏞）紀念集 

［第一责任人］恒社旅臺同仁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六輯 2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胡翼南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卷一—卷五 

［第一责任人］胡禮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七輯 2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礼垣 著 

  

 

［正题名］胡翼南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卷六—卷十五 

［第一责任人］胡禮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七輯 2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礼垣 著 

  

 

［正题名］胡翼南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卷十六～卷廿五 

［第一责任人］胡禮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七輯 2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礼垣 著 

  

 

［正题名］胡翼南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卷廿六～卷卅七 

［第一责任人］胡禮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七輯 2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礼垣 著 

  

 

［正题名］胡翼南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卷卅八～卷四七 

［第一责任人］胡禮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七輯 2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礼垣 著 

  

 

［正题名］胡翼南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卷四八～卷六十 

［第一责任人］胡禮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七輯 2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礼垣 著 

  

 

［正题名］光緒壬寅（廿八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上篇（一）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七輯 2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光緒壬寅（廿八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上篇（二）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七輯 2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光緒壬寅（廿八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中篇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七輯 2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光緒壬寅（廿八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下篇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5 年 3 月［1976.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七輯 2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光緒癸卯（廿九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上篇（一）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八輯 2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光緒癸卯（廿九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上篇（一）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八輯 2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光緒癸卯（廿九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中篇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八輯 2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光緒癸卯（廿九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下篇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八輯 2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光緒丁未（卅三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上篇（一）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八輯 2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光緒丁未（卅三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上篇（二）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八輯 2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光緒丁未（卅三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上篇（三）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八輯 2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光緒丁未（卅三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上篇（四） 

［第一责任人］鄧實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八輯 2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辑 

  

 

［正题名］雪橋詩話初集 

［书目卷册］三 

［丛书］坿：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楊鐘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二輯 2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钟义 著 

  

 

［正题名］光緒丁未（卅三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下篇（一） 

［第一责任人］鄧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八輯 2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著 

  

 

［正题名］光緒丁未（卅三年）政藝叢書 

［书目卷册］下篇（二） 

［第一责任人］鄧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5 年 4 月［1976.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八輯 2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实 著 

  

 

［正题名］太平天國起義記 

［第一责任人］韓山文著 

［译者］簡又文譯 

［第一责任人］蕭一山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九輯 2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韩山文 著 

［知识责任］简又文 译 

［知识责任］萧一山 辑 

  

 

［正题名］太平天國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王鐘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九輯 2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钟麟 撰 

  

 

［正题名］金陵兵事彙略 

［第一责任人］李圭著 

［第一责任人］李圭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九輯 2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圭 著 

  

 

［正题名］馮軍門萃亭（子材）軍牘彙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方德骥，都啓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九輯 2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德骥 编 

［知识责任］都启模 编 

  

 

［正题名］馮軍門萃亭（子材）軍牘彙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方德骥，都啓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九輯 2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德骥 编 

［知识责任］都启模 编 

  

 

［正题名］小滄桑記 

［第一责任人］姚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九輯 2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济 著 

  

 

［正题名］浙中髮匪紀略 

［第一责任人］李應珏著 

［第一责任人］張汝詢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九輯 2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应珏 著 

［知识责任］张汝询 著 

  

 

［正题名］軍興本末紀略 

［第一责任人］謝蘭生著 



［第一责任人］李秀成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九輯 2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兰生 著 

［知识责任］李秀成 述 

  

 

［正题名］蕩平髮逆圖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白雲山人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九輯 2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白云山人 撰 

  

 

［正题名］蕩平髮逆圖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白雲山人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5 年 4 月［1976.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九輯 2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白云山人 撰 

  

 

［正题名］光緒乙巳（三十一）年交涉要覽 

［书目卷册］上篇 

［第一责任人］顔世清，楊毓輝，胡獻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輯 2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颜世清 编 

［知识责任］杨毓辉 编 

［知识责任］胡献琳 编 

  



 

［正题名］光緒乙巳（三十一）年交涉要覽 

［书目卷册］下篇（一） 

［第一责任人］顔世清，楊毓輝，胡獻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輯 2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颜世清 编 

［知识责任］杨毓辉 编 

［知识责任］胡献琳 编 

  

 

［正题名］光緒乙巳（三十一）年交涉要覽 

［书目卷册］下篇（二） 

［第一责任人］顔世清，楊毓輝，胡獻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輯 2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颜世清 编 

［知识责任］杨毓辉 编 

［知识责任］胡献琳 编 

  

 

［正题名］光緒乙巳（三十一）年交涉要覽 

［书目卷册］下篇（三） 

［第一责任人］顔世清，楊毓輝，胡獻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輯 2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颜世清 编 

［知识责任］杨毓辉 编 

［知识责任］胡献琳 编 

  

 

［正题名］光緒丙午（三十二）年交涉要覽 

［书目卷册］中上篇 

［第一责任人］王克敏，楊毓輝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輯 2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克敏 编 

［知识责任］杨毓辉 编 

  

 

［正题名］光緒丙午（三十二）年交涉要覽 

［书目卷册］下篇（一）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輯 2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克敏 编 

［知识责任］杨毓辉 编 

  

 

［正题名］光緒丙午（三十二）年交涉要覽 

［书目卷册］下篇（二） 

［第一责任人］王克敏，楊毓輝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輯 2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克敏 编 

［知识责任］杨毓辉 编 

  

 

［正题名］光緒丁未（三十三）年交涉要覽 

［书目卷册］上篇 

［第一责任人］王克敏，楊毓輝，孫乃炤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輯 2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克敏 编 

［知识责任］杨毓辉 编 

［知识责任］孫乃炤 编 

  

 



［正题名］光緒丁未（三十三）年交涉要覽 

［书目卷册］下篇（一） 

［第一责任人］王克敏，楊毓輝，孫乃炤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輯 2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克敏 编 

［知识责任］杨毓辉 编 

［知识责任］孙乃炤 编 

  

 

［正题名］光緒丁未（三十三）年交涉要覽 

［书目卷册］下篇（二） 

［第一责任人］王克敏，楊毓輝，孫乃炤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5 年 5 月［1976.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輯 3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克敏 编 

［知识责任］杨毓辉 编 

［知识责任］孙乃炤 编 

  

 

［正题名］湘藩案牘鈔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趙濱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滨彦 著 

  

 

［正题名］湘藩案牘鈔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趙濱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滨彦 著 

  

 

［正题名］甌海觀政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黄慶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庆澜 著 

  

 

［正题名］甌海觀政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黄慶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庆澜 著 

  

 

［正题名］甌海觀政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黄慶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庆澜 著 

  

 

［正题名］四川善後會議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葉茂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葉茂林 编 

  

 

［正题名］四川善後會議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葉茂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葉茂林 编 

  

 

［正题名］謗書 

［第一责任人］錢祥保著 

［译者］何震彝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祥保 著 

［次知识责任］何震彝 编 

  

 

［正题名］程氏遺稿四種 

［第一责任人］程嵩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嵩龄 编 

  

 

［正题名］吴州四程詩文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程嵩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嵩龄 编 

  

 

［正题名］吴州四程詩文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程嵩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嵩龄 编 

  

 

［正题名］城西草堂詩史 

［第一责任人］程嵩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5 年 6 月［1976.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一輯 3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嵩龄 编 

  

 

［正题名］樂道堂文鈔 

［第一责任人］奕訢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二輯 3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奕訢 著 

  

 

［正题名］樂道堂文鈔·續鈔 

［第一责任人］奕訢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二輯 3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奕訢 著 

  



 

［正题名］樂道堂詩鈔 

［丛书］賡獻集·岵屺懷音·試貼詩·幽風詠 

［第一责任人］奕訢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二輯 3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奕訢 著 

  

 

［正题名］樂道堂詩鈔 

［丛书］古近體詩·春帖子詞 

［第一责任人］奕訢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二輯 3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奕訢 著 

  

 

［正题名］萃錦吟 

［书目卷册］卷一～卷四 

［第一责任人］奕訢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二輯 3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奕訢 著 

  

 

［正题名］萃錦吟 

［书目卷册］卷五～卷八 

［第一责任人］奕訢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二輯 3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奕訢 著 

  



 

［正题名］戊戌變法檔案史料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二輯 3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戊戌變法人物傳稿 

［第一责任人］湯志均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二輯 3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汤志均 编 

  

 

［正题名］故宫清錢譜 

［第一责任人］黄鵬霄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二輯 3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鹏霄 编 

  

 

［正题名］清代名人翰墨 

［第一责任人］黄氏憶江南館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5 年 7 月［1976.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二輯 3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龔端毅公（鼎孳）奏疏 

［书目卷册］卷一～卷四 

［第一责任人］龔士稚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三輯 3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龚士稚 编 

  

 

［正题名］龔端毅公（鼎孳）奏疏 

［书目卷册］卷五～卷八 

［第一责任人］龔士稚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三輯 3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龚士稚 编 

  

 

［正题名］撫黔奏疏 

［书目卷册］卷一～卷二 

［第一责任人］楊雍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三輯 3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雍建 编 

  

 

［正题名］撫黔奏疏 

［书目卷册］卷三～卷四 

［第一责任人］楊雍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三輯 3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雍建 编 

  

 

［正题名］撫黔奏疏 

［书目卷册］卷五～卷六 

［第一责任人］楊雍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三輯 3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雍建 编 

  

 

［正题名］撫黔奏疏 

［书目卷册］卷七～卷八 

［第一责任人］楊雍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三輯 3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雍建 编 

  

 

［正题名］于清端公（成龍）政書 

［书目卷册］卷一～卷二 

［第一责任人］蔡芳炳，諸匡鼎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三輯 3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芳炳 编 

［知识责任］诸匡鼎 编 

  

 

［正题名］于清端公（成龍）政書 

［书目卷册］卷三～卷五 

［第一责任人］蔡芳炳，諸匡鼎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三輯 3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芳炳 编 

［知识责任］诸匡鼎 编 

  

 

［正题名］于清端公（成龍）政書 

［书目卷册］卷六～卷八 



［第一责任人］蔡芳炳，諸匡鼎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三輯 3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芳炳 编 

［知识责任］诸匡鼎 编 

  

 

［正题名］于清端公（成龍）政書 

［丛书］外集·續集 

［第一责任人］蔡芳炳，諸匡鼎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5 年 7 月［1976.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三輯 3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芳炳 编 

［知识责任］诸匡鼎 编 

  

 

［正题名］胡文忠公（林翼）遺集 

［丛书］本傳·行狀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十 

［丛书］奏疏 

［第一责任人］鄭敦謹，曾國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四輯 3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敦谨 编 

［知识责任］曾国荃 编 

  

 

［正题名］胡文忠公（林翼）遺集 

［丛书］卷十一至卷二十五 

［书目卷册］奏疏 

［第一责任人］鄭敦謹，曾國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四輯 3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敦谨 编 

［知识责任］曾国荃 编 

  

 

［正题名］胡文忠公（林翼）遺集 

［丛书］卷二十六至卷三十八 

［书目卷册］奏疏 

［第一责任人］鄭敦謹，曾國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四輯 3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敦谨 编 

［知识责任］曾国荃 编 

  

 

［正题名］胡文忠公（林翼）遺集 

［书目卷册］卷三十九至卷四十八 

［丛书］奏疏 

［第一责任人］鄭敦謹，曾國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四輯 3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敦谨 编 

［知识责任］曾国荃 编 

  

 

［正题名］胡文忠公（林翼）遺集 

［书目卷册］卷六十九至卷七十七 

［丛书］書牘 

［第一责任人］鄭敦謹，曾國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四輯 3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敦谨 编 

［知识责任］曾国荃 编 

  

 



［正题名］胡文忠公（林翼）遺集 

［书目卷册］卷四十九至卷五十九 

［丛书］奏疏、書牘 

［第一责任人］鄭敦謹，曾國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四輯 3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敦谨 编 

［知识责任］曾国荃 编 

  

 

［正题名］胡文忠公（林翼）遺集 

［书目卷册］卷七十八至卷八十六 

［丛书］書牘、批扎 

［第一责任人］鄭敦謹，曾國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四輯 3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敦谨 编 

［知识责任］曾国荃 编 

  

 

［正题名］潛廬類稿 

［第一责任人］甘鵬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四輯 3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甘鹏云 著 

  

 

［正题名］觀休室詩 

［副题名］附：聯語、行述、年譜 

［第一责任人］王開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四輯 3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 节 编 

  

 

［正题名］交游日録（民國八年）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交游日録（民國九年）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交游日録（民國十年）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交游日録（民國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交游日録（民國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新民堂日記（民國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新民堂日記（民國十四年至十五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新民堂日記（民國十四年至十五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新民堂日記（民國十六年至十九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新民堂日記（民國十六年至十九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新民堂日記（民國二十年至廿三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新民堂日記（民國二十年至廿三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新民堂日記（民國廿四年至廿六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新民堂日記（民國廿四年至廿六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劉成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5 年 10 月［1976.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五輯 3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志 著 

  

 

［正题名］太平天國資料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鄧之誠，謝興堯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六輯 3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兴尧 编 

［知识责任］邓之诚 编 

  

 

［正题名］太平天國資料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鄧之誠，謝興堯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六輯 3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兴尧 编 

［知识责任］邓之诚 编 

  

 

［正题名］太平天國資料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鄧之誠，謝興堯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六輯 3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兴尧 编 

［知识责任］邓之诚 编 

  

 

［正题名］太平天國資料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鄧之誠，謝興堯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六輯 3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兴尧 编 

［知识责任］邓之诚 编 

  

 

［正题名］太平天國資料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鄧之誠，謝興堯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六輯 3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兴尧 编 

［知识责任］邓之诚 编 

  

 

［正题名］太平天國資料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鄧之誠，謝興堯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六輯 3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兴尧 编 



［知识责任］邓之诚 编 

  

 

［正题名］太平天國資料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鄧之誠，謝興堯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六輯 3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兴尧 编 

［知识责任］邓之诚 编 

  

 

［正题名］太平天國資料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鄧之誠，謝興堯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六輯 3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兴尧 编 

［知识责任］邓之诚 编 

  

 

［正题名］太平天國史料 

［书目卷册］上 

［丛书］太平天國官、文書 

［第一责任人］金毓黻，田餘慶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六輯 3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田余庆 编 

［知识责任］金毓黻 编 

  

 

［正题名］太平天國史料 

［书目卷册］下 

［丛书］清方文書 中外紀載 

［第一责任人］金毓黻，田餘慶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5 年 11 月［1976.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六輯 3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田余庆 编 

［知识责任］金毓黻 编 

  

 

［正题名］義和團檔案史料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七輯 3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義和團檔案史料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七輯 3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義和團檔案史料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七輯 3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義和團檔案史料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七輯 3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奉禁義和拳彙録 

［第一责任人］勞乃宣輯 

［第一责任人］蔣楷著 

［第一责任人］劉春堂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七輯 362-3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劳乃宣 辑 

［知识责任］蒋楷 著 

［知识责任］刘春堂 撰 

  

 

［正题名］庚辛提牢筆記 

［第一责任人］白曾煒著 

［第一责任人］左舜生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七輯 365-3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白曾煒 著 

［知识责任］左舜生 辑 

  

 

［正题名］庚子京師褒恤録 

［第一责任人］王守恂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七輯 3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守恂 编 

  



 

［正题名］菽園詩集 

［第一责任人］丘煒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七輯 3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丘炜萲 著 

  

 

［正题名］不平等條約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張廷灝講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七輯 3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廷灏 讲 

  

 

［正题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第一责任人］郭榮生校補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 月［1977.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七輯 3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荣生 校補 

  

 

［正题名］岑襄勤公（毓英）遺集 

［书目卷册］首卷 卷一至卷五 

［第一责任人］岑春蓂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八輯 3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岑春蓂 刻 

  

 

［正题名］岑襄勤公（毓英）遺集 

［书目卷册］卷六至卷十 



［第一责任人］岑春蓂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八輯 3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岑春蓂 刻 

  

 

［正题名］岑襄勤公（毓英）遺集 

［书目卷册］卷十一至卷十五 

［第一责任人］岑春蓂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八輯 3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岑春蓂 刻 

  

 

［正题名］岑襄勤公（毓英）遺集 

［书目卷册］卷十六至卷二十 

［第一责任人］岑春蓂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八輯 3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岑春蓂 刻 

  

 

［正题名］岑襄勤公（毓英）遺集 

［书目卷册］卷廿一至卷二五 

［第一责任人］岑春蓂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八輯 3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岑春蓂 刻 

  

 

［正题名］岑襄勤公（毓英）遺集 

［书目卷册］卷廿六至卷三十 



［第一责任人］岑春蓂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八輯 3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岑春蓂 刻 

  

 

［正题名］中法越南關係始末 

［第一责任人］邵循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八輯 3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循正 撰 

  

 

［正题名］劉永福傳 

［第一责任人］李健兒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八輯 3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健儿 著 

  

 

［正题名］海外羈情 

［副题名］（坿：澹園隨興） 

［第一责任人］黄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八輯 3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杰 著 

  

 

［正题名］日清戰史講授録 

［第一责任人］譽田甚八著 

［译者］軍學編譯處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5 年 12 月［1976.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八輯 3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誉田甚八 著 

［次知识责任］军学编译处 译 

  

 

［正题名］信及録 

［第一责任人］林則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九輯 3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则徐 著 

  

 

［正题名］鴉片戰争前中英交涉文書 

［第一责任人］佐佐木正哉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九輯 3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佐佐木正哉 编 

  

 

［正题名］上海通志館期刊 

［书目卷册］第一卷第一期 

［丛书］民國廿二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九輯 3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通志館期刊 

［书目卷册］第一卷第二期 

［丛书］民國廿二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九輯 3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通志館期刊 

［书目卷册］第一卷第三期 

［丛书］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九輯 3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通志館期刊 

［书目卷册］第一卷第四期 

［丛书］民國廿三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九輯 3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通志館期刊 

［书目卷册］第二卷第一期 

［丛书］民國廿三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九輯 3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通志館期刊 

［书目卷册］第二卷第三期 

［丛书］民國廿三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九輯 3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通志館期刊 

［书目卷册］第二卷第二期 

［丛书］民國廿三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九輯 3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通志館期刊 

［书目卷册］第二卷第四期 

［丛书］民國廿四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志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 月［1977.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九輯 3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宓汝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輯 3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宓汝成 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宓汝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輯 3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宓汝成 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宓汝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輯 3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宓汝成 编 

  

 

［正题名］三水梁燕孫（士詒）先生哀輓録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輯 3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農隱廬文鈔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清穆，崔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輯 3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清穆 编 

［知识责任］崔龙 编 

  

 

［正题名］農隱廬文鈔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清穆，崔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輯 3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清穆 编 

［知识责任］崔龙 编 

  

 

［正题名］止菴詩存·外集 

［第一责任人］周學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輯 3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学熙 著 

  

 

［正题名］顨盫集 

［第一责任人］鄧濂著 

［译者］裘可仁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輯 3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濂 著 

［次知识责任］裘可仁 编 

  

 

［正题名］清代捐納制度 

［第一责任人］許大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輯 3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大龄 著 

  

 

［正题名］清代碑傳文通檢 

［第一责任人］陳乃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3 月［1977.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輯 4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乃乾 著 

  

 

［正题名］鹿洲初集 

［书目卷册］卷一～卷五 

［第一责任人］藍鼎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一輯 4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蓝鼎元 著 

  

 

［正题名］鹿洲初集 

［书目卷册］卷六～卷九 

［第一责任人］藍鼎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一輯 4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蓝鼎元 著 

  

 

［正题名］鹿洲初集 

［书目卷册］卷十～卷十三 

［第一责任人］藍鼎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一輯 4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蓝鼎元 著 

  

 

［正题名］鹿洲初集 

［书目卷册］卷十四～卷二十 

［第一责任人］藍鼎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一輯 4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蓝鼎元 著 

  

 

［正题名］平臺紀略（附：奏疏） 

［第一责任人］藍鼎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一輯 4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蓝鼎元 著 

  

 

［正题名］東征集 

［第一责任人］藍鼎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一輯 4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蓝鼎元 著 

  

 

［正题名］鹿洲公案 

［第一责任人］藍鼎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一輯 4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蓝鼎元 著 

  

 

［正题名］修史試筆 

［第一责任人］藍鼎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一輯 4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蓝鼎元 著 

  



 

［正题名］棉陽學準 

［第一责任人］藍鼎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一輯 4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蓝鼎元 著 

  

 

［正题名］女學 

［第一责任人］藍鼎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4 月［1977.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一輯 4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蓝鼎元 著 

  

 

［正题名］松龕先生全集 

［丛书］奏疏·文集 

［第一责任人］徐繼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二輯 4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继畬 著 

  

 

［正题名］松龕先生全集 

［丛书］詩集·考略·叙傳 

［第一责任人］徐繼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二輯 4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继畬 著 

  

 

［正题名］仙屏書屋初集文録 



［第一责任人］黄爵滋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二輯 4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爵滋 著 

  

 

［正题名］志頤堂詩文集 

［丛书］目録·文卷上 

［第一责任人］沙元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二輯 4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沙元炳 著 

  

 

［正题名］志頤堂詩文集 

［丛书］文卷中、下 

［第一责任人］沙元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二輯 4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沙元炳 著 

  

 

［正题名］志頤堂詩文集 

［丛书］詩卷一～五 

［第一责任人］沙元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二輯 4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沙元炳 著 

  

 

［正题名］志頤堂詩文集 

［丛书］詩卷六～九 



［第一责任人］沙元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二輯 4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沙元炳 著 

  

 

［正题名］志頤堂詩文集 

［丛书］詩卷十～十二 

［第一责任人］沙元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二輯 4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沙元炳 著 

  

 

［正题名］志頤堂詩文集 

［丛书］題跋文上、下 

［第一责任人］沙元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二輯 4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沙元炳 著 

  

 

［正题名］因社集 

［副题名］坿：楊楚孫先生詩集 

［第一责任人］楊愷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5 月［1977.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二輯 4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愷龄 辑 

  

 

［正题名］戴季陶（傳賢）先生編年傳記 

［第一责任人］陳天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天锡 著 

  

 

［正题名］回憶録（手稿本） 

［第一责任人］陳布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布雷 著 

  

 

［正题名］百年一夢記 

［第一责任人］李基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基鸿 著 

  

 

［正题名］潘公展（有猷）先生言論、詩詞選集 

［第一责任人］陶百川，季灝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百川 编 

［知识责任］季灝 编 

  

 

［正题名］曉晴齋散記 

［第一责任人］胡博淵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博渊 著 

  

 

［正题名］夢痕記 

［副题名］坿：民國政制改造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朱鏡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镜宙 著 

  

 

［正题名］夢痕記 

［副题名］坿：民國政制改造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朱鏡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镜宙 著 

  

 

［正题名］北伐行軍日記 

［第一责任人］歐振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振华 著 

  

 

［正题名］逸雲詩詞遺稿 

［第一责任人］陳逸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逸云 著 

  

 

［正题名］全國教育會議報告（十七年五月）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大學院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全國教育會議報告（十七年五月）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大學院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出席國民大會記 

［书目卷册］卅七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朱克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6 月［1977.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 4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克勤 著 

  

 

［正题名］甲寅雜志存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章秋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4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秋桐 著 

  

 

［正题名］甲寅雜志存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章秋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4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秋桐 著 

  

 

［正题名］章太炎（炳麟）先生家書 

［第一责任人］湯國黎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4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汤国黎 编 

  

 

［正题名］中國憲法史 

［第一责任人］陳茹玄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4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茹玄 著 

  

 

［正题名］新爾雅 

［第一责任人］汪榮寶，葉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4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荣宝 编 

［知识责任］葉澜 编 

  



 

［正题名］英屬馬來半島 

［第一责任人］朱鏡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4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镜宙 著 

  

 

［正题名］星洲十年（政治·市政） 

［第一责任人］星洲日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4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星洲十年（經濟） 

［第一责任人］星洲日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4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星洲十年（文化） 

［第一责任人］星洲日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4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星洲十年（社會） 

［第一责任人］星洲日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4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星洲十年（附録·大事記） 

［第一责任人］星洲日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4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國朝史料零拾 

［第一责任人］羅福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五輯 4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福颐 著 

  

 

［正题名］蘇州織造李煦奏摺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五輯 4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卷施閣集 

［副题名］年譜·文甲集卷一～卷六 

［第一责任人］洪亮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五輯 4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洪亮吉 著 

  

 

［正题名］卷施閣集 



［副题名］文甲集卷七～文乙集卷一～卷八 

［第一责任人］洪亮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五輯 4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洪亮吉 著 

  

 

［正题名］卷施閣集 

［副题名］詩集卷一～卷十一 

［第一责任人］洪亮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五輯 4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洪亮吉 著 

  

 

［正题名］卷施閣集 

［副题名］詩集卷十二～卷二十 

［第一责任人］洪亮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五輯 4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洪亮吉 著 

  

 

［正题名］卷施閣集 

［副题名］坿鮚軒詩卷一～卷八 

［第一责任人］洪亮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五輯 4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洪亮吉 著 

  

 

［正题名］蒼虬閣詩 



［书目卷册］卷一～卷五 

［第一责任人］陳曾壽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五輯 4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曾寿 著 

  

 

［正题名］蒼虬閣詩 

［书目卷册］卷六～卷十 

［第一责任人］陳曾壽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五輯 4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曾寿 著 

  

 

［正题名］孫慕韓（寶琦）先生碑銘手扎集 

［第一责任人］楊愷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8 月［1977.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五輯 4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愷龄 辑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平番奏疏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著 

  

 

［正题名］平番奏疏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著 

  

 

［正题名］竺國紀游 

［第一责任人］周藹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蔼联 著 

  

 

［正题名］通商約章類纂 

［书目卷册］卷一～卷四 

［丛书］總類·户類 各國立約年月·訂約·遣使·設領 

［第一责任人］徐宗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七輯 4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宗亮 编 

  

 

［正题名］通商約章類纂 

［书目卷册］卷五～卷六 

［丛书］户類 口岸貿易·貨税 

［第一责任人］徐宗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七輯 4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宗亮 编 

  

 

［正题名］通商約章類纂 

［书目卷册］卷七～卷八 

［丛书］户類 船鈔·子口税 

［第一责任人］徐宗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七輯 4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宗亮 编 

  

 

［正题名］通商約章類纂 

［书目卷册］卷九～卷十二 

［丛书］户類 稽税偷漏·改運·中外權度·免税各物 

［第一责任人］徐宗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七輯 4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宗亮 编 

  

 

［正题名］通商約章類纂 

［书目卷册］卷十三～卷十七 

［丛书］户類 罰例·内地税厘·違禁貨物·税則·償恤 

［第一责任人］徐宗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七輯 4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宗亮 编 

  

 

［正题名］通商約章類纂 

［书目卷册］卷十八～卷廿一 

［丛书］禮類 交際儀文·優待保護·遊歷·學習文藝 

［第一责任人］徐宗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七輯 4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宗亮 编 

  

 

［正题名］通商約章類纂 

［书目卷册］卷廿二～卷廿四 

［丛书］禮·兵·刑類 傳教·疆界·法禁 

［第一责任人］徐宗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七輯 4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宗亮 编 

  

 

［正题名］通商約章類纂 

［书目卷册］卷廿五～卷廿八 

［丛书］刑·工類 獄訟·租傭建置 

［第一责任人］徐宗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七輯 4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宗亮 编 

  

 

［正题名］通商約章類纂 



［书目卷册］卷廿九～卷卅十 

［丛书］工類 招工·行船 

［第一责任人］徐宗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七輯 4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宗亮 编 

  

 

［正题名］通商約章類纂 

［书目卷册］卷卅一～卷卅五 

［丛书］附録 彼此相助·選募洋將·關政·賽會 

［第一责任人］徐宗亮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0 月［1977.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七輯 4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宗亮 编 

  

 

［正题名］變法經緯公例論 

［第一责任人］張鶴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八輯 4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鹤龄 著 

  

 

［正题名］江楚會奏變法三摺 

［第一责任人］劉坤一，張之洞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八輯 4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坤一 撰 

［知识责任］张之洞 撰 

  

 



［正题名］變法自强奏議彙編 

［书目卷册］二 

［书目卷册］卷五～卷十 

［第一责任人］毛佩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八輯 4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毛佩之 辑 

  

 

［正题名］變法自强奏議彙編 

［书目卷册］三 

［书目卷册］卷十一～十六 

［第一责任人］毛佩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八輯 4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毛佩之 辑 

  

 

［正题名］變法自强奏議彙編 

［书目卷册］一 

［书目卷册］卷一～卷四 

［第一责任人］毛佩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八輯 4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毛佩之 辑 

  

 

［正题名］變法自强奏議彙編 

［书目卷册］四 

［书目卷册］卷十七～二十 

［第一责任人］毛佩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八輯 4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毛佩之 辑 

  

 

［正题名］中外交涉煩要表 

 

［正题名］光緒通商覈表 

［第一责任人］錢恂製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八輯 477-4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恂 制 

  

 

［正题名］光緒通商列表 

［第一责任人］揚揩製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八輯 4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扬揩 制 

  

 

［正题名］四川通飭章程 

［第一责任人］鐘慶熙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6 年 12 月［1977.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八輯 4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钟庆熙 辑 

  

 

［正题名］民國大事類表 

［副题名］民國十八年一月至二十二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人文月刊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九輯 4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人文月刊社 编 

  

 

［正题名］民國大事類表 

［副题名］二十二年十二月至二十六年十一月止 

［第一责任人］人文月刊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九輯 4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人文月刊社 编 

  

 

［正题名］參與國際聯合會調査委員會中國代表處説貼 

［第一责任人］顧維鈞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九輯 4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顾维钧 编 

  

 

［正题名］國難會議紀録 

［第一责任人］國難會議秘書处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九輯 4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十九路軍興亡史 

［第一责任人］丘國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九輯 4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丘国珍 著 

  

 

［正题名］第四軍紀實 



［第一责任人］張發奎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九輯 4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发奎 编 

  

 

［正题名］剿匪紀實 

［第一责任人］薛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九輯 4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薛岳 编 

  

 

［正题名］胡上將宗南年譜 

［第一责任人］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九輯 4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戎幕半生 

［副题名］（坿：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劉航琛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九輯 4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航琛 述 

  

 

［正题名］許世英先生紀念集 

［第一责任人］黄伯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1 月［1978.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九輯 4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伯度 编 

  

 

［正题名］徐愚齊自敍年譜 

［第一责任人］徐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輯 4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润 著 

  

 

［正题名］東游六十四日隨筆 

［第一责任人］李春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輯 4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春生 撰 

  

 

［正题名］京師譯學館校友録 

［副题名］坿：民國七年國立北京大學職員履歷表 

［第一责任人］陳初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輯 4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初 辑 

  

 

［正题名］清末各省官自費留日學生姓名表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輯 4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當代中國人物志 

［副题名］（民國二十六年版） 

［第一责任人］厂民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輯 4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厂民 编 

  

 

［正题名］當代中國實業人物志 

［副题名］（民國卅七年版） 

［第一责任人］徐盈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輯 4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盈 编 

  

 

［正题名］史家陳寅恪傳 

［副题名］坿：何廣棪：陳寅恪先生著述目録編年 

［第一责任人］汪榮祖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輯 4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荣祖 撰 

  

 

［正题名］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第一责任人］盛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輯 4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成 著 

  



 

［正题名］旅美鱗爪 

［第一责任人］嚴仁穎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輯 4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岩仁颖 著 

  

 

［正题名］第三届太平洋國交討論會紀要 

［第一责任人］蘇上達，祁仍奚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2 月［1978.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輯 5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苏上达 编 

［知识责任］祁仍奚 编 

  

 

［正题名］閩海贈言 

［第一责任人］沈有容輯 

［第一责任人］黄叔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一輯 5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有容 辑 

［知识责任］黄叔璥 著 

  

 

［正题名］臺灣府志 

［第一责任人］高拱乾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一輯 5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高拱乾 纂 

  

 



［正题名］臺灣關係文獻集零 

［第一责任人］孫承澤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一輯 5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承泽 著 

  

 

［正题名］臺灣對外關係史料 

［第一责任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一輯 5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甲戌公牘鈔存 

［第一责任人］王元穉輯 

［第一责任人］臺灣省立圖書館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一輯 5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元穉 辑 

  

 

［正题名］臺灣詩乘 

［副题名］坿：臺灣詩薈雜文鈔 

［第一责任人］連横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一輯 5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连横 撰 

  

 

［正题名］臺灣語典 

 

［正题名］雅言 



［第一责任人］連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一輯 5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连横 著 

  

 

［正题名］臺灣 

［副题名］（民國十五年版） 

［第一责任人］袁克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一輯 5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克吾 著 

  

 

［正题名］臺灣 

［副题名］坿：漢人著：臺灣革命史 

［书目卷册］（民國卅四年版） 

［第一责任人］袁克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一輯 5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克吾 著 

  

 

［正题名］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録（民國三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3 月［1978.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一輯 5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人事室 编 

  

 

［正题名］舟車所至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青玉山房居士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青玉山房居士 辑 

  

 

［正题名］舟車所至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青玉山房居士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青玉山房居士 辑 

  

 

［正题名］英吉利國記 

［第一责任人］梁廷枬撰 

［第一责任人］袁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附：傅栢鋭編：①中國撫綏西藏略②英國謀通西藏略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廷枬 撰 

［知识责任］袁鉌 撰 

  

 

［正题名］中國經營西域史（民國二十五年版）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曾問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问吾 著 

  

 



［正题名］中國經營西域史（民國二十五年版）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曾問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问吾 著 

  

 

［正题名］中國經營西域史（民國二十五年版）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曾問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问吾 著 

  

 

［正题名］西北邊界地名譯漢考證 

［第一责任人］許景澄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景澄 著 

  

 

［正题名］俄國西伯利東偏紀要 

［第一责任人］曹廷杰撰 

［第一责任人］壁昌，齡山合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15-5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廷杰 撰 

［知识责任］壁昌 著 

［知识责任］龄山 著 

  



 

［正题名］蒙古簡史新編 

［第一责任人］孫福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福坤 著 

  

 

［正题名］盛京奏議（手抄本）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龍江公牘存略 

［第一责任人］何煜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煜 著 

  

 

［正题名］奉天邊務輯要 

［第一责任人］李廷玉，傅疆撰 

［第一责任人］裴其勳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4 月［1978.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二輯 5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廷玉 撰 

［知识责任］傅疆 撰 

［知识责任］裴其勋 撰 

  

 



［正题名］梁任公近著 

［书目卷册］上卷 

［书目卷册］民國十一年版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三輯 5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梁任公近著 

［书目卷册］中卷 

［书目卷册］民國十二年版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三輯 5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梁任公近著 

［书目卷册］下卷 

［书目卷册］民國十二年版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三輯 5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國防論 

［第一责任人］蔣方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三輯 5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方震 著 



  

 

［正题名］新兵制與新兵法 

［第一责任人］蒋方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三輯 5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方震 著 

  

 

［正题名］張君勱先生九秩誕辰紀念冊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孫亞夫，楊毓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三輯 5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亚夫 编 

［知识责任］杨毓滋 编 

  

 

［正题名］張君勱先生九秩誕辰紀念冊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孫亞夫，楊毓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三輯 5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亚夫 编 

［知识责任］杨毓滋 编 

  

 

［正题名］左舜生自選集 

［丛书］政論·時評 

［第一责任人］左舜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三輯 5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左舜生 著 

  

 

［正题名］左舜生自選集 

［丛书］近作·雜文 

［第一责任人］左舜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三輯 5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左舜生 著 

  

 

［正题名］迷惘集 

［第一责任人］張忠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6 月［1978.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三輯 5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忠绂 著 

  

 

［正题名］戊午雜誌 

［书目卷册］一～二期 

［第一责任人］戊午雜誌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參議院公報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七年九·十月 

［书目卷册］第一期第一·二册 

［第一责任人］參議院公報科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参议院公报科 编 

  

 

［正题名］參議院公報 

［书目卷册］三 

［丛书］民國八年二·三月 

［书目卷册］第一期第五·六册 

［第一责任人］參議院公報科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参议院公报科 编 

  

 

［正题名］參議院公報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國七年十一月八年一月 

［书目卷册］第一期第三·四册 

［第一责任人］參議院公報科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参议院公报科 编 

  

 

［正题名］善後會議公報 

［副题名］民國十四年二月第一—二期 

［第一责任人］善後會議秘書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善后会议秘书厅 著 

  

 

［正题名］善後會議公報 

［副题名］民國十四年二月第三期 

［第一责任人］善後會議秘書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善后会议秘书厅 著 

  

 

［正题名］善後會議公報 

［副题名］民國十四年二月第四期 

［第一责任人］善後會議秘書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善后会议秘书厅 著 

  

 

［正题名］善後會議公報 

［副题名］民國十四年三月第五期 

［第一责任人］善後會議秘書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善后会议秘书厅 著 

  

 

［正题名］善後會議公報 

［副题名］民國十四年三月第六期 

［第一责任人］善後會議秘書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善后会议秘书厅 著 

  

 

［正题名］善後會議公報 

［副题名］民國十四年四月第七期 

［第一责任人］善後會議秘書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善后会议秘书厅 著 

  

 

［正题名］善後會議公報 

［副题名］民國十四年五月第八期 

［第一责任人］善後會議秘書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善后会议秘书厅 著 

  

 

［正题名］善後會議公報 

［丛书］民國十四年五月第九期 

［第一责任人］善後會議秘書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四輯 5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善后会议秘书厅 著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一卷第一、二期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一卷第三、四期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一卷第五、六期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一卷第七、八期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一卷第九、十期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二卷第一、二期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二卷第三、四期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二卷第五、六期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二卷第七、八期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大中華雜誌 

［书目卷册］第二卷第九、十期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五輯 5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主编 

  

 

［正题名］民權素 

［书目卷册］第一集 

［丛书］民國三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劉鐵冷，蔣著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铁冷 编 

［知识责任］蒋著超 编 



  

 

［正题名］民權素 

［书目卷册］第二·三集 

［丛书］民國三年七·九月 

［第一责任人］蔣著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六輯 5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著超 编 

  

 

［正题名］民權素 

［书目卷册］第四·五集 

［丛书］民國三年一、三月 

［第一责任人］蔣著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六輯 5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著超 编 

  

 

［正题名］民權素 

［书目卷册］第六·七集 

［丛书］民國四年五·六月 

［第一责任人］蔣著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六輯 5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著超 编 

  

 

［正题名］民權素 

［书目卷册］第八·九集 

［丛书］民國四年七·八月 

［第一责任人］蔣著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六輯 5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著超 编 

  

 

［正题名］民權素 

［书目卷册］第十·十一集 

［丛书］民國四年九·十月 

［第一责任人］蔣著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六輯 5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著超 编 

  

 

［正题名］民權素 

［书目卷册］第十二集 

［丛书］民國四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蔣著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六輯 5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著超 编 

  

 

［正题名］民權素 

［书目卷册］第十三集 

［丛书］民國四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蔣著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六輯 5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著超 编 

  

 

［正题名］民權素 

［书目卷册］第十四·十五集 



［丛书］民國五年一·二月 

［第一责任人］蔣著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六輯 5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著超 编 

  

 

［正题名］民權素 

［书目卷册］第十六·十七集 

［丛书］民國五年三·四月 

［第一责任人］蔣著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六輯 5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著超 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一～二期 

［丛书］民國十九年一～二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七輯 5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三～｀｀五期 

［丛书］民國十九年三～五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七輯 5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六～九期 

［丛书］民國十九年六～九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七輯 5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十二期 

［丛书］民國十九年十～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七輯 5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三～十五期 

［丛书］民國廿十年一～三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七輯 5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六期 

［丛书］民國廿十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七輯 5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七～十八期 

［丛书］民國廿十年七～九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七輯 5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十九～廿十期 

［丛书］民國廿十年十一月～廿一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七輯 5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廿一～廿三期 

［丛书］民國廿一年四月～八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七輯 5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廿四～廿五期 

［丛书］民國廿一年十～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七輯 5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廿六～廿七期 

［丛书］民國廿二年一～三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八輯 5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廿八～廿九期 

［丛书］民國廿二年五～六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八輯 5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廿十～三二期 

［丛书］民國廿二年七～九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八輯 5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卅三～卅五期 

［丛书］民國廿二年十～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八輯 5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卅六～卅八期 

［丛书］民國廿三年二～三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八輯 5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卅九～四十一期 

［丛书］民國廿三年四～六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八輯 5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四十二～四十三期 

［丛书］民國二三年七～八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八輯 5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四十四～四十五期 

［丛书］民國二三年九～十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八輯 5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四十六～四十七期 

［丛书］民國廿三年十一～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八輯 5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四十八～五十期 

［丛书］民國廿四年一～三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八輯 5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五十一～五十三期 

［丛书］民國廿四年四～六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五十四～五十六期 

［丛书］民國廿四年七～九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九輯 5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五十七～五十九期 

［丛书］民國廿四年十～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九輯 5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六十～六十二期 

［丛书］民國廿五年一～三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九輯 5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六十三～六十五期 

［丛书］民國廿五年四～六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九輯 5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六十六～六十八期 

［丛书］民國廿五年七～九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九輯 5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六十九～七十一期 

［丛书］民國廿五年十～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九輯 5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七十二～七十三期 

［丛书］民國廿六年一～二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九輯 5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七十四～七十五期 

［丛书］民國廿六年三～四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九輯 5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建設委員會公報 

［书目卷册］第七十六～七十七期 

［丛书］民國廿六年五～六月 

［第一责任人］建設委員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9 月［1978.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五十九輯 5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書典故彙紀 

［书目卷册］卷一～卷三 

［丛书］官制·職掌 

［第一责任人］王正功纂輯 

［译者］趙輯寧校補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輯 5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正功 纂辑 

［次知识责任］赵辑宁 校補 

  

 

［正题名］中書典故彙紀 

［书目卷册］卷四～卷六 

［丛书］儀式·恩遇·建置 

［第一责任人］王正功纂輯 

［译者］趙輯寧校補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輯 5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正功 纂辑 

［次知识责任］赵辑宁 校補 

  

 

［正题名］中書典故彙紀 

［书目卷册］卷七～卷八 

［丛书］題名·雜録 

［第一责任人］王正功纂輯 

［译者］趙輯寧校補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輯 5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正功 纂辑 

［次知识责任］赵辑宁 校補 

  

 

［正题名］越縵堂國事日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吴語亭編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輯 5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语亭 编註 

  

 

［正题名］越縵堂國事日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吴語亭編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輯 5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语亭 编註 

  

 

［正题名］越縵堂國事日記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吴語亭編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輯 5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语亭 编註 

  

 

［正题名］越縵堂國事日記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吴語亭編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輯 5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语亭 编註 

  

 

［正题名］越縵堂國事日記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吴語亭編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輯 5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语亭 编註 

  

 

［正题名］越縵堂國事日記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吴語亭編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輯 5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语亭 编註 

  

 

［正题名］越縵堂日記索引 

［第一责任人］金梁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11 月［197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輯 6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梁 编 

  

 

［正题名］樊榭山房全集 

［丛书］詩八卷·詞二卷 

［第一责任人］厲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一輯 6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厉鹗 著 

  

 

［正题名］樊榭山房全集 

［丛书］續集：詩八卷·詞二卷 

［第一责任人］厲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一輯 6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厉鹗 著 

  

 

［正题名］樊榭山房全集 

［丛书］文集八卷·集外詩·詞·曲三卷 

［第一责任人］厲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一輯 6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厉鹗 著 

  

 

［正题名］樊榭山房全集 

［副题名］集外詩·詞·文（坿）振綺堂詩存·松聲池舘詩存 

［第一责任人］厲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一輯 6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厉鹗 著 

  

 

［正题名］樊山集 

［书目卷册］卷一至廿二 

［第一责任人］樊增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一輯 6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樊增祥 著 

  

 

［正题名］樊山集 

［书目卷册］卷廿三至廿八 

［丛书］續集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八 

［第一责任人］樊增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一輯 6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樊增祥 著 

  

 

［正题名］樊山集 

［丛书］續集 

［书目卷册］卷九至廿二 

［第一责任人］樊增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一輯 6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樊增祥 著 

  

 

［正题名］樊山集 

［丛书］續集 

［书目卷册］卷廿三至廿八 

［丛书］公牘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三 

［第一责任人］樊增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一輯 6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樊增祥 著 

  

 

［正题名］樊山集 

［丛书］批判卷一至卷十一 

［第一责任人］樊增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一輯 6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樊增祥 著 

  

 

［正题名］樊山集 

［丛书］批判卷十二至卷十四·詠古詩·試帖·詞鈔·時之 

［第一责任人］樊增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12 月［197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一輯 6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樊增祥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工業史資料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孫疏棠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疏棠 编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工業史資料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孫疏棠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疏棠 编 

  

 

［正题名］中國厘金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羅玉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二輯 6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玉东 著 

  

 

［正题名］中國厘金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羅玉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二輯 6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玉东 著 

  

 

［正题名］中國金融年鑑 

［丛书］民國二十八年版 

［第一责任人］沈雷春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二輯 6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雷春 编 

  

 

［正题名］中國縣銀行年鑑 

［副题名］民國三十七年版 

［第一责任人］王沿津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二輯 6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沿津 编 

  

 

［正题名］南通張季直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紀念集 

［第一责任人］李通甫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二輯 6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通甫 编 



  

 

［正题名］波逐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胡光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二輯 6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光麃 著 

  

 

［正题名］周佩箴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周王洵端識 

［第一责任人］俞氏紀念委員會編 

［第一责任人］張公權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二輯 617-6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王洵 端识 

［知识责任］张公权 著 

  

 

［正题名］尹仲容先生紀念集 

［第一责任人］尹氏紀念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9 年 3 月［1979.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二輯 6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尹氏纪念委员会 编 

  

 

［正题名］欽定宫中現行則例 

［书目卷册］卷一 

［丛书］訓諭 

［第一责任人］内務府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三輯 6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附：邵陽尹母石太夫人自撰年譜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内务府 辑 

  

 

［正题名］欽定宫中現行則例 

［书目卷册］卷二 

［丛书］名號·玉牒·禮儀·宴儀·冊寶·典故·服色 

［第一责任人］内務府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三輯 6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内务府 辑 

  

 

［正题名］欽定宫中現行則例 

［书目卷册］卷三 

［丛书］宫規·宫分·舖宫·車輿·遇喜·安設·進春·謝恩 

［第一责任人］内務府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三輯 6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内务府 辑 

  

 

［正题名］欽定宫中現行則例 

［书目卷册］卷四 

［丛书］錢糧·歲修·太監·太監服色·門禁·處分 

［第一责任人］内務府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三輯 6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内务府 辑 

  

 

［正题名］内務府慶典成案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三 

［丛书］禮·工部 

［第一责任人］内務府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三輯 6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内务府 辑 

  

 

［正题名］清代各得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 

［第一责任人］章伯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三輯 6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伯绛 编 

  

 

［正题名］清季新設職官年表 

［第一责任人］錢寶甫編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三輯 6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宝甫 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清代地理沿革表 

［第一责任人］趙泉澄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三輯 6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泉澄 著 

  

 

［正题名］清代名人翰墨續集 

［第一责任人］黄氏憶江南館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三輯 6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近代名人翰墨 

［第一责任人］黄氏憶江南館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8 年 2 月［1979.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三輯 6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遼東疏稿 

［第一责任人］畢自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四輯 6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毕自肃 著 

  

 

［正题名］清史論叢 

［书目卷册］第一集 

［第一责任人］存萃學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四輯 6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史論叢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存萃學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四輯 6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史論叢 

［书目卷册］第三集 

［第一责任人］存萃學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四輯 6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附：村山緯·北條鉉·大清三朝事略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眉廬叢話·餐攖廡隨筆 

［第一责任人］沈蕙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四輯 6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蕙风 著 

  

 

［正题名］曾胡談薈 

［第一责任人］徐凌霄著 

［第一责任人］徐一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四輯 6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凌霄 著 

［知识责任］徐一士 著 

  

 

［正题名］凌霄·一士隨筆 

［第一责任人］徐凌霄徐一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四輯 6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凌霄徐一士 著 

  

 

［正题名］凌霄·一士隨筆 



［第一责任人］徐凌霄，徐一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四輯 6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凌霄 著 

［知识责任］徐一士 著 

  

 

［正题名］凌霄·一士隨筆 

［第一责任人］徐凌霄徐一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四輯 6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凌霄徐一士 著 

  

 

［正题名］清末職官表 

［丛书］光緒三十四年六月至十二月 

［丛书］宣統元年一月至十二月 

［丛书］宣統二年一月至七月 

［丛书］宣統三年一月至七月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8 年 3 月［1979.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四輯 6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左文襄公（宗棠）全集 

［丛书］首卷·國史本傳 奏稿卷一～卷十二 

［第一责任人］楊書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五輯 6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书霖 编 

  



 

［正题名］左文襄公（宗棠）全集 

［丛书］奏稿卷十三～卷廿五 

［第一责任人］楊書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五輯 6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书霖 编 

  

 

［正题名］左文襄公（宗棠）全集 

［丛书］奏稿卷廿六～卷三九 

［第一责任人］楊書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五輯 6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书霖 编 

  

 

［正题名］左文襄公（宗棠）全集 

［丛书］奏稿卷四十～卷五十三 

［第一责任人］楊書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五輯 6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书霖 编 

  

 

［正题名］左文襄公（宗棠）全集 

［丛书］奏稿卷五十四～卷六十四·謝摺兩卷 

［第一责任人］楊書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五輯 6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书霖 编 

  



 

［正题名］左文襄公（宗棠）全集 

［丛书］文集·詩集·聯語·説帖 書牘卷一～卷十二 

［第一责任人］楊書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五輯 6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书霖 编 

  

 

［正题名］左文襄公（宗棠）全集 

［丛书］書牘十三～卷廿六 

［第一责任人］楊書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五輯 6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书霖 编 

  

 

［正题名］左文襄公（宗棠）全集 

［丛书］批扎·咨扎·告示 

［第一责任人］楊書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五輯 6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书霖 编 

  

 

［正题名］左文襄公（宗棠）全集 

［丛书］張大司馬奏稿·駱文忠奏稿 

［第一责任人］楊書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五輯 6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书霖 编 

  



 

［正题名］征西紀略 

［第一责任人］曾毓瑜著 

［第一责任人］奎順輯 

［第一责任人］袁大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8 年 7 月［1979.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五輯 6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毓瑜 著 

［知识责任］奎顺 辑 

［知识责任］袁大化 著 

  

 

［正题名］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 

［第一责任人］謝國禎著 

［第一责任人］盧湘父著 

［第一责任人］炎培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六輯 6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书名页有误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国祯 著 

［知识责任］卢湘父 著 

［知识责任］炎培 辑 

  

 

［正题名］近代中國教育史料 

［第一责任人］舒新城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六輯 6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舒新城 辑 

  

 

［正题名］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 

［书目卷册］一 

［书目卷册］創刊號至第四號 

［第一责任人］北大研究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六輯 6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 

［书目卷册］二 

［书目卷册］第五號至第八號 

［第一责任人］北大研究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六輯 6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大學院公報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十七年一月至二月 

［书目卷册］第一期～第二期 

［第一责任人］大學院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六輯 6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大學院公報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國十七年三月至四月 

［书目卷册］第三期～第四期 

［第一责任人］大學院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六輯 6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大學院公報 

［书目卷册］三 



［丛书］民國十七年五月至六月 

［书目卷册］第五期～第六期 

［第一责任人］大學院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六輯 6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越風半月刊 

［书目卷册］一 

［丛书］第一期～第七期 

［第一责任人］黄萍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六輯 6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萍荪 编 

  

 

［正题名］越風半月刊 

［书目卷册］二 

［丛书］第八期～第十五期 

［第一责任人］黄萍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六輯 6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萍荪 编 

  

 

［正题名］越風半月刊 

［书目卷册］三 

［丛书］第十六期～第二十四期 

［第一责任人］黄萍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8 年 7 月［1979.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六輯 6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萍荪 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國内外大事記 

［丛书］光緒二十九年～三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李振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七輯 6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华 辑 

  

 

［正题名］近代中國國内外大事記 

［丛书］宣統元年 

［第一责任人］李振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七輯 6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华 辑 

  

 

［正题名］近代中國國内外大事記 

［丛书］宣統二年～三年 

［第一责任人］李振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七輯 6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华 辑 

  

 

［正题名］近代中國國内外大事記 

［丛书］民國元年～二年 

［第一责任人］李振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七輯 6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华 辑 



  

 

［正题名］近代中國國内外大事記 

［丛书］民國三年 

［第一责任人］李振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七輯 6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华 辑 

  

 

［正题名］近代中國國内外大事記 

［丛书］民國四年—八年 

［第一责任人］李振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七輯 6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华 辑 

  

 

［正题名］近代中國國内外大事記 

［丛书］民國九年—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李振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七輯 6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华 辑 

  

 

［正题名］近代中國國内外大事記 

［丛书］民國十三年—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李振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七輯 6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华 辑 



  

 

［正题名］近代中國國内外大事記 

［丛书］民國十七年—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李振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七輯 6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华 辑 

  

 

［正题名］近代中國國内外大事記 

［丛书］民國二十一年—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李振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8 年 8 月［197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七輯 6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华 辑 

  

 

［正题名］黄公度（遵憲）先生傳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吴天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八輯 6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天任 著 

  

 

［正题名］黄公度（遵憲）先生傳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吴天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八輯 6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天任 著 



  

 

［正题名］式洪室詩文遺稿 

［第一责任人］梁慶桂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八輯 6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庆桂 著 

  

 

［正题名］梁誠的出使美國 

［第一责任人］羅香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八輯 6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香林 著 

  

 

［正题名］半生雜記 

［第一责任人］李紹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八輯 6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绍昌 著 

  

 

［正题名］余嘉錫論學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余嘉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八輯 6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余嘉锡 著 

  

 

［正题名］余嘉錫論學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余嘉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八輯 6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余嘉锡 著 

  

 

［正题名］今傳是樓詩話 

［第一责任人］王逸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八輯 6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逸塘 著 

  

 

［正题名］近世人物志 

［第一责任人］金梁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八輯 6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梁 辑 

  

 

［正题名］清代名人墨蹟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8 年 9 月［197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八輯 6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惜抱軒文集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十 

［第一责任人］姚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九輯 6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鼐 著 

  

 

［正题名］惜抱軒文集 

［书目卷册］卷十四至卷十六 

［丛书］後集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十 

［第一责任人］姚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九輯 6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鼐 著 

  

 

［正题名］大雲山房文槀初集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二 

［第一责任人］惲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九輯 6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恽敬 著 

  

 

［正题名］大雲山房文槀初集 

［书目卷册］卷三至卷四 

［第一责任人］惲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九輯 6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恽敬 著 

  

 

［正题名］大雲山房文槀二集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三 



［第一责任人］惲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九輯 6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恽敬 著 

  

 

［正题名］大雲山房文槀二集 

［书目卷册］卷四 

［丛书］言事卷一至卷二 

［第一责任人］惲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九輯 6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恽敬 著 

  

 

［正题名］陽湖張惠言先生手稿 

［第一责任人］荘鶴礽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九輯 6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庄鹤礽 藏 

  

 

［正题名］晦明軒稿 

［第一责任人］楊守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九輯 6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守敬 著 

  

 

［正题名］湉廬遺稿 

［第一责任人］程懋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九輯 6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懋圻 著 

  

 

［正题名］湘潭袁氏家集 

［第一责任人］袁榮法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8 年 11 月［1979.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九輯 6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荣法 著 

  

 

［正题名］李文忠公（鴻章）全集 

［丛书］卷首 奏稿卷一～卷二○ 

［第一责任人］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輯 6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文忠公（鴻章）全集 

［丛书］奏稿二一～卷四○ 

［第一责任人］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輯 6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文忠公（鴻章）全集 

［丛书］奏稿四一～卷六○ 

［第一责任人］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輯 6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文忠公（鴻章）全集 

［丛书］奏稿六一～卷八○ 

［第一责任人］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輯 6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文忠公（鴻章）全集 

［丛书］朋僚函稿卷一～卷二○ 

［第一责任人］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輯 6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文忠公（鴻章）全集 

［丛书］譯署函稿卷一～卷二○ 

［丛书］蠶池教堂函稿 

［丛书］海軍函稿卷一～卷四 

［第一责任人］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輯 6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文忠公（鴻章）全集 

［丛书］電稿卷一—卷二○ 

［第一责任人］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輯 6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文忠公（鴻章）全集 

［丛书］電稿卷二一—卷四○ 

［第一责任人］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輯 6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 

［第一责任人］年子敏編 

［第一责任人］李書春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輯 6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年子敏 编 

［知识责任］李书春 编 

  

 

［正题名］李文章年（日）譜 

［第一责任人］竇宗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9 年 1 月［1980.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輯 7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窦宗一 编 

  

 

［正题名］中東戰紀本末 

［丛书］卷一～卷二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著譯 



［译者］蔡爾康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一輯 7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著译 

［次知识责任］蔡尔康 纂辑 

  

 

［正题名］中東戰紀本末 

［丛书］卷三～卷四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著譯 

［译者］蔡爾康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一輯 7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著译 

［次知识责任］蔡尔康 纂辑 

  

 

［正题名］中東戰紀本末 

［丛书］卷五～卷六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著譯 

［译者］蔡爾康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一輯 7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著译 

［次知识责任］蔡尔康 纂辑 

  

 

［正题名］中東戰紀本末 

［书目卷册］卷七～卷八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著譯 

［译者］蔡爾康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一輯 7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著译 

［次知识责任］蔡尔康 纂辑 

  

 

［正题名］抗戰八年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王平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一輯 7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平 编著 

  

 

［正题名］抗戰八年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王平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一輯 7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平 编著 

  

 

［正题名］海南抗戰紀要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海南抗戰卅週年紀念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一輯 7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海南抗戰紀要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海南抗戰卅週年紀念會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一輯 7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 

［第一责任人］何應欽講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一輯 7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应钦 讲 

  

 

［正题名］在日辦理賠償歸還工作綜述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9 年 2 月［1980.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一輯 7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統編 

［书目卷册］卷一—卷十五 

［丛书］文教 

［第一责任人］邵之棠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二輯 7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之棠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統編 

［书目卷册］卷十六—卷廿一 

［丛书］地舆 

［第一责任人］邵之棠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二輯 7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之棠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統編 

［书目卷册］卷廿二—卷三十 

［丛书］地舆·内政 

［第一责任人］邵之棠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二輯 7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之棠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統編 

［书目卷册］卷三十一～卷四十五 

［丛书］内政 

［第一责任人］邵之棠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二輯 7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之棠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統編 

［书目卷册］卷四十六—卷五十五 

［丛书］外交 

［第一责任人］邵之棠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二輯 7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之棠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統編 

［书目卷册］卷五十六—卷六十六 

［丛书］理財 

［第一责任人］邵之棠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二輯 7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之棠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統編 

［书目卷册］卷六十七—卷七十四 

［丛书］理財·經武 

［第一责任人］邵之棠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二輯 7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之棠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統編 

［书目卷册］卷七十五～卷八十六 

［丛书］經武 

［第一责任人］邵之棠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二輯 7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之棠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統編 

［书目卷册］卷八十七～卷九十九 

［丛书］考工·格物 

［第一责任人］邵之棠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二輯 7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之棠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統編 

［书目卷册］卷一○○～卷一○七 



［丛书］通論·雜著 

［第一责任人］邵之棠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9 年 4 月［1980.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二輯 7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之棠 辑 

  

 

［正题名］碑傳集三編 

［书目卷册］卷一～卷五 

［丛书］卷首·作者紀略·宰輔·部院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三輯 7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兆镛 辑 

  

 

［正题名］碑傳集三編 

［书目卷册］卷六～卷十 

［丛书］部院·翰詹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三輯 7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兆镛 辑 

  

 

［正题名］碑傳集三編 

［书目卷册］卷十一～卷十五 

［丛书］科道·部屬·督撫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三輯 7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兆镛 辑 



  

 

［正题名］碑傳集三編 

［书目卷册］卷十六～卷十九 

［丛书］督撫·河臣·使臣·監司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三輯 7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兆镛 辑 

  

 

［正题名］碑傳集三編 

［书目卷册］卷廿十～卷廿五 

［丛书］監司·守令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三輯 7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兆镛 辑 

  

 

［正题名］碑傳集三編 

［书目卷册］卷廿六～卷三十 

［丛书］守令·校官·佐貳·武臣·忠節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三輯 7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兆镛 辑 

  

 

［正题名］碑傳集三編 

［书目卷册］卷卅一～卷卅四 

［丛书］忠節·儒林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三輯 7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兆镛 辑 

  

 

［正题名］碑傳集三編 

［书目卷册］卷卅五～卷卅九 

［丛书］儒林·文苑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三輯 7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兆镛 辑 

  

 

［正题名］碑傳集三編 

［书目卷册］卷四十～卷四三 

［丛书］文苑·算學·孝友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三輯 7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兆镛 辑 

  

 

［正题名］碑傳集三編 

［书目卷册］卷四四～卷五十 

［丛书］孝友·義行·獨行·烈女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9 年 5 月［1980.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三輯 7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兆镛 辑 

  

 

［正题名］沈光文（斯菴）先生專集 

［第一责任人］侯中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四輯 7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侯中一 编 

  

 

［正题名］東槎紀略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四輯 7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東溟奏稿 

［第一责任人］姚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四輯 7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莹 著 

  

 

［正题名］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 

［第一责任人］馮田，吴幅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四輯 7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冯田 著 

［知识责任］吴幅员 著 

  

 

［正题名］法軍侵臺檔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伯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四輯 7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伯琴 编 

  

 

［正题名］法軍侵臺檔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伯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四輯 7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伯琴 编 

  

 

［正题名］法軍侵臺檔補編 

［第一责任人］吴幅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四輯 7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幅员 著 

  

 

［正题名］臺灣通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連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四輯 7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连横 著 

  

 

［正题名］臺灣通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連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四輯 7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连横 著 

  

 

［正题名］臺灣通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連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9 年 6 月［1980.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四輯 7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连横 著 

  

 

［正题名］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六 

［第一责任人］吴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五輯 7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修 编 

  

 

［正题名］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书目卷册］卷七至卷十二 

［第一责任人］吴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五輯 7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修 编 

  

 

［正题名］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书目卷册］卷十三至卷十八 

［第一责任人］吴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五輯 7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修 编 

  

 

［正题名］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书目卷册］卷十九至卷廿四 

［第一责任人］吴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五輯 7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修 编 

  

 

［正题名］昭代名人尺牘小傳續集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六 

［第一责任人］吴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五輯 7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修 编 

  

 

［正题名］昭代名人尺牘小傳續集 

［书目卷册］卷七至卷十二 

［第一责任人］吴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五輯 7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修 编 

  

 

［正题名］昭代名人尺牘小傳續集 

［书目卷册］卷十三至卷十八 

［第一责任人］吴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五輯 7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修 编 

  

 

［正题名］昭代名人尺牘小傳續集 

［书目卷册］卷十九至卷廿四 

［第一责任人］吴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五輯 7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修 编 

  

 

［正题名］清代名人書扎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五輯 7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歷代名人年譜總目 

［第一责任人］王寶先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9 年 8 月［1980.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五輯 7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宝先 编 

  

 

［正题名］鳳臺·永寧祗謁筆記 

［第一责任人］董恂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六輯 7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董恂 撰 



  

 

［正题名］故都變遷紀略 

［第一责任人］余啓昌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六輯 7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余启昌 编 

  

 

［正题名］江南園林志 

［第一责任人］童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六輯 7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童寯 著 

  

 

［正题名］江蘇兵事紀略 

［第一责任人］陳作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六輯 7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作霖 著 

  

 

［正题名］兩浙宦游紀略 

［第一责任人］戴槃著 

［第一责任人］黄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六輯 7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戴槃 著 

［知识责任］黄侗 著 

  

 



［正题名］廣西善後芻議 

［第一责任人］蕭鳳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六輯 7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鳳韶 著 

  

 

［正题名］治臺必告録 

［书目卷册］卷一～卷四 

［第一责任人］丁日健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六輯 7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日健 编 

  

 

［正题名］治臺必告録 

［书目卷册］卷五～卷八 

［第一责任人］丁日健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六輯 7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日健 编 

  

 

［正题名］西北視察記 

［书目卷册］一 

［丛书］附：江河水災視察記 

［第一责任人］陳賡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六輯 7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赓雅 著 

  

 



［正题名］西北視察記 

［书目卷册］二 

［丛书］附：江河水災視察記 

［第一责任人］陳賡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9 年 9 月［1980.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六輯 7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赓雅 著 

  

 

［正题名］丁中丞（日昌）政書 

［丛书］撫吴奏稿六卷 

［第一责任人］温廷敬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七輯 7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温廷敬 编 

  

 

［正题名］丁中丞（日昌）政書 

［丛书］撫閩奏稿四卷 

［第一责任人］温廷敬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七輯 7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温廷敬 编 

  

 

［正题名］丁中丞（日昌）政書 

［丛书］藩吴公牘十五卷 

［第一责任人］温廷敬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七輯 7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温廷敬 编 

  



 

［正题名］丁中丞（日昌）政書 

［丛书］巡滬公牘七卷 

［第一责任人］温廷敬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七輯 7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温廷敬 编 

  

 

［正题名］丁中丞（日昌）政書 

［丛书］淮鹺摘要三卷 

［丛书］公牘一卷 

［第一责任人］温廷敬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七輯 7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温廷敬 编 

  

 

［正题名］敏求軒述記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二 

［第一责任人］陳世箴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七輯 7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世箴 辑 

  

 

［正题名］敏求軒述記 

［书目卷册］卷三至卷六 

［第一责任人］陳世箴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七輯 7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世箴 辑 



  

 

［正题名］敏求軒述記 

［书目卷册］卷七至卷十 

［第一责任人］陳世箴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七輯 7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世箴 辑 

  

 

［正题名］敏求軒述記 

［书目卷册］卷十一至卷十二 

［第一责任人］陳世箴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七輯 7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世箴 辑 

  

 

［正题名］敏求軒述記 

［书目卷册］卷十三至卷十六 

［第一责任人］陳世箴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9 年 10 月［1980.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七輯 7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世箴 辑 

  

 

［正题名］民國十年之吴佩孚 

［副题名］附：得一齋主人編：吴佩孚戰史 

［第一责任人］改造湖北同志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輯 7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得一齋主人 編 

［知识责任］改造湖北同志会 编 

  

 

［正题名］子馨文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其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其昌 著 

  

 

［正题名］子馨文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其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其昌 著 

  

 

［正题名］珠沈滄海 

［副题名］李萬居先生传 

［第一责任人］楊瑞先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台湾/现代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瑞先 著 

  

 

［正题名］左舜先生紀念冊 

［第一责任人］周寶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0 年 4 月［198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宝三 编 

  

 

［正题名］宣統皇帝秘聞 

［第一责任人］潘際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潘际坰 著 

  

 

［正题名］五二三蒙難二十周年紀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五二三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五二三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羅大愚先生紀念集 

［第一责任人］羅大愚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0 年 5 月［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大愚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鄭子尹（珍）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凌惕安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凌惕安 编著 

  

 

［正题名］不匱室詩鈔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胡漢民著 

［第一责任人］陳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诗词/作品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汉民 著 

［知识责任］陈融 著 

  

 

［正题名］不匱室詩鈔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胡漢民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诗词/作品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汉民 著 

［知识责任］陈融 著 

  

 

［正题名］不匱室詩鈔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胡漢民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诗词/作品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汉民 著 

［知识责任］陈融 著 

  

 

［正题名］魚千里齋隨筆 

［第一责任人］李漁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0 年 5 月［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渔叔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畫史 

［第一责任人］江漢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江汉出版社 编 

  

 

［正题名］五車書室見聞録 

［第一责任人］帥學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帅学富 著 

  

 

［正题名］七十浮生塵影録 

［第一责任人］鄧翔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翔海 著 

  

 

［正题名］正定王氏家傳 

［副题名］附：王蔭祐覺華龕詩存 

［第一责任人］王耕心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复印本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耕心 撰 

  

 

［正题名］武昌革命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曹慶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六輯 8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庆云 著 

  

 

［正题名］武昌革命史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曹慶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六輯 8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庆云 著 

  

 

［正题名］武昌革命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曹慶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六輯 8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庆云 著 

  

 

［正题名］湖北革命知之録 

［第一责任人］張義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六輯 8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义癡 编 

  

 

［正题名］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 

［第一责任人］章裕昆著 

［第一责任人］丁士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六輯 8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裕昆 著 

［知识责任］丁士源 著 

  

 

［正题名］共和關鍵録 

［第一责任人］觀渡廬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六輯 8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观渡庐 著 

  

 

［正题名］張世膺烈士遺墨 

［第一责任人］陳和銑藏 

［第一责任人］趙世瑄著 

［译者］趙令嫻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六輯 8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和铣 藏 

［知识责任］赵世瑄 著 

［知识责任］赵令娴 藏 

  

 

［正题名］革命史譚 

［第一责任人］陸丹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六輯 8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丹林 著 

  

 

［正题名］中國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貝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六輯 8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贝华 著 

  

 

［正题名］民國職官表（民國元年一月至民國七年六月止） 

［第一责任人］東方雜誌社編 

［第一责任人］汪中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0 年 11 月［1981.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六輯 8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中 著 

  

 

［正题名］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民國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吴敬恒序 

［译者］章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8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敬恒 序 

［知识责任］章进 编 

  

 

［正题名］中國共産黨之透視（民國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内組織部調査科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8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共匪西竄記（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书目卷册］上 

［书目卷册］第一編至第九編 

［第一责任人］胡羽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8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羽高 编 

  

 

［正题名］共匪西竄記（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书目卷册］下 

［书目卷册］第十編至第十五編·坿編 

［第一责任人］胡羽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8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羽高 编 

  

 

［正题名］蘇俄據東北（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董彦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8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董彦平 著 

  

 

［正题名］美國與中國之關係（中譯本） 

［第一责任人］美國國務院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8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爲什麼失去大陸（民國五十三年）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陳孝威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8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孝威 著 

  

 

［正题名］爲什麼失去大陸（民國五十三年）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陳孝威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8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孝威 著 

  

 

［正题名］和談覆轍在中國（民國五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張九如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8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九如 著 

  

 

［正题名］我的回憶 

［第一责任人］劉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1 年 1 月［1982.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8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峙 著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目録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八輯 8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田賦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八輯 8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田賦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八輯 8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田賦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八輯 8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户役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八輯 8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水利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八輯 8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水利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八輯 8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漕運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八輯 8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錢幣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八輯 8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塩法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1 年 2 月［1982.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八輯 8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權征一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九輯 8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權征二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九輯 8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權征三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九輯 8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市易一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九輯 8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市易二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九輯 8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鑛政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九輯 8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倉庫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九輯 8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國用一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九輯 8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國用二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九輯 8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國用三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1 年 4 月［1982.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九輯 8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選舉一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輯 8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選舉二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輯 8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學校一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輯 8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學校二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輯 8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職官一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輯 8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職官二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輯 8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禮一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輯 8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禮二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輯 8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禮三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輯 8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禮四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1 年 5 月［1982.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輯 9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樂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一輯 9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兵一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一輯 9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兵二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一輯 9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兵三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一輯 9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兵四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一輯 9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刑一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一輯 9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刑二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一輯 9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刑三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一輯 9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刑四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一輯 9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刑五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1 年 6 月［1982.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一輯 9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象緯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二輯 9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方輿一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二輯 9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方輿二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二輯 9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方輿三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二輯 9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郵政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二輯 9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外交一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二輯 9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外交二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二輯 9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外交三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二輯 9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外交四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二輯 9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皇朝政典類纂 

［丛书］外交五 

［第一责任人］席裕福，沈師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1 年 7 月［1982.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二輯 9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席裕福 辑 

［知识责任］沈师徐 辑 

  

 

［正题名］辛卯侍行記 



［丛书］卷一～卷三 

［第一责任人］陶保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三輯 9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保廉 著 

  

 

［正题名］辛卯侍行記 

［书目卷册］卷四～卷六 

［第一责任人］陶保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三輯 9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保廉 著 

  

 

［正题名］中國鐵路志（民國四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凌鴻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三輯 9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凌鸿勋 著 

  

 

［正题名］鐵路·電信七十五週年紀念刊 

［第一责任人］王開節，修域，錢其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三輯 9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 节 编 

［知识责任］修域 编 

［知识责任］钱其琮 编 

  

 

［正题名］郵政六十週年紀念刊 



［丛书］附：①清代交通人物小傳 ②從業人員經驗談 

［第一责任人］王開節，何縱炎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三輯 9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 节 编 

［知识责任］何纵炎 编 

  

 

［正题名］中國公路史（民國四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周一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三輯 9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一士 著 

  

 

［正题名］漢冶萍公司史略 

［第一责任人］全漢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三輯 9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全汉昇 著 

  

 

［正题名］石油人史話 

［第一责任人］凌鴻勳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三輯 9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凌鸿勳 著 

  

 

［正题名］東北之交通 

［丛书］附：張恪惟著：東北抗日得鐵路政策 

［第一责任人］王奉瑞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三輯 9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奉瑞 著 

  

 

［正题名］中國商戰失敗史（一八七六～九一五） 

［第一责任人］龐淞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1 年 7 月［1982.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三輯 9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庞淞 著 

  

 

［正题名］郭華野（琇）先生疏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郭廷翼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9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廷翼 校 

  

 

［正题名］郭華野（琇）先生疏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郭廷翼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9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廷翼 校 

  

 

［正题名］郭華野（琇）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郭廷翼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9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廷翼 校 

  

 

［正题名］顔習齋（元）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李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9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塨 编 

  

 

［正题名］李恕谷（塨）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馮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9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冯辰 撰 

  

 

［正题名］魏叔子（禧）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温聚民著 

［第一责任人］湯中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936-9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温聚民 著 

［知识责任］汤中 著 

  

 

［正题名］心史叢刊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9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心史叢刊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9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心史叢刊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9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清史講義 

［第一责任人］汪榮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9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荣宝 著 

  

 

［正题名］觚賸 

［第一责任人］鈕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1 年 10 月［1982.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9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钮琇 著 

  

 

［正题名］鴉片戰争之研究（資料篇） 

［第一责任人］佐佐木正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五輯 9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佐佐木正哉 编 

  

 

［正题名］鴉片戰争史 

［第一责任人］武堉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五輯 9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武堉干 著 

  

 

［正题名］鴉片戰争史實考 

［第一责任人］姚薇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五輯 9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薇元 著 

  

 

［正题名］太平天國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張霄鳴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五輯 9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霄鸣 著 

  

 

［正题名］太平天國史稿 



［第一责任人］貴縣羅氏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五輯 9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贵县罗氏 著 

  

 

［正题名］金田之游及其他 

［第一责任人］簡又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五輯 9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简又文 著 

  

 

［正题名］湘軍新志 

［第一责任人］貴縣羅氏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五輯 9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贵县罗氏 著 

  

 

［正题名］多忠勇公（隆阿）動勞録 

［第一责任人］雷正綰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五輯 9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雷正绾 辑 

  

 

［正题名］張公（錦文）襄理軍務紀略 

［第一责任人］丁運樞，陳世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五輯 9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运枢 编 

［知识责任］陈世勋 编 

  

 

［正题名］同光風雲録 

［第一责任人］邵鏡人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2 年 1 月［1983.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五輯 9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镜人 著 

  

 

［正题名］張君勵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雲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六輯 9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云五 著 

  

 

［正题名］四十自述 

［副题名］師門五年記 

［副题名］紀念胡適之先生專集 

［第一责任人］胡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六輯 9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我在六十歲以前 

［第一责任人］馬夷初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六輯 9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马夷初 著 

  

 

［正题名］徐志摩年譜 

［第一责任人］陳從周編 

［第一责任人］程靖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六輯 9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从周 編 

［知识责任］程靖宇 著 

  

 

［正题名］麗白樓自選詩 

［第一责任人］林庚白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六輯 9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庚白 著 

  

 

［正题名］狄君武先生遺稿 

［第一责任人］狄膺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六輯 9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狄膺 著 

  

 

［正题名］劉大中先生伉儷追思録 

［第一责任人］于宗先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六輯 9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于宗先 著 



  

 

［正题名］圜府頊記 

［第一责任人］朱揆初撰 

［第一责任人］喻血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六輯 9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揆初 撰 

［知识责任］喻血输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之報業 

［第一责任人］趙君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六輯 9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君豪 著 

  

 

［正题名］大江南線 

［第一责任人］曹挺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2 年 3 月［1983.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六輯 9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挺岫 著 

  

 

［正题名］張季子（謇）九録 

［丛书］實業録 

［第一责任人］張怡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七輯 9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怡祖 编 

  



 

［正题名］張季子（謇）九録 

［丛书］政聞録 

［第一责任人］張怡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七輯 9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怡祖 编 

  

 

［正题名］張季子（謇）九録 

［丛书］政聞録 

［第一责任人］張怡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七輯 9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怡祖 编 

  

 

［正题名］張季子（謇）九録 

［丛书］教育録 

［丛书］慈善録 

［丛书］自治録 

［第一责任人］張怡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七輯 9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怡祖 编 

  

 

［正题名］張季子（謇）九録 

［丛书］文録 

［第一责任人］張怡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七輯 9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怡祖 编 

  

 

［正题名］張季子（謇）九録 

［丛书］詩録 

［第一责任人］張怡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七輯 9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怡祖 编 

  

 

［正题名］張季子（謇）九録 

［丛书］專録 

［丛书］外録 

［第一责任人］張怡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七輯 9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怡祖 编 

  

 

［正题名］張南通先生（謇）榮哀録 

［第一责任人］許彭年，孔容照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七輯 9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彭年 编 

［知识责任］孔容照 编 

  

 

［正题名］江蘇省政述要（自民國廿二年十月至民國廿五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陳果夫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七輯 9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果夫 主编 

  

 

［正题名］江蘇省政府政情述要（民國卅四、五年） 

［第一责任人］王懋功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2 年 5 月［1983.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七輯 9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懋功 编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四講 

［第一责任人］左舜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九輯 9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左舜生 著 

  

 

［正题名］中國近時外交史 

［第一责任人］劉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九輯 9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彦 编 

  

 

［正题名］粤閩巡紀略 

［第一责任人］杜臻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八輯 9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杜臻 撰 

  

 

［正题名］粤閩巡紀略 



［第一责任人］杜臻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八輯 9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杜臻 撰 

  

 

［正题名］粤閩巡紀略 

［第一责任人］杜臻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八輯 9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杜臻 撰 

  

 

［正题名］内自訟齋文選 

［第一责任人］周凱著 

［第一责任人］徐宗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八輯 9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凱 著 

［知识责任］徐宗幹 著 

  

 

［正题名］板橋集（詩鈔） 

［第一责任人］鄭爕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八輯 9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鄭爕 著 

  

 

［正题名］板橋集（詞鈔·家書） 

［第一责任人］鄭爕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八輯 9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鄭爕 著 

  

 

［正题名］金冬心先生詩集 

［第一责任人］金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八輯 9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农 著 

  

 

［正题名］袖海樓雜著 

［第一责任人］黄汝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八輯 9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汝成 著 

  

 

［正题名］袖海樓雜著 

［第一责任人］黄汝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八輯 9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汝成 著 

  

 

［正题名］杭城辛酉紀事詩原原藁 

［第一责任人］東郭子，蒿目生著 

［第一责任人］俞銘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2 年 6 月［198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八輯 9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东郭子 著 

［知识责任］蒿目生 著 

［知识责任］俞铭衡 著 

  

 

［正题名］皇清紀年五表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十 

［丛书］天命元年至康熙六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九輯 9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彭寿 著 

  

 

［正题名］皇清紀年五表 

［书目卷册］卷十一至卷二十一 

［丛书］雍正元年至嘉慶二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九輯 9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彭寿 著 

  

 

［正题名］皇清紀年五表 

［书目卷册］卷二十二至卷三十二 

［丛书］道光元年至宣統三年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九輯 9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彭寿 著 

  

 

［正题名］江忠烈公（忠源）遺集 

［第一责任人］鄧瑶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九輯 9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鄧瑶 编 

  

 

［正题名］陽湖趙惠甫（烈文）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陳乃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九輯 9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乃乾 著 

  

 

［正题名］李鴻章新傳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雷録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九輯 9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雷录庆 著 

  

 

［正题名］李鴻章新傳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雷録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九輯 9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雷录庆 著 

  

 

［正题名］俄帝侵略中國簡史 

［第一责任人］郭廷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九輯 9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廷以 著 

  

 

［正题名］平定關隴紀略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三 

［第一责任人］易孔昭，胡孚駿，劉然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易孔昭 编 

［知识责任］胡孚骏 编 

［知识责任］刘然亮 编 

  

 

［正题名］平定關隴紀略 

［书目卷册］卷四至卷六 

［第一责任人］易孔昭，胡孚駿，劉然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易孔昭 编 

［知识责任］胡孚骏 编 

［知识责任］刘然亮 编 

  

 

［正题名］平定關隴紀略 

［书目卷册］卷七至卷十 

［第一责任人］易孔昭，胡孚駿，劉然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易孔昭 编 

［知识责任］胡孚骏 编 

［知识责任］刘然亮 编 

  



 

［正题名］平定關隴紀略 

［书目卷册］卷十一至卷十三 

［第一责任人］易孔昭，胡孚駿，劉然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易孔昭 编 

［知识责任］胡孚骏 编 

［知识责任］刘然亮 编 

  

 

［正题名］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督河奏疏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六 

［第一责任人］許振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振袆 著 

  



 

［正题名］督河奏疏 

［书目卷册］卷七至卷十 

［第一责任人］許振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振袆 著 

  

 

［正题名］輶軒抗議 

［第一责任人］余乾耀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9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余乾耀 著 

  

 

［正题名］弢園尺牘 

［第一责任人］王韜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2 年 10 月［1983.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輯 10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韬 著 

  

 

［正题名］甲午中日戰輯 

［丛书］附：諫止中東和議奏疏·冤海述聞 

［第一责任人］王炳耀辑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輯 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耀 輯 

  

 

［正题名］桂之華軒遺集 



［第一责任人］朱銘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輯 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铭盘 著 

  

 

［正题名］庚辛之際月表 

［丛书］附：庚子傳信録·榆關記事·燕晋弭兵記 

［第一责任人］王鏡航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輯 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镜航 编 

  

 

［正题名］庚子西狩業談 

［第一责任人］吴永口述 

［译者］劉治襄筆記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輯 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永 口述 

［知识责任］刘治襄 笔记 

  

 

［正题名］汪穰卿（康年）先生 

［丛书］傳記遺文 

［第一责任人］汪詒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輯 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詒年 编 

  

 

［正题名］一士類稿甲乙編 



［第一责任人］徐一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輯 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一士 著 

  

 

［正题名］蜀海叢談 

［第一责任人］周詢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輯 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询 著 

  

 

［正题名］心太平室集 

［第一责任人］张一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輯 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一麐 著 

  

 

［正题名］止叟年譜 

［第一责任人］韓國鈞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輯 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韩国钧 著 

  

 

［正题名］周止菴（學熙）先生别傳 

［第一责任人］周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5 年 10 月［1966.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輯 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叔 著 

  

 

［正题名］南海康（有爲）先生傳 

［第一责任人］張柏楨著 

［第一责任人］康有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輯 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柏桢 著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正题名］清代吏治叢談 

［第一责任人］伍承喬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輯 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伍承乔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料 

［第一责任人］孫曜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輯 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曜 著 

  

 

［正题名］辱國春秋 

［第一责任人］畢公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輯 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毕公天 著 

  

 

［正题名］雪生年録 

［第一责任人］李根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輯 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根源 著 

  

 

［正题名］獄中人語 

［第一责任人］羅文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輯 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文干 著 

  

 

［正题名］癸亥政變記 

［第一责任人］劉楚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輯 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楚湘 著 

  

 

［正题名］君子舘類稿 

［丛书］附：文鈔·詩鈔·日記 

［第一责任人］毛昌傑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輯 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毛昌杰 著 

  

 



［正题名］曾慕韓（琦）先生日記選 

［第一责任人］沈雲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輯 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辑 

  

 

［正题名］現代政治人物述評 

［第一责任人］沈雲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輯 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著 

  

 

［正题名］道咸同光名人手扎 

［第一责任人］湖南王氏收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曾文正公年譜 

［第一责任人］黎庶昌編 

［丛书］附：崇德老人（聶紀芬）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聶其杰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黎庶昌 编 

［知识责任］聶其杰 辑 

  

 

［正题名］茶陽三家文鈔 

［丛书］何如璋·林達泉·邱晋昕 



［第一责任人］温廷敬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温廷敬 辑 

  

 

［正题名］辛丑日記（手稿本） 

［第一责任人］徐鋆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鋆 著 

  

 

［正题名］河海崑崙録 

［第一责任人］裴景福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裴景福 著 

  

 

［正题名］湖濱補讀廬叢刻 

［第一责任人］鐘廣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钟广生 著 

  

 

［正题名］南社叢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胡撲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扑安 编 

  

 

［正题名］南社叢選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胡撲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扑安 编 

  

 

［正题名］南社叢選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胡撲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扑安 编 

  

 

［正题名］歐戰後之中國 

［第一责任人］徐世昌著 

［第一责任人］黄郛講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世昌 著 

［知识责任］黄郛 讲 

  

 

［正题名］黄膺白先生家傳 

［丛书］附：追悼紀念冊·故舊感憶録 

［第一责任人］黄沈亦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沈亦云 著 

  

 

［正题名］唐繼堯 

［丛书］附：東大陸主人言志録 

［第一责任人］東南編譯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1 月［1967.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翁松禪（同龢）手扎 

［第一责任人］俞鐘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輯 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钟銮 著 

  

 

［正题名］李文忠公（鴻章）朋僚函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輯 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文忠公（鴻章）朋僚函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輯 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彭剛直公（玉麐）奏稿 

［第一责任人］俞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輯 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樾 编 

  

 

［正题名］中法戰争資料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輯 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中日戰争資料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輯 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掌固零拾 

［第一责任人］王嵩儒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輯 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嵩儒 著 

  



 

［正题名］王風箋題 

［第一责任人］丁立誠撰者 

［第一责任人］王蘧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輯 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立诚 撰者 

［知识责任］王蘧常 著 

  

 

［正题名］梁任公詩稿手蹟 

［丛书］坿：飲冰室詩話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輯 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世載堂詩稿 

［第一责任人］劉成禺著 

［第一责任人］劉民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2 月［1967.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輯 39-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禺 著 

［知识责任］刘民 著 

  

 

［正题名］平定粤匪紀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杜文瀾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輯 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杜文澜 撰 

  

 

［正题名］平定粤匪紀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杜文瀾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輯 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杜文澜 撰 

  

 

［正题名］淮軍平捻記 

［第一责任人］周世澄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輯 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世澄 撰 

  

 

［正题名］請纓日記 

［第一责任人］唐景崧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輯 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唐景崧 著 

  

 

［正题名］東方兵事紀略 

［第一责任人］姚錫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輯 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锡光 著 

  

 



［正题名］拳匪紀略 

［第一责任人］僑析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輯 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侨析生 撰 

  

 

［正题名］庚子海外紀事 

［第一责任人］吕海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輯 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吕海寰 著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年譜 

［第一责任人］胡鈞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輯 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钧 撰 

  

 

［正题名］民國之精華 

［第一责任人］佐藤三郎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輯 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佐藤三郎 辑 

  

 

［正题名］万竹樓隨筆 

［第一责任人］左舜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3 月［1967.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輯 49-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左舜生 著 

  

 

［正题名］林文忠公政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林則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则徐 著 

  

 

［正题名］林文忠公政書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林則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则徐 著 

  

 

［正题名］求闕齊弟子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五定安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五定安 撰 

  

 

［正题名］求闕齊弟子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五定安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五定安 撰 

  

 

［正题名］求闕齊弟子記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五定安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五定安 撰 

  

 

［正题名］求闕齊弟子記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五定安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五定安 撰 

  

 

［正题名］羅忠節公（澤南）遺集 

［丛书］羅山遺集及年譜 

［第一责任人］郭嵩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嵩焘 编 

  

 

［正题名］沈文肅公（葆楨）政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吴元炳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元炳 辑 

  

 

［正题名］沈文肅公（葆楨）政書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吴元炳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元炳 辑 

  

 

［正题名］濤園集 

［第一责任人］沈瑜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瑜庆 著 

  

 

［正题名］茹經堂奏疏 

［第一责任人］唐文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唐文治 著 

  

 

［正题名］盛京通鑑 

［第一责任人］闕名撰 

［第一责任人］楊同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7-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阙名 撰 

［知识责任］杨同桂 辑 

  

 

［正题名］黑龍江外記 

［第一责任人］西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西清 著 

  

 

［正题名］春冰室野乘 

［第一责任人］李岳瑞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5 月［1967.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岳瑞 著 

  

 

［正题名］駱文忠公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駱秉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骆秉章 著 

  

 

［正题名］駱文忠公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駱秉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骆秉章 著 

  

 

［正题名］駱文忠公奏議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駱秉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骆秉章 著 

  

 

［正题名］合肥李氏三世遺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李文安·鴻章·經述 

［第一责任人］李國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国杰 编 

  

 

［正题名］合肥李氏三世遺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李文安·鴻章·經述 

［第一责任人］李國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国杰 编 

  

 

［正题名］合肥李氏三世遺集 

［书目卷册］三 

［丛书］李文安·鴻章·經述 

［第一责任人］李國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国杰 编 

  

 

［正题名］嘨亭雜録·續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汲修主人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汲修主人 著 

  

 

［正题名］嘨亭雜録·續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汲修主人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汲修主人 著 

  

 

［正题名］蒿菴叟隋筆 

［第一责任人］馮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冯煦 著 

  

 

［正题名］靭菴老人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榮乃宣著 

［第一责任人］胡思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5-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荣乃宣 著 

［知识责任］胡思敬 著 

  

 

［正题名］使俄草 

［第一责任人］王之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之春 著 

  

 

［正题名］黄克强先生傳記 

［第一责任人］劉揆一著 

［第一责任人］雲南國是報輯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5 月［1967.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輯 68-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揆一 著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清皇室四譜 

［第一责任人］唐邦治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唐邦治 辑 

  

 

［正题名］吕文節公（鶴田）奏議 

［第一责任人］吕賢基著 

［第一责任人］嚴樹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72-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吕贤基 著 

［知识责任］嚴树森 编 

  

 

［正题名］丁文誠公寶楨遺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羅文彬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文彬 编 

  

 

［正题名］丁文誠公寶楨遺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羅文彬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文彬 编 

  

 

［正题名］丁文誠公寶楨遺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羅文彬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文彬 编 

  

 

［正题名］丁文誠公寶楨遺集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羅文彬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文彬 编 

  

 

［正题名］石渠餘紀 

［第一责任人］王慶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庆云 编 

  

 

［正题名］拙尊園叢稿 

［第一责任人］黎庶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黎庶昌 编 

  

 

［正题名］咸同中興名賢手扎 

［第一责任人］郭慶蕃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庆蕃 辑 

  

 

［正题名］近代名人小傳 

［第一责任人］費行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费行简 著 

  

 

［正题名］清寧集 

［第一责任人］李璜著 

［第一责任人］常乃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11 月［196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79-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璜 著 

［知识责任］常乃惪 著 

  

 

［正题名］瓶廬叢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翁同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翁同苏 著 

  

 

［正题名］瓶廬叢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翁同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翁同苏 著 

  

 

［正题名］秋浦周何書（玉山）全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周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馥 著 

  

 

［正题名］秋浦周何書（玉山）全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周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馥 著 

  

 

［正题名］秋浦周何書（玉山）全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周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馥 著 

  

 

［正题名］秋浦周何書（玉山）全集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周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馥 著 

  

 

［正题名］秋浦周何書（玉山）全集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周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馥 著 

  

 

［正题名］秋浦周何書（玉山）全集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周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馥 著 

  

 

［正题名］壽愷堂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周家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家录 著 

  

 

［正题名］壽愷堂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周家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家录 著 

  

 

［正题名］勤學篇 

［第一责任人］張之洞著 

［第一责任人］江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4-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知识责任］江庸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高勞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6-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高劳 编 

  

 

［正题名］護國之役電文及論文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撰 

［第一责任人］蔡鍔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88-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撰 

［知识责任］蔡锷 撰 

  

 

［正题名］雲南遊記 

［第一责任人］謝曉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8 月［1967.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輯 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晓钟 著 

  

 

［正题名］清秘述聞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法式善編 

［译者］錢惟福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法式善 编 

［知识责任］钱惟福 校 

  

 

［正题名］清秘述聞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法式善編 

［译者］錢惟福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法式善 编 

［知识责任］钱惟福 校 

  

 

［正题名］澗于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佩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佩纶 著 

  

 

［正题名］澗于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佩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佩纶 著 

  

 

［正题名］望嵓堂奏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璧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璧 著 

  

 

［正题名］望嵓堂奏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璧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璧 著 

  

 

［正题名］端忠敏公奏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端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端方 著 

  

 

［正题名］端忠敏公奏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端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端方 著 

  

 

［正题名］端忠敏公奏稿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端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端方 著 

  

 

［正题名］端忠敏公奏稿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端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端方 著 

  

 

［正题名］撫新紀程 

［第一责任人］袁大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大化 著 

  

 

［正题名］新大陸遊記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著 

［第一责任人］楊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6-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知识责任］杨芾 著 

  

 

［正题名］獨志堂叢稿 

［丛书］坿：譚張遺迹 

［第一责任人］張其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煌 著 

  

 

［正题名］奉直戰争紀事 

［第一责任人］張梓生編 

［第一责任人］國史編輯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8 月［1967.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 99-1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梓生 编 

  

 

［正题名］滿洲秘檔 

［第一责任人］金梁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梁 辑 

  

 

［正题名］聖武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魏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聖武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魏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魏源 著 

  

 

［正题名］方恪敏公（觀承）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方傳穆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传穆 校 

  

 

［正题名］方恪敏公（觀承）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方傳穆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传穆 校 

  

 

［正题名］劉中氶（韞齋）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刘崑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崑 著 

  

 

［正题名］劉中氶（韞齋）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刘崑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崑 著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批牘·年譜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王定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定安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批牘·年譜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王定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定安 编 

  

 

［正题名］中西紀事 

［第一责任人］夏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夏燮 著 

  

 

［正题名］玉池老人自叙 

［第一责任人］郭嵩燾撰 

［第一责任人］朱洪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7-1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嵩焘 撰 

［知识责任］朱洪章 著 

  

 

［正题名］太平天國史料 

［第一责任人］程演生録 

［第一责任人］劉復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9 月［1966.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109-1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演生 录 

［知识责任］刘復 录 

  

 

［正题名］國朝先正事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李元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元度 著 

  

 

［正题名］國朝先正事略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李元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元度 著 

  

 

［正题名］國朝先正事略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李元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元度 著 

  

 

［正题名］國朝先正事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李元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元度 著 

  

 

［正题名］中興將帥别傳 

［第一责任人］朱孔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孔彰 著 

  

 

［正题名］雲臥山荘尺牘 

［第一责任人］郭崑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崑焘 著 

  

 

［正题名］語冰閣奏議 

［丛书］附：中越勘界電稿 

［第一责任人］鄧承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承修 著 

  

 

［正题名］中俄交涉記 

［第一责任人］楊楷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楷 校 

  

 

［正题名］中俄界記 

［第一责任人］曾寅校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寅 校订 

  

 

［正题名］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 

［第一责任人］薛福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薛福成 著 

  

 

［正题名］雲在山房叢書三种 

［第一责任人］楊壽枏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18-1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寿枏 辑 



  

 

［正题名］杶廬所聞録 

［第一责任人］瞿銖菴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10 月［1967.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1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瞿铢菴 著 

  

 

［正题名］樞垣紀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梁章鉅纂輯 

［译者］朱智增補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章钜 纂辑 

［知识责任］朱智 增補 

  

 

［正题名］樞垣紀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梁章鉅纂輯 

［译者］朱智增補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章钜 纂辑 

［知识责任］朱智 增補 

  

 

［正题名］咸同名賢手扎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陶風樓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风楼 藏 

  

 

［正题名］咸同名賢手扎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陶風樓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风楼 藏 

  

 

［正题名］霆軍紀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昌 撰 

  

 

［正题名］霆軍紀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昌 撰 

  

 

［正题名］咸同貴州軍事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凌惕安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凌惕安 撰 

  

 

［正题名］咸同貴州軍事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凌惕安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凌惕安 撰 

  

 

［正题名］汪梅村先生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汪士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士铎 著 

  

 

［正题名］汪梅村先生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汪士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士铎 著 

  

 

［正题名］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 

［第一责任人］鄧之誠輯録 

［第一责任人］趙宗復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之诚 辑录 

［知识责任］赵宗復 编 

  

 

［正题名］朱九江（次琦）先生集 

［丛书］（坿：年譜） 

［第一责任人］簡朝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简朝亮 编 

  

 

［正题名］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 

［第一责任人］陳弢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弢 辑 

  

 

［正题名］光緒會典 

［第一责任人］光緒已亥敕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光绪已亥敕 修 

  

 

［正题名］爵秩全覽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光緒甲辰榮録堂版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光绪甲辰荣录堂 版 

  

 

［正题名］爵秩全覽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光緒甲辰榮録堂版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11 月［1967.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三輯 1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光绪甲辰荣录堂 版 

  

 

［正题名］欽定滿洲源流考 

［第一责任人］阿桂，于敏中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阿桂 修 

［知识责任］于敏中 修 

  

 

［正题名］清朝開國方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阿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阿桂 修 

  

 

［正题名］清朝開國方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阿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阿桂 修 

  

 

［正题名］清朝武功紀盛 

［第一责任人］趙翼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翼 著 

  

 

［正题名］清朝春曹題名 

［第一责任人］費蔭章，劉毓楠編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34-1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费荫章 编 

［知识责任］刘毓楠 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清朝御史題名録 

［第一责任人］蘇樹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苏树蕃 编 

  

 

［正题名］王文勤公（慶雲）年譜 

［第一责任人］王傳璨述 

［第一责任人］王孝懿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37-1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传璨 述 

［知识责任］王孝懿 编 

  

 

［正题名］王蘇州（仁堪）遺書 

［第一责任人］王孝繩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孝绳 编 

  

 

［正题名］岑襄勤公（毓英）年譜 

［第一责任人］趙藩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藩 编 

  

 

［正题名］郵傳部奏議類編·續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邮传部 编 

  

 

［正题名］郵傳部奏議類編·續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邮传部 编 

  

 

［正题名］郵傳部奏議類編·續編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邮传部 编 

  

 

［正题名］郵傳部奏議類編·續編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邮传部 编 

  

 

［正题名］郵傳部奏議類編·續編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11 月［1967.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四輯 1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邮传部 编 

  

 

［正题名］清開國史料考 

［第一责任人］謝國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国桢 著 



  

 

［正题名］清代名人手扎甲集 

［第一责任人］吴長瑛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长瑛 辑 

  

 

［正题名］靳文襄公（輔）奏疏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靳治豫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靳治豫 编 

  

 

［正题名］靳文襄公（輔）奏疏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靳治豫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靳治豫 编 

  

 

［正题名］駱公年譜 

［第一责任人］駱秉章自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骆秉章 自注 

  

 



［正题名］左文襄公（宗棠）年譜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李經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经畲 编 

  

 

［正题名］左文襄公（宗棠）年譜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李經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经畲 编 

  

 

［正题名］合肥李勤恪公（瀚章）政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李經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经畲 编 

  

 

［正题名］合肥李勤恪公（瀚章）政書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李經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经畲 编 

  

 



［正题名］撫滇奏議 

［第一责任人］張凱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凯嵩 著 

  

 

［正题名］國朝通商始末記 

［第一责任人］王之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之春 著 

  

 

［正题名］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軍機處原檔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軍機處原檔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軍機處原檔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國防與外交 

［第一责任人］謝曉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6 年 12 月［1967.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五輯 1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晓钟 著 

  

 

［正题名］郭侍郎（嵩燾）奏疏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王先謙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郭侍郎（嵩燾）奏疏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王先謙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郭侍郎（嵩燾）奏疏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王先謙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養知書屋文集·詩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郭嵩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嵩焘 著 

  

 

［正题名］養知書屋文集·詩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郭嵩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嵩焘 著 

  

 

［正题名］養知書屋文集·詩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郭嵩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嵩焘 著 

  

 

［正题名］養知書屋文集·詩集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郭嵩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嵩焘 著 

  

 

［正题名］適可齋紀言紀行 

［第一责任人］馬建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马建忠 著 

  

 

［正题名］英軺私記 

［第一责任人］劉錫鴻著 

［第一责任人］李鳳苞著 

［第一责任人］毓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4-1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锡鸿 著 

［知识责任］李鳳苞 著 

［知识责任］毓长 著 

  

 

［正题名］成山老人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唐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唐炯 著 

  

 

［正题名］遐菴彙稿 

［书目卷册］一 

［丛书］（附：年譜） 

［第一责任人］俞誠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诚之 编 

  

 

［正题名］遐菴彙稿 

［书目卷册］二 

［丛书］（附：年譜） 

［第一责任人］俞誠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诚之 编 

  

 

［正题名］遐菴彙稿 

［书目卷册］三 

［丛书］（附：年譜） 

［第一责任人］俞誠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诚之 编 

  

 

［正题名］退還庚款事宜來往文件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關税特别會議議事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關税特别會議議事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1 月［1968.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六輯 1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清代紀事年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劉禮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礼智 编 

  

 

［正题名］清代紀事年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劉禮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礼智 编 

  

 

［正题名］舊典備徵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彭寿 辑 

  

 

［正题名］豫軍紀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尹耕雲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尹耕云 纂 

  

 

［正题名］豫軍紀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尹耕雲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尹耕云 纂 

  

 

［正题名］戡定新疆記 

［第一责任人］魏光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魏光焘 编 

  

 

［正题名］程將軍（雪樓）守江奏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程德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德全 著 

  

 

［正题名］程將軍（雪樓）守江奏稿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程德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德全 著 

  

 

［正题名］程將軍（雪樓）守江奏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程德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德全 著 

  

 

［正题名］程將軍（雪樓）守江奏稿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程德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德全 著 

  

 

［正题名］野棠軒文集 

［第一责任人］〓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良 著 

  

 

［正题名］東三省交涉輯要 

［第一责任人］劉瑞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瑞霖 编 

  

 

［正题名］止室筆記 

［第一责任人］畢桂芳著 

［第一责任人］陳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68-1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毕桂芳 著 

［知识责任］陈籙 著 

  

 

［正题名］中國境界變遷大勢考 

［第一责任人］蘇演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1 月［1968.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七輯 1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苏演存 编 

  

 

［正题名］海防紀略 

［第一责任人］芍塘居士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芍塘居士 编 

  

 

［正题名］胡文忠公（林翼）年譜 

［第一责任人］梅英杰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梅英杰 纂 

  

 

［正题名］李肅毅伯（鴻章）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章洪鈞，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洪钧 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肅毅伯（鴻章）奏議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章洪鈞，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洪钧 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肅毅伯（鴻章）奏議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章洪鈞，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洪钧 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李肅毅伯（鴻章）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章洪鈞，吴汝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洪钧 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编 

  

 

［正题名］楊勇慤公（厚菴）遺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楊岳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岳斌 著 

  

 

［正题名］楊勇慤公（厚菴）遺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楊岳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岳斌 著 

  

 

［正题名］楊勇慤公（厚菴）遺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楊岳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岳斌 著 

  

 

［正题名］楊勇慤公（厚菴）遺集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楊岳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岳斌 著 

  

 

［正题名］錢敏肅公（調甫）奏疏 

［第一责任人］錢鼎銘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鼎铭 纂 

  

 

［正题名］湘綺樓箋啓 

［第一责任人］王〓運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运 撰 

  

 

［正题名］異辭録 

［第一责任人］劉禮智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礼智 撰 

  

 

［正题名］金鶏譚薈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歐陽利見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利见 著 

  

 

［正题名］金鶏譚薈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歐陽利見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利见 著 

  

 

［正题名］雲南勘界籌邊記 

［丛书］附：偵探記·集思廣益編 

［第一责任人］姚文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文栋 著 

  

 

［正题名］新世説 

［第一责任人］易宗虁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2 月［1968.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1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易宗虁 著 



  

 

［正题名］潘祖蔭年譜 

［第一责任人］潘祖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潘祖年 编 

  

 

［正题名］曾惠敏公（劼剛）遺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曾紀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纪泽 著 

  

 

［正题名］曾惠敏公（劼剛）遺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曾紀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纪泽 著 

  

 

［正题名］許文肅公（景澄）遺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著 

  



 

［正题名］許文肅公（景澄）遺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同莘 著 

  

 

［正题名］周中丞（少樸）撫江奏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周樹模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树模 撰 

  

 

［正题名］周中丞（少樸）撫江奏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周樹模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树模 撰 

  

 

［正题名］孫中山先生廿年來手扎 

［第一责任人］鄧澤如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泽如 藏 

  

 



［正题名］約法會議紀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顧龞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顾龞 编 

  

 

［正题名］約法會議紀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顧龞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顾龞 编 

  

 

［正题名］約法會議紀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顧龞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顾龞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再造史 

［第一责任人］游悔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游悔原 著 

  

 

［正题名］王光祈先生紀念冊 



［丛书］附：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公 

［第一责任人］左舜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左舜生 撰 

  

 

［正题名］解放别録 

［第一责任人］海隅孤客著 

［第一责任人］陳賡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 189-1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海隅孤客 著 

［知识责任］陈赓雅 著 

  

 

［正题名］繩枻齋年譜 

［第一责任人］蒋攸狧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攸狧 著 

  

 

［正题名］吟香書室奏疏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徐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炘 著 

  

 

［正题名］吟香書室奏疏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徐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炘 著 

  

 

［正题名］吟香書室奏疏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徐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炘 著 

  

 

［正题名］黎襄勤公（世序）奏議 

［第一责任人］黎學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黎学淳 编 

  

 

［正题名］周文忠公（天爵）尺牘 

［第一责任人］應寶時校 

［第一责任人］卞寶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4-1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应宝时 校 

［知识责任］卞宝第 著 

  

 

［正题名］劉壯肅公（省三）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劉銘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铭传 著 

  

 

［正题名］劉壯肅公（省三）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劉銘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铭传 著 

  

 

［正题名］江表忠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澹然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澹然 撰 

  

 

［正题名］江表忠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澹然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澹然 撰 

  

 

［正题名］蟫香館使黔日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嚴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嚴修 著 

  

 

［正题名］蟫香館使黔日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嚴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嚴修 著 

  

 

［正题名］邊事續鈔 

［第一责任人］朱克敬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1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克敬 辑 

  

 

［正题名］東藩紀要 

［第一责任人］薛培榕編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4 月［1968.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輯 2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薛培榕 编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總統陝西軍務奏議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奉使粤東等省初任陝甘總督奏議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兩廣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兩廣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西寧辦事大臣·江南副河道總督·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奏議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二任陝甘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二任陝甘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總統河南等省軍務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總統河南等省軍務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初任直隸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初任直隸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初任直隸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初任直隸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刑部尚書·三任陝甘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刑部尚書·三任陝甘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刑部尚書·三任陝甘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二任直隸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二任直隸總督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籌劃回疆善後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那文毅公（彦成）籌劃回疆善後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章佳容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4 月［1968.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一輯 2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佳容安 辑 

  

 

［正题名］于文襄公（敏中）手扎 

［第一责任人］上海陸氏藏 

［第一责任人］洪良品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1-2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上海陆氏 藏 

［知识责任］洪良品 校 

  

 

［正题名］德壯果公（楞泰）年譜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花沙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花沙纳 编 

  

 

［正题名］德壯果公（楞泰）年譜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花沙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花沙纳 编 

  

 

［正题名］德壯果公（楞泰）年譜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花沙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花沙纳 编 

  

 

［正题名］德壯果公（楞泰）年譜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花沙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花沙纳 编 

  

 

［正题名］德壯果公（楞泰）年譜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花沙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花沙纳 编 

  

 

［正题名］德壯果公（楞泰）年譜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花沙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花沙纳 编 

  

 

［正题名］賊情彙纂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德堅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德坚 纂 

  

 

［正题名］賊情彙纂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德堅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德坚 纂 

  

 

［正题名］劉尚書（秉璋）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朱孔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孔彰 编 

  

 

［正题名］劉尚書（秉璋）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朱孔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孔彰 编 

  

 

［正题名］柏堂師友言行記 

［第一责任人］方宗誠著 

［第一责任人］王闓運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6-2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宗诚 著 

［知识责任］王闓运 著 

  

 

［正题名］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劉聲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声木 著 

  

 

［正题名］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劉聲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声木 著 

  

 

［正题名］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劉聲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声木 著 

  

 

［正题名］天咫偶聞 

［第一责任人］震鈞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震钧 著 

  

 

［正题名］養吉齋業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吴振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振棫 著 

  

 

［正题名］養吉齋業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吴振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5 月［1968.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二輯 2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振棫 著 

  

 

［正题名］張文毅公（芾）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修府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修府 编 

  

 

［正题名］張文毅公（芾）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修府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修府 编 

  

 

［正题名］張靖達公（樹聲）奏議 

［第一责任人］何嗣焜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嗣焜 著 

  

 

［正题名］于中丞（蔭霖）奏議 

［第一责任人］于翰篤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于翰笃 编 

  

 

［正题名］悚齋日記 

［第一责任人］于蔭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于荫霖 编 

  

 

［正题名］退耕堂政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徐世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世昌 著 

  

 

［正题名］退耕堂政書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徐世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世昌 著 

  

 

［正题名］退耕堂政書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徐世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世昌 著 

  

 

［正题名］退耕堂政書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徐世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世昌 著 

  

 

［正题名］退耕堂政書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徐世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世昌 著 

  

 

［正题名］復菴先生集 

［第一责任人］陶世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世鳳 编 



  

 

［正题名］蠖園文存 

［第一责任人］朱啓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启钤 著 

  

 

［正题名］咄咄吟 

［第一责任人］貝青喬著 

［第一责任人］曹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28-2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贝青乔 著 

［知识责任］曹晟 著 

  

 

［正题名］清代考試制度資料 

［第一责任人］章中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7 月［1968.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三輯 2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中和 著 

  

 

［正题名］會（國藩）·胡（林翼）手扎 

［第一责任人］湘鄉李氏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湘乡李氏 藏 

  

 



［正题名］劉襄勤公（毅齋）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劉錦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锦棠 著 

  

 

［正题名］劉襄勤公（毅齋）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劉錦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锦棠 著 

  

 

［正题名］劉襄勤公（毅齋）奏議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劉錦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锦棠 著 

  

 

［正题名］劉襄勤公（毅齋）奏議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劉錦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锦棠 著 

  

 



［正题名］平浙紀略 

［第一责任人］秦湘業，陳鐘英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秦湘业 纂辑 

［知识责任］陈钟英 纂辑 

  

 

［正题名］太平軍·小刀會亂滬史料 

［丛书］紅亂紀事草 

［丛书］覺夢録 

［丛书］梟林小史 

［丛书］星周紀事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社輯 

［第一责任人］曹晟撰 

［第一责任人］曹晟撰 

［第一责任人］黄本銓撰 

［第一责任人］王萃元輯 

［第一责任人］王伯恭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34-2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晟 撰 

［知识责任］黄本铨 撰 

［知识责任］王萃元 辑 

［知识责任］王伯恭 著 

  

 

［正题名］秋讞輯要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剛毅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刚毅 辑 

  

 



［正题名］秋讞輯要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剛毅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刚毅 辑 

  

 

［正题名］毋自欺室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炳爕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爕 著 

  

 

［正题名］故舊文存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輯 

［第一责任人］王式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38-2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辑 

［知识责任］王式通 著 

  

 

［正题名］北洋海軍章程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四輯 2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王壯武公（〓）遺集譜禀牘 



［第一责任人］羅正鈞，王詩正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五輯 2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正钧 编 

［知识责任］王诗正 编 

  

 

［正题名］王壯武公（〓）遺集書扎 

［第一责任人］王詩正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五輯 2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诗正 编 

  

 

［正题名］王壯武公（〓）遺集書扎家書 

［第一责任人］王詩正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五輯 2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诗正 编 

  

 

［正题名］王壯武公（〓）遺集日記·雜著·練勇芻言 

［第一责任人］王詩正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五輯 2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诗正 编 

  

 

［正题名］劉武慎公（長佑）遺書首卷·奏稿 

［第一责任人］龍繼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五輯 2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龙继栋 编 

  

 

［正题名］劉武慎公（長佑）遺書奏稿 

［第一责任人］龍繼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五輯 2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龙继栋 编 

  

 

［正题名］劉武慎公（長佑）遺書奏稿 

［第一责任人］龍繼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五輯 2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龙继栋 编 

  

 

［正题名］劉武慎公（長佑）遺書奏稿 

［第一责任人］龍繼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五輯 2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龙继栋 编 

  

 

［正题名］劉武慎公（長佑）遺書禀牘 

［第一责任人］龍繼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五輯 2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龙继栋 编 



  

 

［正题名］劉武慎公（長佑）遺書尺牘·官書·詩文·遺事 

［第一责任人］龍繼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9 月［1968.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五輯 2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龙继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首卷·奏疏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奏疏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奏疏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奏疏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奏疏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奏疏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奏疏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奏疏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公牘·書牘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書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書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書牘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電奏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5-2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劉忠誠公（坤一）遺集文集 

［第一责任人］歐陽輔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57-2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辅之 编 

  

 

［正题名］殷譜經侍郎自叙年譜 

［第一责任人］殷兆鏞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9 月［1968.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六輯 2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殷兆镛 编 

  

 

［正题名］宫傳楊果勇侯自編年譜 

［第一责任人］楊芳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芳 撰 

  

 

［正题名］劉中丞（霞仙）奏疏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劉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蓉 著 

  

 

［正题名］劉中丞（霞仙）奏疏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劉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蓉 著 

  

 

［正题名］劉中丞（霞仙）奏疏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劉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蓉 著 

  

 

［正题名］嶺西公牘彙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方濬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师 著 

  

 

［正题名］嶺西公牘彙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方濬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师 著 

  

 

［正题名］嶺西公牘彙存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方濬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师 著 

  

 

［正题名］兩罍軒尺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吴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云 著 

  

 

［正题名］兩罍軒尺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吴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云 著 

  

 

［正题名］小航文存 

［第一责任人］王照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照 著 

  

 

［正题名］方家園雜詠紀事（附吟草匹种） 

［第一责任人］王照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照 著 

  

 

［正题名］敝帚齋主人年譜 

［第一责任人］徐鼎著 

［第一责任人］姚永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7-2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鼎 著 

［知识责任］姚永扑 著 

  

 

［正题名］入幕須知五种 

［第一责任人］張廷驤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廷骧 编 

  

 

［正题名］求牧芻言（附：誰園詩稿） 

［第一责任人］阮本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11 月［196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七輯 2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阮本焱 著 

  

 

［正题名］籌瞻疏稿 

［第一责任人］鹿傅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鹿傅霖 著 

  

 

［正题名］拙盦業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朱一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一新 著 

  

 

［正题名］拙盦業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朱一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一新 著 



  

 

［正题名］拙盦業稿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朱一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一新 著 

  

 

［正题名］清芬閣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朱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采 著 

  

 

［正题名］清芬閣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朱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采 著 

  

 

［正题名］陳侍御奏稿 

［第一责任人］陳善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善同 著 

  



 

［正题名］出使美日秘國日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崔國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崔国因 著 

  

 

［正题名］出使美日秘國日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崔國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崔国因 著 

  

 

［正题名］陶齋文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著 

  

 

［正题名］陶齋文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著 

  



 

［正题名］陶齋文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著 

  

 

［正题名］石遺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陈声暨，王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声既 编 

［知识责任］王真 编 

  

 

［正题名］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 

［第一责任人］黄郛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郛 著 

  

 

［正题名］建國銓真 

［第一责任人］徐樹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树铮 著 

  

 

［正题名］國民政府外交史 



［第一责任人］洪鈞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11 月［196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八輯 2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洪钧培 著 

  

 

［正题名］陶文毅公（澍）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許喬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乔林 编 

  

 

［正题名］陶文毅公（澍）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許喬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乔林 编 

  

 

［正题名］陶文毅公（澍）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許喬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乔林 编 

  

 

［正题名］陶文毅公（澍）集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許喬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乔林 编 

  

 

［正题名］陶文毅公（澍）集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許喬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乔林 编 

  

 

［正题名］陶文毅公（澍）集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許喬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乔林 编 

  

 

［正题名］陶文毅公（澍）集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許喬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乔林 编 

  

 

［正题名］陶文毅公（澍）集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許喬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乔林 编 

  

 

［正题名］還讀我書室老人手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董恂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董恂 著 

  

 

［正题名］冬暄草堂師友牋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仁和陳氏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仁和陈氏 藏 

  

 

［正题名］冬暄草堂師友牋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仁和陳氏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仁和陈氏 藏 

  

 

［正题名］可園文存 

［第一责任人］陳作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作霖 著 

  

 

［正题名］譚瀏陽全集 

［丛书］附：年譜 

［第一责任人］譚嗣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谭嗣同 著 

  

 

［正题名］椒生隨筆 

［第一责任人］王之春著 

［第一责任人］金梁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6-2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之春 著 

［知识责任］金梁 著 

  

 

［正题名］瀛譚 

［第一责任人］開賡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 赓麟 著 

  

 

［正题名］宦海伏波大事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福齡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福龄 辑著 

  

 

［正题名］宦海伏波大事記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陳福齡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福龄 辑著 

  

 

［正题名］宦海伏波大事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福齡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福龄 辑著 

  

 

［正题名］宣統三年冬季職官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内閣印鑄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宣統三年冬季職官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内閣印鑄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12 月［196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十九輯 2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朝翰詹源流編年 

［第一责任人］金鼎雯著 

［第一责任人］宋犖，李樹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1-2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鼎雯 著 

［知识责任］宋荦 著 

［知识责任］李树德 著 

  

 

［正题名］欽定學政全書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素爾納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素尔纳 纂修 

  

 

［正题名］欽定學政全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素爾納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素尔纳 纂修 

  

 

［正题名］安吴四種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包世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包世臣 著 

  

 

［正题名］安吴四種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包世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包世臣 著 

  

 

［正题名］安吴四種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包世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包世臣 著 

  

 

［正题名］安吴四種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包世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包世臣 著 

  

 

［正题名］李忠節公（鑑堂）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李秉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秉衡 著 

  

 

［正题名］李忠節公（鑑堂）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李秉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秉衡 著 

  

 

［正题名］籮華山館遺集 

［第一责任人］郭崙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崙焘 编 

  

 

［正题名］太平天國叢書十三種 

［第一责任人］謝興堯編 

［第一责任人］樗園退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7-2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兴尧 编 

［知识责任］樗园退叟 编 

  

 

［正题名］侯官郭氏家集彙刻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郭則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则澐 编 

  

 

［正题名］侯官郭氏家集彙刻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郭則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则澐 编 

  

 

［正题名］侯官郭氏家集彙刻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郭則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则澐 编 

  

 

［正题名］侯官郭氏家集彙刻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郭則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2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则澐 编 

  

 

［正题名］南園叢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相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3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相文 著 

  

 

［正题名］南園叢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相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3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相文 著 

  

 

［正题名］南園叢稿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張相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3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相文 著 

  

 

［正题名］南園叢稿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張相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3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相文 著 

  

 

［正题名］南園叢稿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張相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7 年 12 月［196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輯 3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相文 著 

  

 

［正题名］閩縣林侍郎（紹年）奏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林葆恒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葆恒 著 

  

 

［正题名］閩縣林侍郎（紹年）奏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林葆恒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葆恒 著 

  

 

［正题名］屠光禄（梅君）疏稿 

［第一责任人］屠仁守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屠仁守 著 

  

 

［正题名］趙柏巖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趙炳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炳麟 著 

  

 

［正题名］趙柏巖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趙炳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炳麟 著 

  

 

［正题名］趙柏巖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趙炳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炳麟 著 

  

 

［正题名］趙柏巖集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趙炳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炳麟 著 

  

 

［正题名］金粟齋遺集 

［第一责任人］蒯光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蒯光典 著 

  

 

［正题名］乙亥叢編四種 

［第一责任人］王大隆輯 

［第一责任人］羅振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5-3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大隆 辑 

［知识责任］罗振玉 辑 

  

 

［正题名］膠澳志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袁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荣〓 著 

  

 

［正题名］膠澳志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袁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荣〓 著 

  

 

［正题名］膠澳志 

［第一责任人］袁榮〓著 

［第一责任人］柳培榮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7-3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荣〓 著 

［知识责任］柳培荣 辑 

  

 

［正题名］新疆遊記 

［第一责任人］謝曉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晓钟 著 

  

 

［正题名］天放樓文言（附詩集） 

［第一责任人］金天羽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1 月［1969.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3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天羽 著 

  

 

［正题名］李文襄公（之芳）奏議（附：别録、年譜）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李鐘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钟麟 编 

  

 

［正题名］李文襄公（之芳）奏議（附：别録、年譜）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李鐘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钟麟 编 

  

 

［正题名］李文襄公（之芳）奏議（附：别録、年譜）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李鐘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钟麟 编 

  

 

［正题名］李文恭公（星沅）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李概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概 著 

  

 

［正题名］李文恭公（星沅）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李概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概 著 

  

 

［正题名］李文恭公（星沅）奏議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李概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概 著 

  

 

［正题名］李文恭公（星沅）奏議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李概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概 著 

  

 

［正题名］李文恭公（星沅）奏議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李概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概 著 

  

 

［正题名］李文恭公（星沅）奏議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李概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概 著 

  

 

［正题名］星軺日記 

［第一责任人］沈炳垣著 

［第一责任人］孫嘉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3-3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炳垣 著 

［知识责任］孙嘉淦 著 

  

 

［正题名］槐廳載筆 

［第一责任人］法式善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法式善 著 

  

 

［正题名］羊城古鈔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仇池石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仇池石 辑 

  

 

［正题名］羊城古鈔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仇池石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仇池石 辑 

  

 

［正题名］延吉邊務報告 

［第一责任人］吴録貞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录贞 撰 

  

 

［正题名］海客日譚 

［第一责任人］王芝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芝芳 著 

  

 

［正题名］南征紀略 

［第一责任人］孫廷銓著 

［第一责任人］蕭劍秋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2 月［1969.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二輯 319-3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廷铨 著 

［知识责任］萧剑秋 著 

  

 

［正题名］粤氛紀事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謝山居士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山居士 纂 

  

 

［正题名］粤氛紀事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謝山居士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山居士 纂 

  

 

［正题名］鮑忠壯公（超）年譜 

［第一责任人］李叔璠編 

［第一责任人］馬新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2-3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叔璠 编 

［知识责任］马新祐 编 

  

 

［正题名］長沙瞿氏叢刊 

［第一责任人］瞿宣穎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瞿宣颖 辑 

  

 

［正题名］譚文勤公（鐘麟）奏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譚寶箴，譚延闓，譚澤闓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谭宝箴 编 

［知识责任］谭延闓 编 

［知识责任］谭泽闓 编 

  

 

［正题名］譚文勤公（鐘麟）奏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譚寶箴，譚延闓，譚澤闓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谭宝箴 编 

［知识责任］谭延闓 编 

［知识责任］谭泽闓 编 

  

 

［正题名］戊戌奏議 

［第一责任人］康有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正题名］覺顛冥齋内言 

［第一责任人］康扌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扌常 著 

  

 

［正题名］蒿盦類稿·續稿·奏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馮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冯煦 著 

  

 

［正题名］蒿盦類稿·續稿·奏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馮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冯煦 著 

  

 

［正题名］蒿盦類稿·續稿·奏稿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馮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冯煦 著 

  

 

［正题名］蒿盦類稿·續稿·奏稿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馮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冯煦 著 

  

 

［正题名］一山文存 

［第一责任人］章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梫 著 

  

 

［正题名］中俄會議參考文件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俄交涉公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俄會議參考文件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俄交涉公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3 月［1969.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皇清道咸同光奏議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王樹敏，王延熙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敏 辑 

［知识责任］王延熙 辑 

  

 

［正题名］皇清道咸同光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王樹敏，王延熙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敏 辑 

［知识责任］王延熙 辑 

  

 

［正题名］皇清道咸同光奏議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王樹敏，王延熙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敏 辑 

［知识责任］王延熙 辑 

  

 

［正题名］皇清道咸同光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王樹敏，王延熙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敏 辑 

［知识责任］王延熙 辑 

  

 

［正题名］欽定六部處分則例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文孚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孚 纂修 

  

 

［正题名］欽定六部處分則例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文孚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孚 纂修 

  

 

［正题名］倭文端公（艮齋）遺書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倭仁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倭仁 著 

  

 

［正题名］倭文端公（艮齋）遺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倭仁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倭仁 著 

  

 

［正题名］吴文節公（文鎔）遺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吴養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养原 编 

  

 

［正题名］吴文節公（文鎔）遺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吴養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养原 编 

  

 

［正题名］吴文節公（文鎔）遺集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吴養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养原 编 

  

 

［正题名］吴文節公（文鎔）遺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吴養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养原 编 

  

 

［正题名］庚子詩鑑 

［第一责任人］龍顧山人（郭則澐）著 

［第一责任人］陳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5-336 沈雲龍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龙顾山人（郭则澐） 著 

［知识责任］陈睦 编 

  

 

［正题名］桂林梁先生（濟）遺書 

［第一责任人］梁焕鼐，梁焕鼎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焕鼐 编 

［知识责任］梁焕鼎 编 

  

 

［正题名］審安齋遺稿 

［第一责任人］陳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涛 著 

  

 

［正题名］中俄會商交收東三省電報彙鈔 

［第一责任人］楊儒輯 

［第一责任人］朱啓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4 月［1969.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輯 339-3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儒 辑 

［知识责任］朱启钤 编 

  

 

［正题名］錢文端公（陳群）年譜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第一责任人］方士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1-3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知识责任］方士淦 著 

  

 

［正题名］陸文節公（建瀛）奏議 

［第一责任人］盧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三輯 3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盧靖 著 

  

 

［正题名］寶韋齋類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李桓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桓 著 

  

 

［正题名］寶韋齋類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李桓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桓 著 

  

 

［正题名］寶韋齋類稿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李桓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桓 著 

  

 

［正题名］寶韋齋類稿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李桓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桓 著 

  

 

［正题名］光緒政要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沈桐生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桐生 辑 

  

 

［正题名］光緒政要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沈桐生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桐生 辑 

  

 

［正题名］光緒政要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沈桐生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桐生 辑 

  

 

［正题名］光緒政要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沈桐生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桐生 辑 

  

 

［正题名］光緒政要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沈桐生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桐生 辑 

  

 

［正题名］冩禮廎遺著 

［第一责任人］王頌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颂蔚 著 

  

 

［正题名］陶廬雜録 

［第一责任人］法式善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法式善 辑 

  

 

［正题名］李剛已遺稿 

［第一责任人］李剛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刚已 著 

  

 

［正题名］清宫述聞 

［第一责任人］章唐容輯 

［第一责任人］繆東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4 月［1969.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五輯 349-3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唐容 辑 

［知识责任］缪东霖 著 

  

 

［正题名］大義覺迷録 

［第一责任人］清雍正帝撰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1-3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清雍正帝 撰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耐菴奏議存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著 

  

 

［正题名］耐菴奏議存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著 

  

 

［正题名］耐菴奏議存稿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著 

  

 

［正题名］耐菴奏議存稿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著 

  

 

［正题名］潘文勤公（伯寅）奏疏 

［第一责任人］潘祖蔭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潘祖荫 著 

  

 

［正题名］有恒心齋全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程鴻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鸿诏 著 

  

 

［正题名］有恒心齋全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程鴻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鸿诏 著 

  

 

［正题名］有恒心齋全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程鴻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鸿诏 著 

  

 

［正题名］陶樓文鈔·雜著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黄彭年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彭年 著 

  

 

［正题名］陶樓文鈔·雜著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黄彭年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彭年 著 

  

 

［正题名］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桐鄉盧氏校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桐乡盧氏 校刻 

  

 

［正题名］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桐鄉盧氏校刻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桐乡盧氏 校刻 

  

 

［正题名］冰嶺紀程 

［第一责任人］景廉著 

［第一责任人］朱孔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58-3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景廉 著 

［知识责任］朱孔彰 著 

  

 

［正题名］退補齋文字 

［第一责任人］胡鳳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5 月［1969.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3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鳳丹 著 

  

 

［正题名］黎文肅公（培敬）遺書 

［副题名］自述年譜·奏疏 

［第一责任人］黎承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黎承礼 编 

  

 

［正题名］黎文肅公（培敬）遺書 

［副题名］奏疏·公牘 

［第一责任人］黎承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黎承礼 编 

  

 

［正题名］黎文肅公（培敬）遺書 

［副题名］書扎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黎承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黎承礼 编 

  

 

［正题名］黎文肅公（培敬）遺書 

［副题名］書扎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黎承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黎承礼 编 

  

 

［正题名］黎文肅公（培敬）遺書 

［副题名］書扎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黎承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黎承礼 编 

  

 

［正题名］黎文肅公（培敬）遺書 

［副题名］黔軺紀程·雜著·詩文略·外集 

［第一责任人］黎承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黎承礼 编 

  

 

［正题名］桐城吴先生（汝綸）文·詩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吴闓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闓生 编 

  

 

［正题名］桐城吴先生（汝綸）文·詩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吴闓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闓生 编 

  

 

［正题名］桐城吴先生（汝綸）尺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吴闓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闓生 编 

  

 

［正题名］桐城吴先生（汝綸）尺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吴闓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闓生 编 

  

 

［正题名］桐城吴先生（汝綸）尺牘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吴闓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闓生 编 

  

 

［正题名］桐城吴先生（汝綸）日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吴闓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闓生 编 

  

 

［正题名］桐城吴先生（汝綸）日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吴闓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闓生 编 

  

 

［正题名］通甫類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魯一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鲁一同 著 

  

 

［正题名］通甫類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魯一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鲁一同 著 

  

 

［正题名］竹葉亭雜記 

［第一责任人］姚元之著 

［第一责任人］朱雲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6 月［1969.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七輯 369-3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元之 著 

［知识责任］朱云锦 著 

  

 

［正题名］欽定滿州祭神祭天典禮 



［第一责任人］阿桂，于敏中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阿桂 编 

［知识责任］于敏中 编 

  

 

［正题名］朱笥河（筠）先年生譜 

［第一责任人］羅繼祖編 

［第一责任人］黄雲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72-3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继祖 编 

［知识责任］黄云眉 

  

 

［正题名］存素堂全集（年譜·詩文稿·奏疏）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錢寶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宝琛 编 

  

 

［正题名］存素堂全集（年譜·詩文稿·奏疏）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錢寶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宝琛 编 

  

 



［正题名］蕉軒隨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方濬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师 著 

  

 

［正题名］蕉軒隨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方濬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师 著 

  

 

［正题名］蕉軒隨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方濬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师 著 

  

 

［正题名］在陸草堂文集 

［第一责任人］儲同人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储同人 著 

  

 

［正题名］邵陽魏先生遺集 



［第一责任人］魏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魏繇 著 

  

 

［正题名］槐卿遺稿 

［第一责任人］沈衍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衍庆 著 

  

 

［正题名］在園雜志 

［第一责任人］劉廷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廷玑 著 

  

 

［正题名］光緒戊申春夏兩季爵秩全覽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榮寶齋版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荣宝斋 版 

  

 

［正题名］光緒戊申春夏兩季爵秩全覽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榮寶齋版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荣宝斋 版 

  

 

［正题名］光緒戊申春夏兩季爵秩全覽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榮寶齋版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7 月［1969.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八輯 3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荣宝斋 版 

  

 

［正题名］宗室貢舉備考 

［第一责任人］瑞聯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瑞联 编 

  

 

［正题名］養晦堂文·詩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劉蓉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蓉 著 

  

 

［正题名］養晦堂文·詩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劉蓉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蓉 著 

  

 

［正题名］周武壯公（盛傳）遺書（附：年譜）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周家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家驹 编 

  

 

［正题名］周武壯公（盛傳）遺書（附：年譜）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周家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家驹 编 

  

 

［正题名］敦懷堂洋務叢鈔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樹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树声 编 

  

 

［正题名］敦懷堂洋務叢鈔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樹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树声 编 

  

 

［正题名］庚辛泣杭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丁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内 编 

  

 

［正题名］庚辛泣杭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丁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内 编 

  

 

［正题名］京口掌故叢編 

［第一责任人］陶駒保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驹保 辑 

  

 

［正题名］撫夷日記 

［第一责任人］張喜撰 

［第一责任人］王韜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7-3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喜 撰 

［知识责任］王韬 撰 

  

 

［正题名］籌邊芻言 

［第一责任人］徐鼐霖著 

［第一责任人］姚錫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8 月［196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九輯 389-3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鼐霖 著 

［知识责任］姚锡光 著 

  

 

［正题名］錢收齋（謙益）先生尺牘 

［第一责任人］志古堂重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3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志古堂 重刊 

  

 

［正题名］李申耆（兆洛）年譜 

［第一责任人］蒋彤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3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彤 编 

  

 

［正题名］篷窗隨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沈兆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3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兆澐 辑 

  

 

［正题名］篷窗隨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沈兆澐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3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兆澐 辑 

  

 

［正题名］寶綸堂文鈔 

［第一责任人］齋召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3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斋召南 著 

  

 

［正题名］萩芬書屋文詩稿 

［第一责任人］董恂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3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董恂 著 

  

 

［正题名］退一步齋文集 

［第一责任人］方濬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3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师 著 



  

 

［正题名］滄趣樓奏議·詩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寶琛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3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宝琛 著 

  

 

［正题名］滄趣樓奏議·詩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寶琛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3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宝琛 著 

  

 

［正题名］張中丞（丹叔）奏議 

［第一责任人］張聯桂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3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联桂 著 

  

 

［正题名］常慊慊齋文集 

［第一责任人］朱之榛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3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之榛 著 

  

 



［正题名］螾廬未定稿 

［第一责任人］王孝烈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9 月［196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輯 4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孝烈 著 

  

 

［正题名］沈端恪公（近思）遺集 

［第一责任人］沈日富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日富 编 

  

 

［正题名］天岳山館文鈔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李元度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元度 撰 

  

 

［正题名］天岳山館文鈔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李元度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元度 撰 

  

 

［正题名］天岳山館文鈔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李元度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元度 撰 

  

 

［正题名］天岳山館文鈔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李元度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元度 撰 

  

 

［正题名］莫氏四種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莫友芝，莫與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莫友芝 著 

［知识责任］莫与俦 著 

  

 

［正题名］莫氏四種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莫友芝，莫與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莫友芝 著 

［知识责任］莫与俦 著 

  

 



［正题名］江南製造局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魏允恭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魏允恭 编 

  

 

［正题名］江南製造局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魏允恭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魏允恭 编 

  

 

［正题名］焦廊脞録 

［第一责任人］吴慶坻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庆坻 撰 

  

 

［正题名］諫書稀菴筆記 

［第一责任人］陳恒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恒庆 著 

  

 

［正题名］蜀燹述略 

［第一责任人］余鴻觀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余鸿观 著 

  

 

［正题名］敬鄉筆述 

［第一责任人］徐士鑾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士銮 撰 

  

 

［正题名］桐城耆舊傳 

［第一责任人］馬其昶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马其昶 撰 

  

 

［正题名］汪穰卿先生筆記 

［第一责任人］汪康年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9 月［196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4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康年 著 

  

 

［正题名］心白日齋集 

［第一责任人］尹耕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尹耕云 著 

  

 

［正题名］春在堂雜文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著俞樾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樾 著 

  

 

［正题名］春在堂雜文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著俞樾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樾 著 

  

 

［正题名］春在堂雜文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著俞樾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樾 著 

  

 

［正题名］春在堂雜文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著俞樾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樾 著 

  

 

［正题名］春在堂雜文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著俞樾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樾 著 

  

 

［正题名］春在堂雜文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著俞樾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樾 著 

  

 

［正题名］春在堂雜文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著俞樾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樾 著 

  

 

［正题名］春在堂隨筆 

［第一责任人］俞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樾 著 

  

 

［正题名］春在堂尺牘 

［第一责任人］俞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樾 著 

  

 

［正题名］春在堂楹聯録存 

［第一责任人］俞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樾 著 

  

 

［正题名］清道人遺集 

［第一责任人］李瑞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瑞清 著 

  

 

［正题名］嚴幾道詩文鈔 

［第一责任人］嚴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嚴復 著 

  

 

［正题名］奥簃朝鮮三種 



［第一责任人］周家禄著 

［第一责任人］鄧之誠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18-4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家禄 著 

［知识责任］邓之诚 辑 

  

 

［正题名］辛亥革命始末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渤海壽臣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辛亥革命始末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渤海壽臣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10 月［1969.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二輯 4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復初齋文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翁方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翁方纲 著 

  

 

［正题名］復初齋文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翁方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翁方纲 著 

  

 

［正题名］復初齋文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翁方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翁方纲 著 

  

 

［正题名］籌海初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關天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关天培 著 

  

 

［正题名］籌海初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關天培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关天培 著 

  

 

［正题名］裕忠節公（魯山）遺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裕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裕谦 著 

  

 

［正题名］裕忠節公（魯山）遺書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裕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裕谦 著 

  

 

［正题名］古微堂内外集 

［第一责任人］魏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魏源 编 

  

 

［正题名］嘉定（徐致祥）長白（寶廷）二先生奏議 

［第一责任人］夏震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夏震武 编 

  

 

［正题名］敬孚類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蕭穆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穆 著 

  

 

［正题名］敬孚類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蕭穆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穆 著 

  

 

［正题名］銅官感舊集 

［第一责任人］長沙章氏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长沙章氏 辑 

  

 

［正题名］金壺七墨全集 

［第一责任人］黄鈞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钧宰 著 

  

 

［正题名］水雲樓詩詞稿合本 

［第一责任人］蒋春霖撰 

［第一责任人］葉煒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8 年 11 月［1969.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三輯 429-4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春霖 撰 

［知识责任］葉炜 撰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奏議 

［丛书］同治五年二月至六年十月 

［丛书］光緒元年六月至三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奏議 

［丛书］光緒三年十月至五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奏議 

［丛书］光緒五年二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奏議 

［丛书］光緒五年十二月至十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奏議 

［丛书］光緒十年四月至十二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奏議 

［丛书］光緒十三年正月至十六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退菴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梁章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章钜 著 

  

 

［正题名］退菴隨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梁章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章钜 著 

  

 

［正题名］退菴隨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梁章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章钜 著 

  

 

［正题名］退菴隨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梁章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章钜 著 

  

 

［正题名］南省公餘録 

［第一责任人］梁章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章钜 著 

  

 

［正题名］張嗇謇（謇）實業文鈔 

［第一责任人］曹文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四輯 4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文麟 编 

  

 

［正题名］陶勤肅公（模）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陶葆廉輯 

［译者］陸洪濤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葆廉 辑 

［次知识责任］陆洪涛 校 

  

 

［正题名］陶勤肅公（模）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陶葆廉輯 

［译者］陸洪濤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葆廉 辑 

［次知识责任］陆洪涛 校 

  

 

［正题名］龍壁山房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拯 著 

  

 

［正题名］退廬全集 

［丛书］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胡思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思敬 著 

  

 

［正题名］退廬全集 

［丛书］箋牘·奏議 

［第一责任人］胡思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思敬 著 

  

 

［正题名］退廬全集 

［丛书］驢背集·審國病書·大盜竊國記·丙午釐訂官製芻議 

［第一责任人］胡思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思敬 著 

  

 

［正题名］退廬全集 

［丛书］戊戌履霜録·十朝新語外編 

［第一责任人］胡思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思敬 著 

  

 

［正题名］退廬全集 

［丛书］九期新語·十朝新語外編 

［第一责任人］胡思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思敬 著 

  

 

［正题名］退廬全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鹽乘 

［第一责任人］胡思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思敬 著 

  

 

［正题名］退廬全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鹽乘 

［第一责任人］胡思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思敬 著 

  

 

［正题名］室名索引 

［第一责任人］陳乃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乃乾 编 

  

 

［正题名］ 近官紳履歷彙編 

［第一责任人］敷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2 月［1970.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五輯 4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敷文社 编 

  

 

［正题名］趙文恪公（退菴） 

［丛书］自訂年譜·遺集 

［第一责任人］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六輯 4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 著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奏議（光緒五年四月至光緒八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六輯 4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奏議（光緒五年四月至光緒十二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六輯 4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奏議（光緒十二年二月至光绪十四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六輯 4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奏議（光緒十四年九月至光绪十八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六輯 4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奏議（光緒十八年十二月至光绪廿二年正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六輯 4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奏議（光緒二二年正月至光绪廿七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六輯 4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奏議（光緒廿七年六月至光绪三十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六輯 4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奏議（光緒三十年八月至宣統元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六輯 4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奏議（光緒十年閏五月至光緒三十三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3 月［1970.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六輯 4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奏議（光緒十年閏五月至光緒三十三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3 月［1970.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六輯 4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東塾集 

［第一责任人］陳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七輯 4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沣 著 

  

 

［正题名］開縣李尚書（宗羲）政書 

［第一责任人］方宗誠編 

［译者］李本方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七輯 4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宗诚 编 

［次知识责任］李本方 校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電牘） 

［丛书］（自光緒十年六月至光緒十五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七輯 4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電牘） 

［丛书］（自光緒十五年三月至光緒二十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七輯 4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電牘） 

［丛书］（自光緒二十一年正月至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七輯 4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電牘） 

［丛书］（自光緒二十二年九月至光緒二十六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七輯 4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電牘） 

［丛书］（自光緒二十六年六月至光緒二十七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七輯 4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電牘） 

［丛书］（自光緒二十七年二月至光緒二十八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七輯 4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電牘） 

［丛书］（自光緒二十八年七月至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七輯 4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電牘） 

［丛书］（自光緒三十一年正月至宣統元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3 月［1970.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七輯 4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國朝名臣言行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王炳燮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4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燮 辑 

  

 

［正题名］國朝名臣言行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王炳燮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4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燮 辑 

  

 

［正题名］使琉球記 

［第一责任人］李鼎元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4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鼎元 撰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公牘 

［丛书］（光緒八年二月至十一年八月咨扎）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4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公牘 

［丛书］（光緒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五月咨扎）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4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公牘 

［丛书］（光緒十七年六月至廿六年閏八月咨扎）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4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公牘 

［丛书］（光緒廿六年九月至卅三年五月咨扎）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4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公牘 

［丛书］（光緒八年正月至十年十月批牘）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4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公牘 

［丛书］（光緒十六年二月至卅三年八月批牘）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4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庫頁島志略 

［第一责任人］石榮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4 月［1970.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479-4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石荣瞕 编 

  

 

［正题名］二知軒文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方濬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九輯 4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颐 著 

  

 

［正题名］二知軒文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方濬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九輯 4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颐 著 

  

 

［正题名］二知軒文存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方濬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九輯 4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颐 著 

  

 

［正题名］二知軒文存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方濬頤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九輯 4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颐 著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勸學篇·輶軒語）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九輯 4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書目答問·古文·讀經扎記）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九輯 4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書扎）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九輯 4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丛书］（駢文·詩集·弟子記） 

［第一责任人］王樹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九輯 4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枏 编 

  

 

［正题名］田硯齋文集 

［第一责任人］褚榮槐著 

［第一责任人］程守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九輯 486-4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褚荣槐 著 

［知识责任］程守谦 著 

  

 

［正题名］玉井山館筆記 

［第一责任人］許宗衡著 

［第一责任人］易順鼎著 

［第一责任人］王光祈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4 月［1970.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九輯 488-4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宗衡 著 

［知识责任］易顺鼎 著 

［知识责任］王光祈 译 

  

 

［正题名］鎮安晏海澄（安瀾）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金兆豐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兆丰 撰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政治）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政治）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法律）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法律）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内政·外交）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内政·外交）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財政·軍政）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三 

［丛书］（財政·軍政）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財政·軍政）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丛书］（教育）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丛书］（實業）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世文編 

［丛书］（交通·宗教·道德） 

［第一责任人］經世文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黄克强·蔡松坡軼事 

［第一责任人］天懺生編 

［第一责任人］冬山合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5 月［1970.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輯 499-5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天忏生 编 

［知识责任］冬山合 编 

  

 

［正题名］沈文忠公（兆霖）集 

［丛书］（附：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錢保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保塘 编 

  

 

［正题名］劉武慎公（長佑）年譜 

［第一责任人］鄧輔綸，王政慈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辅纶 编 

［知识责任］王政慈 编 

  

 

［正题名］滇黔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劉嶽昭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嶽昭 著 

  

 

［正题名］滇黔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劉嶽昭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嶽昭 著 

  

 

［正题名］葵園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王先謙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撰 

  

 

［正题名］黄陶樓先生（彭年）年譜 

［第一责任人］陳定祥編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05-5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定祥 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编 

  

 

［正题名］庸菴尚書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虁龍著 

［译者］俞陸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虁龙 著 

［次知识责任］俞陆云 编 

  

 

［正题名］庸菴尚書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虁龍著 

［译者］俞陸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虁龙 著 

［次知识责任］俞陆云 编 

  



 

［正题名］庸菴尚書奏議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陳虁龍著 

［译者］俞陸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虁龙 著 

［次知识责任］俞陆云 编 

  

 

［正题名］庸菴尚書奏議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陳虁龍著 

［译者］俞陸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虁龙 著 

［次知识责任］俞陆云 编 

  

 

［正题名］珠巖山人三種 

［丛书］金鑾瑣記·鴒原録·思子軒傳奇 

［第一责任人］高樹撰 

［第一责任人］胡發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08-5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高树 撰 

［知识责任］胡发琅 著 

  

 

［正题名］雲南北界勘察記 

［第一责任人］尹明德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6 月［1970.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一輯 5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尹明德 编 

  

 

［正题名］學源堂文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郭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棻 著 

  

 

［正题名］學源堂文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郭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棻 著 

  

 

［正题名］學源堂詩集 

［第一责任人］郭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棻 著 

  

 

［正题名］方望溪（苞）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文集） 

［第一责任人］戴鈞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戴钧衡 编 

  

 

［正题名］方望溪（苞）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文集） 

［第一责任人］戴鈞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戴钧衡 编 

  

 

［正题名］方望溪（苞）先生全集 

［丛书］（集外文） 

［第一责任人］戴鈞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戴钧衡 编 

  

 

［正题名］方望溪（苞）先生全集 

［丛书］（年譜）（集外文補遺） 

［译者］蘇惇元輯 

［第一责任人］戴鈞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苏惇元 辑 

［知识责任］戴钧衡 编 

  

 

［正题名］澄懷園文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廷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廷玉 著 

  

 

［正题名］澄懷園文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廷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廷玉 著 

  

 

［正题名］澄懷園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张廷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廷玉 著 

  

 

［正题名］夷氛紀聞 

［第一责任人］梁廷枏著 

［第一责任人］崇實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18-5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廷枏 著 

［知识责任］崇实 撰 

  

 

［正题名］聖德紀略·儤直紀略·恩遇紀略·舊聞紀略 

［第一责任人］瞿鴻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7 月［197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二輯 5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瞿鸿禨 著 

  

 

［正题名］佳夢軒雜著 

［第一责任人］奕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奕赓 著 

  

 

［正题名］佳夢軒雜著 

［第一责任人］奕賡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奕赓 著 

  

 

［正题名］滿清稗史 

［第一责任人］陸保璿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保璿 辑 

  

 

［正题名］滿清稗史 

［第一责任人］陸保璿著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保璿 著辑 

  

 

［正题名］滿清稗史 

［第一责任人］陸保璿著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保璿 著辑 

  

 

［正题名］滿清稗史 

［第一责任人］陸保璿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保璿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北方實録 

［第一责任人］胡鄂公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鄂公 撰 

  

 

［正题名］宋漁父遺著 

［第一责任人］宋教仁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宋教仁 著 

  

 



［正题名］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何仲簫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仲箫 编 

  

 

［正题名］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何仲簫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仲箫 编 

  

 

［正题名］阮荀伯先生遺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附：年譜） 

［第一责任人］阮毅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阮毅成 编 

  

 

［正题名］阮荀伯先生遺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附：年譜） 

［第一责任人］阮毅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8 月［1970.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三輯 5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阮毅成 编 



  

 

［正题名］國朝宫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于敏中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于敏中 修 

  

 

［正题名］國朝宫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于敏中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于敏中 修 

  

 

［正题名］皇朝瑣屑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鐘琦輯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钟琦 辑录 

  

 

［正题名］皇朝瑣屑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鐘琦輯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钟琦 辑录 



  

 

［正题名］皇朝瑣屑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鐘琦輯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钟琦 辑录 

  

 

［正题名］包慎伯（世臣）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胡韞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3-5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韫玉 辑 

［知识责任］徐鼎 撰 

  

 

［正题名］二二五五疏 

［第一责任人］錢恂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恂 著 

  

 

［正题名］無錫楊仁山（楷）先生遺著 

［第一责任人］楊曾助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曾助 辑 

  

 



［正题名］軌政紀要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毅 编 

  

 

［正题名］軌政紀要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毅 编 

  

 

［正题名］度支部軍餉司奏案彙編 

［第一责任人］多誠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多诚 编 

  

 

［正题名］度支部税課司奏案彙要 

［第一责任人］宋壽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宋寿徵 编 

  

 

［正题名］田賦案牘彙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田賦案牘彙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8 月［1970.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四輯 5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孫文定公（嘉金）奏疏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孫鑄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铸 编 

  

 

［正题名］孫文定公（嘉金）奏疏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孫鑄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铸 编 

  

 

［正题名］道咸同光名人手扎第一集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山東軍興紀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曜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曜 著 

  

 

［正题名］山東軍興紀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曜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曜 著 

  

 

［正题名］軍機章京題名 

［第一责任人］吴孝銘編 

［第一责任人］斌椿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4-5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孝铭 编 

［知识责任］斌椿 著 

  

 

［正题名］振綺堂叢書初集 

［第一责任人］汪康年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康年 辑 

  

 

［正题名］嶺雲海日樓詩鈔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丘逢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丘逢甲 著 

  

 

［正题名］嶺雲海日樓詩鈔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丘逢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丘逢甲 著 

  

 

［正题名］舊京詩存文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孙雄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雄 著 

  

 

［正题名］舊京詩存文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孙雄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雄 著 

  

 

［正题名］曾胡治兵語録 

［第一责任人］蔡鍔輯 

［第一责任人］任傳藻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9 月［1970.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五輯 549-5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锷 辑 

［知识责任］任传藻 辑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文慶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庆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文慶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庆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文慶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庆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文慶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庆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文慶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庆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文慶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庆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文慶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庆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文慶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庆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文慶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庆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文慶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庆 纂 

  

 

［正题名］郎潛紀聞 

［第一责任人］陳康祺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康祺 撰 

  

 

［正题名］郎潛二筆（燕下鄉〓録） 

［第一责任人］陳康祺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康祺 撰 

  

 

［正题名］郎潛三筆（壬癸藏扎記） 

［第一责任人］陳康祺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康祺 撰 

  

 

［正题名］明末清初灌輸出西學之偉人 

［第一责任人］徐宗澤編 

［第一责任人］巖中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5-5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宗泽 编 

［知识责任］巖中平 编 

  

 

［正题名］近代湘賢手扎 

［第一责任人］龍伯堅藏 

［第一责任人］簡叔乾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7-5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龙伯坚 藏 

［知识责任］简叔乾 藏 

  

 

［正题名］澄廬詩集 

［第一责任人］鄒魯著 

［第一责任人］古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10 月［1970.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六輯 559-5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鄒鲁 著 

［知识责任］古直 撰 

  

 

［正题名］衛藏圖識 

［第一责任人］馬少雲，盛梅溪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马少云 纂 

［知识责任］盛梅溪 纂 

  

 

［正题名］黔南職方紀略 

［第一责任人］羅繞典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绕典 辑 

  

 

［正题名］三名臣書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何夫柱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夫柱 编 

  

 

［正题名］三名臣書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何夫柱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夫柱 编 

  

 

［正题名］軍書彙鈔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錫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锡纶 编 

  

 

［正题名］軍書彙鈔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錫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锡纶 编 

  

 

［正题名］津門雜記 

［第一责任人］張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焘 著 

  

 

［正题名］退思齋文存詩存 

［第一责任人］陳實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实泉 著 

  

 

［正题名］程璧光殉國記 

［第一责任人］程慎修堂編 

［第一责任人］佚名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67-5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慎修堂 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哀思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孫中山先生國葬紀念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 编 

  

 

［正题名］哀思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孫中山先生國葬紀念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 编 

  

 

［正题名］會澤唐氏榮哀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10 月［1970.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會澤唐氏榮哀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10 月［1970.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會澤唐氏榮哀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10 月［1970.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七輯 5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書扎 

［书目卷册］一 

［丛书］（坿：文集）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書扎 

［书目卷册］二 

［丛书］（坿：文集）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書扎 

［书目卷册］三 

［丛书］（坿：文集）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書扎 

［书目卷册］四 

［丛书］（坿：文集）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書扎 

［书目卷册］五 

［丛书］（坿：文集）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曾忠襄公（國荃）書扎 

［书目卷册］六 

［丛书］（坿：文集） 

［第一责任人］蕭榮爵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荣爵 编 

  

 

［正题名］李忠武公（續賓）遺書 

［第一责任人］李光久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光久 辑 

  

 

［正题名］李申夫（榕）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蔣德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蒋德钧 辑 

  

 



［正题名］馬中丞（丕瑶）遺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馬吉森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马吉森樟 编 

  

 

［正题名］馬中丞（丕瑶）遺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馬吉森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马吉森樟 编 

  

 

［正题名］陸文慎公（實忠）年譜陸實忠自訂 

［第一责任人］陸宗彝續編 

［第一责任人］袁榮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5-5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宗彝 续编 

［知识责任］袁荣〓 辑 

  

 

［正题名］詞垣日記 

［第一责任人］帥方蔚著 

［第一责任人］張瑛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7-5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帅方蔚 著 

［知识责任］张瑛 著 



  

 

［正题名］恤蒿廬文初稿 

［第一责任人］張濬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濬萬 著 

  

 

［正题名］兵部公牘 

［第一责任人］黄雲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12 月［1970.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八輯 5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云鹄 著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賈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桢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賈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桢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賈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桢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賈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桢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賈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桢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賈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桢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賈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桢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賈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桢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賈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桢 纂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賈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桢 纂 

  

 



［正题名］使東述略（坿雜詠） 

［第一责任人］何如璋著 

［第一责任人］竹添光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2-5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如璋 著 

［知识责任］竹添光鸿 著 

  

 

［正题名］隨軺筆記四種 

［第一责任人］吴宗濂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宗濂 著 

  

 

［正题名］太湖趙氏家集叢刻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趙寶初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5-5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宝初 辑 

  

 

［正题名］太湖趙氏家集叢刻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趙寶初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85-5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宝初 辑 

  

 



［正题名］山東懸案細目協定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12 月［1970.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十九輯 5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惜抱軒手扎 

［第一责任人］陳用光藏 

［第一责任人］倪道杰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輯 591-5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用光 藏 

［知识责任］倪道杰 藏 

  

 

［正题名］翁松禪（同蘇）家書 

［第一责任人］常热周氏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輯 5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常热周氏 藏 

  

 

［正题名］湘綺樓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闓運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輯 5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闓运 著 

  

 

［正题名］湘綺樓诗集 

［第一责任人］王闓運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輯 5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闓运 著 

  

 

［正题名］湘綺府君年譜 

［第一责任人］王代功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輯 5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代功 述 

  

 

［正题名］金薤琳琅齋文存 

［第一责任人］汪榮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輯 5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荣宝 著 

  

 

［正题名］思玄堂詩 

［第一责任人］汪榮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輯 5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荣宝 著 

  

 

［正题名］趙魯菴（天錫）先生集 

［第一责任人］岑錫祥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輯 5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岑锡祥 编 

  

 

［正题名］中和月刊史料選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沈雲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輯 6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辑 

  

 

［正题名］中和月刊史料選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沈雲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59 年 12 月［1970.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輯 6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辑 

  

 

［正题名］羅壯勇公（思舉）年譜 

［第一责任人］羅思舉自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思举 自订 

  

 

［正题名］毛尚書（鴻賓）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毛承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毛承霖 编 

  

 

［正题名］毛尚書（鴻賓）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毛承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毛承霖 编 

  

 

［正题名］劉中丞（芝田）奏議 

［第一责任人］劉瑞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瑞芳 著 

  

 

［正题名］養雲山荘文鈔詩鈔 

［第一责任人］刘瑞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瑞芳 著 

  

 

［正题名］睦州存藁（坿：臺垣疏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丁壽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寿昌 著 

  



 

［正题名］睦州存藁（坿：臺垣疏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丁壽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寿昌 著 

  

 

［正题名］浙西邨人初集 

［第一责任人］袁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昶 著 

  

 

［正题名］學壽堂日記 

［第一责任人］徐紹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绍桢 著 

  

 

［正题名］陸軍行政紀要 

［丛书］（民國五年六） 

［第一责任人］陸軍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军部 编 

  

 

［正题名］陸軍行政紀要 



［丛书］（民國九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陸軍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军部 编 

  

 

［正题名］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 

［第一责任人］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0 年 1 月［197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一輯 6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 编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十三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十一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十四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十二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十五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书目卷册］十六 

［第一责任人］寶鋆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宝鋆 修 

  

 

［正题名］校邠廬抗議 

［第一责任人］馮桂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冯桂芬 著 

  

 

［正题名］觀光紀遊 

［第一责任人］岡千仞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岡千仞 著 

  

 

［正题名］扶桑遊紀 

［第一责任人］王韜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韬 著 

  

 

［正题名］法越交兵紀 

［第一责任人］曾概嘨雲輯 

［译者］王韜删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概啸云 辑 

［知识责任］王韬删 纂 

  

 

［正题名］三上彭官保（雪琴）書 

［第一责任人］潘忠慎著 

［第一责任人］楊毅廷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6-6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潘忠慎 著 

［知识责任］杨毅廷 编 

  

 

［正题名］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 

［第一责任人］軍機處原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军机處原 藏 

  

 

［正题名］南洋三月記 

［第一责任人］鄭子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子健 著 

  

 

［正题名］近百年來中外關係 

［第一责任人］胡秋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0 年 3 月［1971.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輯 6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秋原 著 

  

 

［正题名］李文貞（光地）年譜 

［第一责任人］李清植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清植 纂 

  

 

［正题名］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大昌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大昌 辑 

  

 

［正题名］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大昌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大昌 辑 

  

 

［正题名］清代七百名人傳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蔡冠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冠洛 编 

  

 

［正题名］清代七百名人傳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蔡冠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冠洛 编 

  

 

［正题名］清代七百名人傳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蔡冠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冠洛 编 

  

 

［正题名］清代四名人家書（林則徐·彭玉麟·張之洞·李鴻章） 

［第一责任人］周維立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维立 校 

  

 

［正题名］紅杏山房遺藁 

［第一责任人］宋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宋湘 著 

  

 

［正题名］梁節菴（鼎芬）先生賸稿 

［第一责任人］楊敬安輯 

［第一责任人］張澍棠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26-6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敬安 辑 

［知识责任］张澍棠 撰 

  

 

［正题名］天嬰室叢稿 

［第一责任人］陳訓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训正 著 

  

 

［正题名］西征紀事 

［第一责任人］寗協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寗协萬 著 

  



 

［正题名］近代史事與人物 

［第一责任人］沈雲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0 年 3 月［1971.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6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著 

  

 

［正题名］張惠肅公（亮基）年譜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祖佑原輯 

［译者］林紹年鑒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祖佑 原辑 

［次知识责任］林绍年 鉴订 

  

 

［正题名］張惠肅公（亮基）年譜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祖佑原輯 

［译者］林紹年鑒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祖佑 原辑 

［次知识责任］林绍年 鉴订 

  

 

［正题名］張惠肅公（亮基）年譜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張祖佑原輯 

［译者］林紹年鑒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祖佑 原辑 

［次知识责任］林绍年 鉴订 

  

 

［正题名］雪鴻山館紀年 

［第一责任人］趙守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守纯 著 

  

 

［正题名］翼王石達開全集 

［第一责任人］錢書侯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书侯 编 

  

 

［正题名］清代文讞紀略 

［第一责任人］歸静先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归静先 编 

  

 

［正题名］中國基督教史綱 

［第一责任人］王治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治心 著 



  

 

［正题名］鹺政備覽（兩廣） 

［第一责任人］方濬師輯 

［第一责任人］監務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36-6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濬师 辑 

［知识责任］监务署 编 

  

 

［正题名］上海租界略史 

［第一责任人］岑德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岑德彰 编 

  

 

［正题名］ 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文公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公直 编 

  

 

［正题名］ 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文公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文公直 编 



  

 

［正题名］捲菸統税史 

［第一责任人］捲菸統税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0 年 4 月［197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四輯 6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南巡盛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高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高晋 辑 

  

 

［正题名］南巡盛典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高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高晋 辑 

  

 

［正题名］南巡盛典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高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高晋 辑 

  

 



［正题名］南巡盛典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高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高晋 辑 

  

 

［正题名］南巡盛典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高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高晋 辑 

  

 

［正题名］御製圓明園圖詩 

［第一责任人］清高宗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清高宗 撰 

  

 

［正题名］天主教傳入中國概况 

［第一责任人］聖教雜志社編 

［第一责任人］陳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3-6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捷 著 

  

 

［正题名］鷗舫詩文鈔 



［第一责任人］潘振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潘振华 著 

  

 

［正题名］樊山政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樊增詳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樊增详 撰 

  

 

［正题名］樊山政書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樊增詳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樊增详 撰 

  

 

［正题名］樊山政書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樊增詳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樊增详 撰 

  

 

［正题名］翼教叢編 

［第一责任人］葉德輝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葉德辉 编 

  

 

［正题名］牧令須知 

［第一责任人］刚毅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刚毅 辑 

  

 

［正题名］官制篇 

［第一责任人］李景蘇，曾彝進録 

［第一责任人］度支部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0 年 6 月［1971.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五輯 649-6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景苏 录 

［知识责任］曾彝进 录 

［知识责任］度支部 辑 

  

 

［正题名］中華民國開國史 

［第一责任人］谷鐘秀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六輯 6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谷钟秀 著 

  

 

［正题名］伍先生（秩庸）公牘 

［丛书］（附：伍廷光編、伍廷芳）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六輯 6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合肥執政年譜初稿 

［丛书］（附：鴻隱生編：安福趣史） 

［第一责任人］吴廷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六輯 6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廷爕 编 

  

 

［正题名］樂齋温筆 

［丛书］（附：李培生編：桂繫據粤之由來及其經過） 

［第一责任人］岑春煊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六輯 6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岑春煊 著 

  

 

［正题名］朱執信文存 

［第一责任人］邵元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六輯 6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元冲 编 

  

 

［正题名］正定王氏雙節永慕録 

［第一责任人］王士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六輯 6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士珍 编 

  

 

［正题名］民國軍事近紀 

［第一责任人］丁文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六輯 6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文江 编 

  

 

［正题名］國民軍史稿 

［第一责任人］李泰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六輯 6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泰棻 著 

  

 

［正题名］涿州戰紀 

［第一责任人］夏壽田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六輯 6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夏寿田 述 

  

 

［正题名］駐外使領館職員録（民國廿二、廿七年）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0 年 6 月［1971.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六輯 6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孫中山先生演説全集 

［第一责任人］總理逝世三週年首都各界紀念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6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黎副總統（元洪）政書 

［第一责任人］易國幹，宗彝，陳邦鎮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6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易国干 辑 

［知识责任］宗彝 辑 

［知识责任］陈邦镇 辑 

  

 

［正题名］水竹邨人詩集 

［第一责任人］徐世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6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世昌 著 

  

 

［正题名］馬相伯（良）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張若谷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6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若谷 著 

  

 

［正题名］回顧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鄒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6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鄒鲁 著 

  

 

［正题名］回顧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鄒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6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鄒鲁 著 

  

 

［正题名］李烈鈞將軍自傳 

［第一责任人］李烈鈞撰 

［第一责任人］何成濬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666-6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烈钧 撰 

［知识责任］何成濬 述 

  

 

［正题名］北洋人物史料三種 

［丛书］①徐世昌全傳②段祺瑞秘史③李純全史 

［第一责任人］競智圖書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6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末民初留日陸軍士官學校人名簿 



［丛书］附：日本新聞學院校友名簿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6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廿五年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學生名簿 

［第一责任人］日華學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0 年 7 月［1971.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6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慈衛室詩草·粤行集·訒菴詩稿 

［丛书］（附：茶陵譚公年譜） 

［第一责任人］譚延闓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八輯 6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谭延闓 著 

  

 

［正题名］太炎先生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章炳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八輯 6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炳麟 著 

  

 

［正题名］吴佩孚先生集 

［第一责任人］趙恒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八輯 6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恒惕 编 

  

 

［正题名］曾慕韓（琦）先生遺著 

［丛书］（附：曾母宋太夫人詩稿） 

［第一责任人］沈雲龍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八輯 6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督軍團傳 

［第一责任人］陶菊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八輯 6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菊隐 著 

  

 

［正题名］湘軍援鄂戰史 

［第一责任人］國史編輯社編 

［第一责任人］張梓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八輯 676-6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梓生 著 

  

 

［正题名］滿宫殘照記 

［第一责任人］秦翰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八輯 6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秦翰才 著 

  

 

［正题名］民國政史拾遺 

［第一责任人］劉以芬著 

［第一责任人］沈雲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0 年 9 月［1971.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八輯 679-6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以芬 著 

［知识责任］沈云龙 著 

  

 

［正题名］虚受堂文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王先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九輯 6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著 

  

 

［正题名］虚受堂文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王先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九輯 6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著 

  

 

［正题名］虚受堂文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王先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九輯 6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著 

  

 

［正题名］虚受堂詩存 

［第一责任人］王先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九輯 6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著 

  

 

［正题名］虚受堂書扎 

［第一责任人］王先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九輯 6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著 

  

 

［正题名］聽雨叢談 

［第一责任人］福格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九輯 6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福格 著 

  

 

［正题名］粤軺集 

［第一责任人］徐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九輯 6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琪 著 

  

 



［正题名］蓬廬文鈔 

［第一责任人］周廣業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九輯 6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广业 著 

  

 

［正题名］澹園詩集 

［第一责任人］虞景璜著 

［第一责任人］胡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九輯 687-6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虞景璜 著 

［知识责任］胡铉 著 

  

 

［正题名］游戎出塞日記 

［第一责任人］黄明亮著 

［第一责任人］荘澤宜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0 年 10 月［1971.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九輯 689-6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明亮 著 

［知识责任］荘泽宜 著 

  

 

［正题名］阿文成公（桂）年譜 

［丛书］卷一至卷五自康熙五十六年八月至乾隆三十六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輯 6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纂 

  



 

［正题名］阿文成公（桂）年譜 

［丛书］卷六至卷九自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至乾隆三十八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輯 6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纂 

  

 

［正题名］阿文成公（桂）年譜 

［丛书］卷十至卷十三自乾隆三十八年十月至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輯 6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纂 

  

 

［正题名］阿文成公（桂）年譜 

［丛书］卷十四至卷十七自乾隆四十年正月至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輯 6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纂 

  

 

［正题名］阿文成公（桂）年譜 

［丛书］卷十八至卷廿二自乾隆四十二年正月至乾隆四十六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輯 6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纂 

  



 

［正题名］阿文成公（桂）年譜 

［丛书］卷廿三至卷廿六自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至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輯 6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纂 

  

 

［正题名］阿文成公（桂）年譜 

［丛书］卷廿七至卷三十自乾隆四十八年正月至乾隆五十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輯 6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纂 

  

 

［正题名］阿文成公（桂）年譜 

［丛书］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四自乾隆五十一年二月至嘉慶二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輯 6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纂 

  

 

［正题名］清代西藏史料叢刊 

［第一责任人］吴豐培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輯 6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丰培 辑 

  

 



［正题名］清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 

［第一责任人］周明泰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0 年 10 月［1971.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輯 7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明泰 辑 

  

 

［正题名］錢牧齋（謙益）先生遺事及年譜 

［第一责任人］虞山丁氏鈔藏 

［第一责任人］羅振玉輯 

［第一责任人］陳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一輯 701-7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虞山丁氏钞 藏 

［知识责任］罗振玉 辑 

［知识责任］陈田 编 

  

 

［正题名］永憲録 

［第一责任人］萧奭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一輯 7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奭 著 

  

 

［正题名］喬勤恪公（松年）奏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喬聯寶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一輯 7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乔联宝 著 

  



 

［正题名］喬勤恪公（松年）奏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喬聯寶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一輯 7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乔联宝 著 

  

 

［正题名］喬勤恪公（松年）奏議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喬聯寶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一輯 7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乔联宝 著 

  

 

［正题名］喬勤恪公（松年）奏議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喬聯寶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一輯 7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乔联宝 著 

  

 

［正题名］李文忠公（鴻章）事略 

［第一责任人］吴汝綸撰 

［第一责任人］陳虁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一輯 706-7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汝纶 撰 

［知识责任］陈虁龙 著 



  

 

［正题名］天根文鈔詩鈔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何家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一輯 7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家琪 著 

  

 

［正题名］天根文鈔詩鈔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何家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一輯 7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家琪 著 

  

 

［正题名］慎所立齋文集詩集 

［第一责任人］江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一輯 7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江瀚 著 

  

 

［正题名］近世中國史 

［第一责任人］金兆梓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0 年 12 月［1971.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一輯 7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兆梓 编 

  

 



［正题名］劉石菴公（墉）家書真蹟 

［第一责任人］劉大同藏 

［第一责任人］龐潔公藏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二輯 711-7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大同 藏 

［知识责任］庞洁公 藏 

  

 

［正题名］龔定盦（自珍）全集類編 

［第一责任人］夏田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二輯 7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夏田蓝 编 

  

 

［正题名］吴齋斋（大澂）尺牘 

［第一责任人］謝國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二輯 7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国桢 编 

  

 

［正题名］太平天國詩文鈔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羅邕，沈祖基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二輯 7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邕 辑 

［知识责任］沈祖基 辑 

  

 



［正题名］太平天國詩文鈔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羅邕，沈祖基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二輯 7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邕 辑 

［知识责任］沈祖基 辑 

  

 

［正题名］都門紀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徐永年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二輯 7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永年增 辑 

  

 

［正题名］都門紀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徐永年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二輯 7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永年增 辑 

  

 

［正题名］世載堂雜憶 

［第一责任人］劉成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二輯 7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成愚 著 

  

 



［正题名］陝西實業考察記 

［第一责任人］何慶雲著 

［第一责任人］田曙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二輯 718-7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庆云 著 

［知识责任］田曙岚 著 

  

 

［正题名］中國貿易年鑑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卅七年） 

［第一责任人］黄宇乾，池廷熹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二輯 7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宇乾 编 

［知识责任］池廷熹 编 

  

 

［正题名］中國貿易年鑑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國卅七年） 

［第一责任人］黄宇乾，池廷熹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二輯 7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宇乾 编 

［知识责任］池廷熹 编 

  

 

［正题名］國朝掌故輯要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林熙春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三輯 7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熙春 辑 

  

 

［正题名］國朝掌故輯要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林熙春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三輯 7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熙春 辑 

  

 

［正题名］國朝掌故輯要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林熙春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三輯 7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熙春 辑 

  

 

［正题名］清室外紀 

［第一责任人］陳詒先，陳冷汰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三輯 7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詒先 译 

［知识责任］陈冷汰 译 

  

 

［正题名］光緒建元以來督撫年表 

［第一责任人］陳淑編 

［第一责任人］張之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三輯 723-7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淑 编 

［知识责任］张之洞 纂 

  

 

［正题名］桐城吴先生（汝綸）年譜 

［第一责任人］郭立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三輯 7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立志 编 

  

 

［正题名］匑石文稿 

［第一责任人］黄孝紓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三輯 7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孝纾 著 

  

 

［正题名］蔣百里先生傳 

［第一责任人］陶菊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三輯 7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菊隐 著 

  

 

［正题名］花谿閒筆正續集 

［第一责任人］吴鼎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三輯 728-7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鼎昌 著 



  

 

［正题名］甘簃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陳灨一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元［197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三輯 7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灨一 著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賀長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长龄 辑 

  

 

［正题名］庚子使館被圍記 

［第一责任人］陳詒先，陳冷汰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詒先 译 

［知识责任］陈冷汰 译 

  

 

［正题名］瓦德西拳亂筆記 

［第一责任人］王光祈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光祈 译 

  

 

［正题名］英軺日記 

［第一责任人］载振，唐文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载振 著 

［知识责任］唐文治 著 

  

 



［正题名］中國關税製度論 

［第一责任人］高柳松一郎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高柳松一郎 著 

  

 

［正题名］海關權與民國前途 

［第一责任人］金軆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体乾 著 

  

 

［正题名］租界與中國 

［第一责任人］顧器重著 

［第一责任人］王臻善著 

［第一责任人］慵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37-7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顾器重 著 

［知识责任］王臻善 著 

［知识责任］慵叟 著 

  

 

［正题名］中英法外交詞典（民國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條約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3 月［1972.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四輯 7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續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葛士濬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葛士濬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續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葛士濬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葛士濬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續編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葛士濬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葛士濬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續編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葛士濬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葛士濬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續編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葛士濬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葛士濬 辑 

  

 

［正题名］清列朝后妃傳稿 

［第一责任人］張爾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尔田 撰 

  

 

［正题名］三水梁燕孫（士詒）先生年譜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岑學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岑学吕 编 

  

 

［正题名］三水梁燕孫（士詒）先生年譜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岑學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岑学吕 编 

  

 

［正题名］節菴先生遺詩 

［第一责任人］梁鼎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鼎芬 著 

  

 

［正题名］温侍御（毅夫）年譜及檗盦奏議 

［第一责任人］温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温肃 著 

  

 

［正题名］陳少白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陳德芸述 

［第一责任人］鄭官應輯 

［第一责任人］馮平山記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6-7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德芸 述 

［知识责任］郑官应 辑 

［知识责任］冯平山 记 

  

 

［正题名］春暉草堂筆記 

［第一责任人］張天錫著 

［第一责任人］徐宗亮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3 月［1972.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749-7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天锡 著 

［知识责任］徐宗亮 著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三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忠倚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六輯 7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忠倚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三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忠倚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六輯 7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忠倚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三編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陳忠倚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六輯 7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忠倚 辑 

  

 

［正题名］宸垣識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吴長元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六輯 7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长元 辑 

  

 



［正题名］宸垣識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吴長元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六輯 7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长元 辑 

  

 

［正题名］冷廬雜識 

［第一责任人］陆敬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六輯 7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敬安 著 

  

 

［正题名］讀易草堂文集 

［第一责任人］辜鴻銘著 

［第一责任人］揚守敬著 

［第一责任人］吴天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六輯 754-7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辜鸿铭 著 

［知识责任］扬守敬 著 

［知识责任］吴天任 编 

  

 

［正题名］蔡松坡（鍔）先生遺集 

［第一责任人］劉達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六輯 7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达武 编 

  



 

［正题名］蔣百里（方震）先生文集 

［第一责任人］國防學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六輯 7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沁水賈氏瑩廟石刻文稿 

［第一责任人］賈景德撰 

［第一责任人］潘齡臬書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4 月［1972.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六輯 759-7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景德 撰 

［知识责任］潘龄臬 书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四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何良棟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七輯 7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良栋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四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何良棟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七輯 7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良栋 辑 

  

 



［正题名］東塾續集 

［第一责任人］陳灃著 

［译者］陳之邁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七輯 7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沣 著 

［次知识责任］陈之迈 编 

  

 

［正题名］陳東塾（灃）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汪宗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七輯 7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宗衍 著 

  

 

［正题名］吴榮光自訂年譜 

［第一责任人］吴榮光著 

［第一责任人］劉如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七輯 764-7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荣光 著 

［知识责任］刘如玉 著 

  

 

［正题名］康南海（有爲）先生年譜續編 

［第一责任人］康文佩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七輯 7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文佩 编 

  

 



［正题名］中國抗戰史 

［第一责任人］馮子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七輯 7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冯子超 著 

  

 

［正题名］常德抗日血戰史 

［第一责任人］徐浩然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七輯 7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浩然 编 

  

 

［正题名］呼江吸海樓詩 

［第一责任人］羅卓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七輯 7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卓英 著 

  

 

［正题名］東西洋考察記 

［第一责任人］仲躋翰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5 月［1972.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七輯 7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仲跻翰 著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新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麥仲華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麦仲华 编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新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麥仲華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麦仲华 编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新編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麥仲華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麦仲华 编 

  

 

［正题名］水流雲在館奏議·詩鈔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宋晋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宋晋 著 

  

 

［正题名］水流雲在館奏議·詩鈔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宋晋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宋晋 著 

  

 

［正题名］不自慊齋漫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徐賡陛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赓陛 著 

  

 

［正题名］不自慊齋漫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徐賡陛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赓陛 著 

  

 

［正题名］不自慊齋漫存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徐賡陛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赓陛 著 

  

 

［正题名］鷗堂日記 

［第一责任人］周星譽著 

［第一责任人］李金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4-7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星誉 著 

［知识责任］李金镭 著 

  

 

［正题名］馬相伯（良）先生文集·續編·新編 

［第一责任人］方豪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方豪 编 

  

 

［正题名］會澤筆記 

［第一责任人］唐繼堯著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7-7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唐继尧 著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錢文端公（陳羣）年譜（補卷中）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第一责任人］鄧輔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6 月［1972.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779-7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知识责任］邓辅纶 编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楊鳳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鳳藻 编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楊鳳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鳳藻 编 

  

 

［正题名］黄梨洲（宗羲）年譜 

［第一责任人］謝國楨編 

［第一责任人］張西堂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82-7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国桢 编 

［知识责任］张西堂 编 

  

 

［正题名］鏡湖自撰年譜 

［第一责任人］段光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段光清 著 

  

 

［正题名］近代秘密社會史料 

［第一责任人］蕭一山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一山 编 

  

 

［正题名］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訓正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训正 编 

  

 

［正题名］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訓正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训正 编 

  

 

［正题名］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陳訓正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训正 编 

  

 

［正题名］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陳訓正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训正 编 

  

 

［正题名］八年抗戰之經過 

［第一责任人］何應欽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应钦 著 

  

 

［正题名］京話 

［第一责任人］姚穎著 

［第一责任人］張士超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88-7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颖 著 

［知识责任］张士超 编 

  

 

［正题名］黎元洪評傳 

［第一责任人］沈雲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6 月［1972.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九輯 7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著 

  

 

［正题名］段玉裁（茂堂）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劉盻遂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輯 791-7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盻遂 编 

  

 

［正题名］朱九江（次琦）先生傳 

［第一责任人］簡朝亮著 

［第一责任人］康有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輯 793-7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简朝亮 著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正题名］康南海文集 

［第一责任人］康有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輯 7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正题名］締造共和之英雄尺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榮朝申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輯 7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荣朝申 辑 

  

 

［正题名］締造共和之英雄尺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榮朝申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輯 7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荣朝申 辑 

  

 

［正题名］愛竹齋全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鵬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輯 7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鹏超 著 

  

 

［正题名］愛竹齋全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鵬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輯 7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鹏超 著 

  

 

［正题名］窺園留草 

［第一责任人］許南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輯 7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南英 著 

  

 

［正题名］浙鴻爪印 

［第一责任人］程龢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輯 7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程龢 著 

  

 

［正题名］退醒廬筆記 

［第一责任人］孫玉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8 月［1972.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輯 8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玉声 著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新增時洋務續編 

［第一责任人］甘韓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一輯 8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甘韩 辑 

  

 

［正题名］閻濳丘（若璩）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張穆編 

［第一责任人］段玉裁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一輯 802-8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穆 编 

［知识责任］段玉裁 编 

  

 

［正题名］儀徵劉孟瞻（文淇）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小澤文四郎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一輯 8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小泽文四郎 编 



  

 

［正题名］左公襄公（宗棠）家書 

［第一责任人］左孝同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一輯 8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左孝同 编 

  

 

［正题名］吴中平寇記 

［第一责任人］錢勖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一輯 8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勖 撰 

  

 

［正题名］東征要電佚存 

［第一责任人］陳湜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一輯 8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湜 辑 

  

 

［正题名］李傳相（鴻章）歷聘歐美記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譯 

［译者］蔡爾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一輯 8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译 

［次知识责任］蔡尔康 辑 

  

 



［正题名］出使公牘·奏疏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薛福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一輯 8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薛福成 著 

  

 

［正题名］出使公牘·奏疏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薛福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一輯 8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薛福成 著 

  

 

［正题名］宦游經略 

［第一责任人］桂超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一輯 8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桂超萬 著 

  

 

［正题名］國父墨寶 

［第一责任人］北方雜誌社印 

［第一责任人］吴硯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二輯 811-8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砚云 编 

  

 

［正题名］宋漁父先生傳略·遺著·哀〓 



［第一责任人］答血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二輯 8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答血儿 编 

  

 

［正题名］當代黨國名人講演集 

［副题名］民國廿三年五月印行 

［第一责任人］軍事新聞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二輯 8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军事新闻社 编 

  

 

［正题名］當代名人新演講集 

［第一责任人］陸翔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二輯 8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翔 辑 

  

 

［正题名］吴興周夢坡（慶雲）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周延祁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二輯 8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延祁 编 

  

 

［正题名］黄埔軍校與國民革命軍 

［第一责任人］劉峙著 

［第一责任人］王蘧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二輯 817-8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峙 著 

［知识责任］王蘧常 著 

  

 

［正题名］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二輯 8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二輯 8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孔庸之（祥熙）先生講演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劉振東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二輯 8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振东 编 

  

 

［正题名］孔庸之（祥熙）先生講演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劉振東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9 月［1972.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二輯 8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振东 编 

  

 

［正题名］籌鄂（俄）龜鑑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俠君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三輯 8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侠君 辑 

  

 

［正题名］籌鄂（俄）龜鑑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俠君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三輯 8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侠君 辑 

  

 

［正题名］拳匪紀事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佐原篤介，浙江漚隱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三輯 8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佐原笃介 辑 

［知识责任］浙江沤隐 辑 

  

 

［正题名］拳匪紀事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佐原篤介，浙江漚隱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三輯 8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佐原笃介 辑 

［知识责任］浙江沤隐 辑 

  

 

［正题名］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第一责任人］鹿完天記 

［第一责任人］高紹陳撰 

［第一责任人］祝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三輯 823-8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鹿完天 记 

［知识责任］高绍陈 撰 

［知识责任］祝芾 辑 

  

 

［正题名］直東剿匪電存 

［第一责任人］林學瑊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三輯 8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学瑊 辑 

  

 

［正题名］西巡回鑾始末記 

［第一责任人］八詠樓主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三輯 8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八詠楼主人 编 

  

 

［正题名］勵堂文集 

［第一责任人］顧家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三輯 8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顾家相 著 

  

 

［正题名］游歷日本考査商務日記 

［第一责任人］劉學詢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三輯 8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学询 著 

  

 

［正题名］十葉野聞 

［第一责任人］許指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11 月［1972.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三輯 8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指巖 著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聖學·原學·儒行·法語·廣論·文學·師友）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原治·政本·治法·用人·臣職）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原治·政本·治法·用人·臣職）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吏論·官製·銓選·考察·大吏·守令·幕友·吏胥）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吏論·官製·銓選·考察·大吏·守令·幕友·吏胥）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理財·養民）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建置·賦役）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賦役·屯墾·八旗生計·農政）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倉儲·荒政）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漕運·鹽課）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鹽課·權酤）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釐捐·開礦·錢幣） 

［第一责任人］盛良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11 月［1972.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四輯 8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良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禮政 

［丛书］（禮論·大典·學校·貢舉·宗法·宗教） 

［第一责任人］盛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五輯 8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康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禮政 

［丛书］（婚禮·喪禮·服制·祭禮·正俗） 

［第一责任人］盛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五輯 8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康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兵政 

［丛书］（兵制·水師·餉需·馬政·保甲） 

［第一责任人］盛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五輯 8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康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兵政 

［丛书］（团練·兵法·地利） 

［第一责任人］盛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五輯 8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康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兵政 

［丛书］（地利·塞防·海防·台防·蠻防） 

［第一责任人］盛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五輯 8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康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兵政 

［丛书］（剿匪） 

［第一责任人］盛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五輯 8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康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刑政 

［丛书］（刑論·律例·治獄） 

［第一责任人］盛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五輯 8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康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工政 

［丛书］（土木·河防） 

［第一责任人］盛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五輯 8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康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工政 

［丛书］（河防·直隸河工·運河·水利通論·直録水利） 

［第一责任人］盛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五輯 8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康 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丛书］工政 

［丛书］（江南水利·各省水利·海塘） 

［第一责任人］盛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十二月［1972.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五輯 8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盛康 辑 

  

 

［正题名］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曹振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振镛 纂 

  

 

［正题名］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曹振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振镛 纂 

  

 

［正题名］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曹振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振镛 纂 

  

 

［正题名］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曹振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振镛 纂 

  

 

［正题名］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曹振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振镛 纂 

  

 

［正题名］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曹振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振镛 纂 

  

 

［正题名］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曹振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振镛 纂 

  

 

［正题名］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曹振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振镛 纂 

  

 

［正题名］嘉慶東巡紀事 

［第一责任人］佚名記 

［第一责任人］富俊輯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2-8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记 

［知识责任］富俊 辑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滇事危言二集 

［第一责任人］楊覲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觐东 著 

  

 



［正题名］左文襄公征西史略 

［第一责任人］廬鳳閣編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庐凤  编述 

  

 

［正题名］康有爲長興裏講學記 

［第一责任人］陳千秋，梁啓超校 

［第一责任人］鄧毅，張鵬一筆記 

［第一责任人］蕭瓊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57-8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千秋 校 

［知识责任］梁启超 校 

［知识责任］邓毅 笔记 

［知识责任］张鹏一 笔记 

［知识责任］萧琼章 著 

  

 

［正题名］我佛山人筆記 

［第一责任人］吴研人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1 年 12 月［1972.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六輯 8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研人 著 

  

 

［正题名］外交文牘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元年至十年） 

［第一责任人］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七輯 8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文牘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國元年至十年） 

［第一责任人］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七輯 8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文牘 

［书目卷册］三 

［丛书］（民國元年至十年） 

［第一责任人］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七輯 8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關税案牘彙編 

［第一责任人］前北京政府財政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七輯 8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理財便覽 

［第一责任人］阿拉巴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七輯 8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阿拉巴德 著 

  

 



［正题名］遐案彙稿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三十五年增訂本） 

［第一责任人］劉景山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七輯 8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景山 编 

  

 

［正题名］遐案彙稿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國三十五年增訂本） 

［第一责任人］劉景山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七輯 8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景山 编 

  

 

［正题名］遐案彙稿 

［书目卷册］三 

［丛书］（民國三十五年增訂本） 

［第一责任人］劉景山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七輯 8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景山 编 

  

 

［正题名］全國農會聯合會第一次紀事 

［第一责任人］陶昌善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七輯 8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昌善 编 



  

 

［正题名］厲期室詩文集 

［第一责任人］酆更著 

［第一责任人］張原煒著 

［第一责任人］許同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七輯 866-8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酆更 著 

［知识责任］张原炜 著 

［知识责任］许同莘 著 

  

 

［正题名］已未同年録 

［第一责任人］勵平編 

［第一责任人］臧啓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2 年 1 月［1973.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七輯 869-8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励平 编 

［知识责任］臧启芳 编 

  

 

［正题名］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第一责任人］秦仲龢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秦仲龢 译 

  

 

［正题名］慈禧外記 

［第一责任人］陳冷汰，陳詒先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冷汰 译 

［知识责任］陈詒先 译 

  

 

［正题名］太平天國佚聞 

［第一责任人］進步書局編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进步书局 编辑 

  

 

［正题名］非宇舘文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蕭一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一山 著 

  

 

［正题名］非宇舘文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蕭一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一山 著 

  

 

［正题名］非宇舘文存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蕭一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萧一山 著 

  

 

［正题名］中華銀行史 

［第一责任人］周葆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葆銮 著 

  

 

［正题名］中國錢荘概要 

［第一责任人］潘子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潘子豪 著 

  

 

［正题名］中國幫會三百年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劉聯珂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联珂 著 

  

 

［正题名］中國禁烟法令變遷史 

［第一责任人］于恩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于恩德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憲法史料 

［第一责任人］郭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卫 编 

  

 

［正题名］别號索引 

［第一责任人］陳乃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八輯 8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乃乾 编 

  

 

［正题名］胡文忠公（林翼）遺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夏先範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九輯 8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夏先范 编 

  

 

［正题名］胡文忠公（林翼）遺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夏先範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九輯 8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夏先范 编 

  

 

［正题名］王文敏公（懿榮）遺集 

［第一责任人］劉承幹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九輯 8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承幹 编 

  

 

［正题名］張夕厂先生（崟）年譜 

［第一责任人］鮑鼎編 

［第一责任人］高澍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九輯 883-8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鲍鼎 编 

［知识责任］高澍然 著 

  

 

［正题名］東洲草堂文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何紹基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九輯 8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绍基 著 

  

 

［正题名］東洲草堂文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何紹基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九輯 8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绍基 著 

  

 

［正题名］簷曝雜記 

［第一责任人］趙翼著 



［第一责任人］韓泰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九輯 886-8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翼 著 

［知识责任］韩泰华 著 

  

 

［正题名］西遊筆略 

［第一责任人］郭連城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九輯 8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郭连城 著 

  

 

［正题名］俄遊彙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繆祐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九輯 8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祐孙 著 

  

 

［正题名］俄遊彙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繆祐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九輯 8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祐孙 著 

  

 

［正题名］粤嵯紀要 

［第一责任人］鄒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2 年 3 月［1973.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九輯 8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邹琳 编 

  

 

［正题名］國恥史要 

［第一责任人］梁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輯 8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心 编 

  

 

［正题名］國恥痛史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輯 8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君憲問題文電彙編 

［第一责任人］籌安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輯 8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筹安会 编 

  

 

［正题名］洪憲慘史·復辟詳志 

［第一责任人］王建中，張戆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輯 8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建中 著 

［知识责任］张戆盦 著 

  

 

［正题名］段祺瑞 

［第一责任人］费敬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輯 8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费敬仲 著 

  

 

［正题名］北征日記 

［第一责任人］項士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輯 8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项士元 著 

  

 

［正题名］西安事變史料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輯 8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安瀾遺集 

［第一责任人］戴安瀾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輯 8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戴安澜 著 

  



 

［正题名］陸費伯鴻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鄭子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輯 8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子展 编 

  

 

［正题名］近代二十家評傳 

［第一责任人］王森然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2 年 4 月［1973.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輯 9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森然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與列强態度 

［丛书］附：民報增刊：天討 

［第一责任人］王光祈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一輯 9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光祈 译 

  

 

［正题名］國家主義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輯 

［第一责任人］少年中國學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一輯 9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孤軍雜志政黨專號 

［第一责任人］孤軍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一輯 9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胡先生（漢民）紀念專刊 

［第一责任人］培英書局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一輯 9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教育遺議 

［第一责任人］陳子褒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一輯 9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子褒 著 

  

 

［正题名］碩果亭詩 

［第一责任人］李宣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一輯 9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宣龚 著 

  

 

［正题名］榆塞紀行録 

［丛书］附閻毓善著：龍沙鱗爪 

［第一责任人］李雲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一輯 9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云生 著 

  

 

［正题名］近代佚聞 

［丛书］附：杜保祺：健廬隨筆 

［第一责任人］陶菊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一輯 9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菊隐 著 

  

 

［正题名］謝鑄陳回憶録 

［第一责任人］謝健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一輯 9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健 著 

  

 

［正题名］西行逐日記 

［第一责任人］葉夏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一輯 9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叶夏声 著 

  

 

［正题名］湯文正公（濳菴）全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湯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汤斌 著 

  



 

［正题名］湯文正公（濳菴）全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湯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汤斌 著 

  

 

［正题名］湯文正公（濳菴）全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湯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汤斌 著 

  

 

［正题名］陳清端公（璸）詩集 

［第一责任人］丁宗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宗洛 编 

  

 

［正题名］琉球入學聞見録 

［第一责任人］潘相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潘相 辑 

  

 

［正题名］期不負齋政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周家楣著 

［译者］志鈞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家楣 著 

［次知识责任］志钧 编 

  

 

［正题名］期不負齋政書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周家楣著 

［译者］志鈞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家楣 著 

［次知识责任］志钧 编 

  

 

［正题名］戊戌政變記（丁酉重刊） 

［第一责任人］梁啓超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康有爲與戊戌變法 

［第一责任人］康同華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同华 编 

  



 

［正题名］凌滄集 

［第一责任人］田邊家著 

［第一责任人］王亞南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17-9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田边家 著 

［知识责任］王亚南 著 

  

 

［正题名］太虚大師寰游記 

［第一责任人］釋滿智，釋墨禪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释满智 编 

［知识责任］释墨禅 编 

  

 

［正题名］西南遊行雜冩 

［第一责任人］鐘天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二輯 9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钟天石 著 

  

 

［正题名］碑傳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原第一册至第五册（總目、作者紀略、引用書目） 

［丛书］宗室·功臣·宰輔·部院大臣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碑傳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原第六册至十册 

［丛书］（功臣·宰輔·部院大臣）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碑傳集 

［书目卷册］三 

［丛书］原第十一册至第十五册 

［丛书］（宰輔·部院大臣）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碑傳集 

［丛书］原第十六册至第二十册 

［丛书］（内閣九卿·翰詹·科道）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碑傳集 

［丛书］原第二十一册至第二十五册 

［丛书］（科道·曹司·督撫）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碑傳集 

［丛书］原第二十六册至第三十册 

［丛书］（督撫·河臣·監司）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碑傳集 

［丛书］原第三十一册至第三十五册 

［丛书］（監司·守令）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碑傳集 

［丛书］原第三十一册至第三十五册 

［丛书］（守令）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碑傳集 

［丛书］原第四十一册至第四十五册 

［丛书］（守令·校官·佐貳雜職·武臣·忠節）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碑傳集 

［丛书］原第四十六册至第五十册 

［丛书］（逸民·理學·經學）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碑傳集 

［丛书］原第五十一册至第五十五册 

［丛书］（經學·文學·季友）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碑傳集 

［丛书］原第五十六册至第六十册 

［丛书］（義行·方术·蕃臣·列女·附存文·集外文） 

［第一责任人］錢儀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2 年 6 月［197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9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仪吉 编 

  

 

［正题名］鄭延平（成功）年譜 

［第一责任人］許浩基編 

［第一责任人］丁賓銓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四輯 931-9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浩基 编 

［知识责任］丁宾铨 辑 

  

 

［正题名］曾文正公（國藩）事略 

［第一责任人］王定安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四輯 9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定安 撰 

  

 

［正题名］景紫堂文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夏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四輯 9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夏炘 著 

  

 

［正题名］景紫堂文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夏炘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四輯 9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夏炘 著 

  

 

［正题名］三願堂日記 

［第一责任人］趙彦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四輯 9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赵彦称 著 

  

 

［正题名］山右讞獄記 

［第一责任人］顧麟趾著 

［第一责任人］徐一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四輯 936-9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顾麟趾 著 

［知识责任］徐一士 著 

  

 

［正题名］袁枚評傳 

［第一责任人］楊鴻烈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四輯 9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鸿烈 著 

  

 

［正题名］畏廬文集·詩存·論文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著林紓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四輯 9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纾 著 

  

 

［正题名］畏廬文集·詩存·論文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著林紓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四輯 9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纾 著 

  

 

［正题名］蔡子民（元培）先生言行録 

［第一责任人］新潮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2 年 7 月［1973.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四輯 9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吴梅村（偉業）年譜 

［第一责任人］馬導源編 

［第一责任人］吕培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五輯 941-9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马导源 编 

［知识责任］吕培 编 

  

 

［正题名］庸菴文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薛福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五輯 9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薛福成 著 

  

 

［正题名］庸菴文編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薛福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五輯 9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薛福成 著 

  

 

［正题名］庸菴文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薛福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五輯 9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薛福成 著 

  

 

［正题名］西學東漸記 

［第一责任人］容閎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五輯 9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容闳 著 

  

 

［正题名］藝風堂文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五輯 9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著 



  

 

［正题名］藝風堂文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五輯 9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著 

  

 

［正题名］藝風堂文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五輯 9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著 

  

 

［正题名］眠琴閣遺詩文 

［第一责任人］何慶涵著 

［第一责任人］王紹薪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五輯 946-9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庆涵 著 

［知识责任］王绍薪 著 

  

 

［正题名］島居遺稿 

［第一责任人］葉奈椿著 

［第一责任人］魏元戴著 

［第一责任人］市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2 年 8 月［1973.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五輯 948-9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葉奈椿 著 

［知识责任］魏元戴 著 

［知识责任］市隐 著 

  

 

［正题名］甘泉鄉人稿 

［书目卷册］一 

［丛书］（附餘稿·年譜） 

［第一责任人］錢泰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六輯 9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泰吉 著 

  

 

［正题名］甘泉鄉人稿 

［书目卷册］二 

［丛书］（附餘稿·年譜） 

［第一责任人］錢泰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六輯 9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泰吉 著 

  

 

［正题名］甘泉鄉人稿 

［书目卷册］三 

［丛书］（附餘稿·年譜） 

［第一责任人］錢泰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六輯 9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泰吉 著 

  

 

［正题名］甘泉鄉人稿 

［书目卷册］四 



［丛书］（附餘稿·年譜） 

［第一责任人］錢泰吉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六輯 9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泰吉 著 

  

 

［正题名］翁松禪相國（同蘇）尺牘真跡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六輯 9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翁松禪相國（同蘇）尺牘真跡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六輯 9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浙東籌防録 

［第一责任人］薛福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六輯 9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薛福成 著 

  

 

［正题名］英傑歸真 

［第一责任人］洪仁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六輯 9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洪仁玕 撰 

  

 

［正题名］崔東壁先生（述）年譜 

［第一责任人］姚紹華編 

［第一责任人］江標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六輯 955-9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绍华 编 

［知识责任］江标 辑 

  

 

［正题名］南〓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文藻著 

［第一责任人］黄柄堃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六輯 957-9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藻 著 

［知识责任］黄柄堃 著 

  

 

［正题名］黄遵憲詩論評（垘年譜） 

［第一责任人］錢萼聯輯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2 年 10 月［1973.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六輯 959-9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萼联 辑 

［知识责任］汪兆镛 著 

  

 



［正题名］范忠貞公（承謨）全集 

［第一责任人］龍錫慶重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龙锡庆 重刊 

  

 

［正题名］簠齋尺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著陳介祺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介祺 著 

  

 

［正题名］簠齋尺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著陳介祺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介祺 著 

  

 

［正题名］潛廬隨筆 

［第一责任人］甘鵬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甘鹏云 著 

  

 

［正题名］潛廬續稿 

［第一责任人］甘鵬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甘鹏云 著 

  

 

［正题名］退廬筆記 

［第一责任人］夏荃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夏荃 纂 

  

 

［正题名］舒藝室詩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文虎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虎 撰 

  

 

［正题名］舒藝室詩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文虎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虎 撰 

  

 

［正题名］舒藝室隨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張文虎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虎 撰 

  

 

［正题名］舒藝室隨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張文虎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虎 撰 

  

 

［正题名］舒藝室雜著 

［第一责任人］張文虎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虎 撰 

  

 

［正题名］忍古樓詩續 

［第一责任人］夏敬觀著 

［第一责任人］嘉善錢氏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2 年 10 月［1973.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七輯 969-9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夏敬观 著 

［知识责任］嘉善钱氏 辑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第一二三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彙刊 

［丛书］（民國二十三印） 

［第一责任人］中央宣傳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中央宣传委员会 编 

  

 

［正题名］山西村政彙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山西村政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山西村政處 编 

  

 

［正题名］山西村政彙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山西村政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山西村政處 编 

  

 

［正题名］山西村政彙編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山西村政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山西村政處 编 

  

 

［正题名］中國鐵路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曾鯤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鲲化 著 

  

 

［正题名］中國鐵路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曾鯤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鲲化 著 

  

 

［正题名］中國鐵路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曾鯤化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曾鲲化 著 

  

 

［正题名］申報年鑑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上海申報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申報年鑑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上海申報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楊永泰先生言論集 

［第一责任人］楊璿熙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璿熙 编 

  

 

［正题名］王芃生先生紀念集 

［第一责任人］邵毓麒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毓麒 撰 

  

 

［正题名］風雲人物小誌 

［第一责任人］何瑞瑶著 

［第一责任人］袁湧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7-9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瑞瑶 著 

［知识责任］袁湧进 编 

  

 

［正题名］民國野史 

［第一责任人］許金城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金城 辑 

  

 

［正题名］浙西抗戰紀略 

［第一责任人］王梓良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2 年 11 月［1973.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八輯 9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梓良 编 

  

 

［正题名］續碑傳集 

［丛书］卷一至卷七 

［丛书］宰輔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纂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九輯 9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纂录 

  

 

［正题名］續碑傳集 

［丛书］卷八至卷十五 

［丛书］部院大臣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纂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九輯 9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纂录 

  

 

［正题名］續碑傳集 

［丛书］卷十六至卷二十三 

［丛书］内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屬·督撫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纂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九輯 9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纂录 

  

 

［正题名］續碑傳集 

［丛书］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三 

［丛书］督撫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纂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九輯 9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纂录 

  

 

［正题名］續碑傳集 

［丛书］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三 

［丛书］督撫·河臣·監司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纂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九輯 9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纂录 

  

 

［正题名］續碑傳集 

［丛书］卷四十一至卷五十二 

［丛书］監司·守令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纂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九輯 9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纂录 

  

 

［正题名］續碑傳集 



［丛书］卷五十三至卷五十九 

［丛书］守令·校官·佐貳雜職·武臣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纂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九輯 9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纂录 

  

 

［正题名］續碑傳集 

［丛书］卷六十至卷六十七 

［丛书］武臣·忠節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纂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九輯 9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纂录 

  

 

［正题名］續碑傳集 

［丛书］卷六十八至卷七十六 

［丛书］藩臣·客將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纂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九輯 9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纂录 

  

 

［正题名］續碑傳集 

［丛书］卷七十七至卷八十六 

［丛书］儒學·文學·孝友·義行·藝术·列女 

［第一责任人］繆荃孫纂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2 年 12 月［1973.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九輯 9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缪荃孙 纂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书目卷册］一 

［丛书］卷一至卷三 

［丛书］宰輔·部院大臣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9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书目卷册］二 

［丛书］卷四至卷八 

［丛书］部院大臣·内閣九卿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9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丛书］卷九至卷十三 

［丛书］翰詹·科道·曹司·使臣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9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丛书］卷十四至卷十八 

［丛书］督撫·河臣·監司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9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丛书］卷十九至卷二十三 

［丛书］監司·守令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9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丛书］卷十九至卷二十三 

［丛书］守令·校官·佐貳雜職·武臣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9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丛书］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五 

［丛书］忠節·逸民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9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丛书］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一 

［丛书］逸民·理學·經學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9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丛书］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六 

［丛书］疇人·文學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9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书目卷册］一 

［丛书］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一 

［丛书］文學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9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书目卷册］二 

［丛书］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一 

［丛书］文學·孝友·義行·藝术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9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碑傳集補 

［丛书］卷五十七至卷六十 

［丛书］黨人·釋道·列女·集外文 

［第一责任人］閔爾昌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2 年 12 月［1973.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一百輯 10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閔尔昌 录 

  

 

［正题名］皇清紀年五表通檢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一輯 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彭寿 纂 

  

 

［正题名］皇清紀年五表通檢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一輯 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彭寿 纂 

  

 

［正题名］皇清紀年五表通檢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一輯 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彭寿 纂 

  

 

［正题名］皇清紀年五表通檢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一輯 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彭寿 纂 

  

 

［正题名］國朝耆獻類徵選編 

［丛书］卷一—卷五 

［第一责任人］李桓原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一輯 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桓原 纂 

  

 

［正题名］國朝耆獻類徵選編 

［丛书］卷六—卷十 

［第一责任人］李桓原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一輯 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桓原 纂 

  

 

［正题名］國朝耆獻類徵選編 

［丛书］卷十一—卷十二 

［第一责任人］李桓原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一輯 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桓原 纂 

  

 

［正题名］周止菴先生自敍年譜 

［第一责任人］周學熙敍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一輯 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学熙 叙 

  

 

［正题名］中國近代學人象傳 

［第一责任人］大陸雜誌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一輯 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潘仲昂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4 年 6 月［1985.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一輯 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潘仲昂 著 

  

 

［正题名］清季外交史料 

［丛书］（自光緒元年正月至六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彦威，王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輯 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彦威 编 

［知识责任］王亮 编 

  



 

［正题名］清季外交史料 

［丛书］（自光緒七年正月至十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彦威，王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輯 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彦威 编 

［知识责任］王亮 编 

  

 

［正题名］清季外交史料 

［丛书］（自光緒十一年正月至十四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彦威，王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輯 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彦威 编 

［知识责任］王亮 编 

  

 

［正题名］清季外交史料 

［丛书］（自光緒十五年正月至二十一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王彦威，王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輯 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彦威 编 

［知识责任］王亮 编 

  

 

［正题名］清季外交史料 

［丛书］（自光緒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六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彦威，王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輯 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彦威 编 

［知识责任］王亮 编 

  

 

［正题名］清季外交史料 

［丛书］（自光緒二十七年正月至二十九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王彦威，王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輯 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彦威 编 

［知识责任］王亮 编 

  

 

［正题名］清季外交史料 

［丛书］（自光緒三十年正月至三十四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彦威，王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輯 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彦威 编 

［知识责任］王亮 编 

  

 

［正题名］清季外交史料 

［丛书］（自宣統元年正月至三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王彦威，王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輯 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彦威 编 

［知识责任］王亮 编 

  

 

［正题名］清季外交史料 

［书目卷册］二 

［丛书］史料索引、邊疆劃界圖 



［第一责任人］王彦威，王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輯 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彦威 编 

［知识责任］王亮 编 

  

 

［正题名］清季外交史料 

［书目卷册］一 

［丛书］清末外交年鑑、西巡大事記 

［第一责任人］王彦威，王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輯 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彦威 编 

［知识责任］王亮 编 

  

 

［正题名］外交思痛録 

［第一责任人］荘病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4 年 6 月［1985.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輯 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庄病骸 编 

  

 

［正题名］總理遺墨 

［第一责任人］吕苾壽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輯 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吕苾寿 编 

  

 

［正题名］陳炯明叛國史 



［第一责任人］李睡仙，謝盛之，魯直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輯 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睡仙 编 

［知识责任］谢盛之 编 

［知识责任］鲁直之 编 

  

 

［正题名］鄒魯文存 

［第一责任人］梅萼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輯 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梅萼 编 

  

 

［正题名］張溥泉先生回憶録·日記 

［第一责任人］張繼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輯 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继 著 

  

 

［正题名］廖仲愷先生殉難資料及哀思録 

［第一责任人］蘇東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輯 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苏东国 编 

  

 

［正题名］清黨實録 

［第一责任人］居正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輯 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居正 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得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 

［第一责任人］馬伯援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輯 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马伯援 著 

  

 

［正题名］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 

［第一责任人］廣州平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輯 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反俄與反共 

［第一责任人］陳啓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輯 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启天 著 

  

 

［正题名］卅年存稿 

［第一责任人］陳伯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輯 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伯庄 编 



  

 

［正题名］四譯舘則 

［第一责任人］吕維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輯 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吕维祺 编 

  

 

［正题名］清初史料叢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羅振玉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輯 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振玉 校 

  

 

［正题名］清初史料叢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羅福頤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輯 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福颐 校 

  

 

［正题名］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 

［第一责任人］王利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輯 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利器 编 

  

 



［正题名］棟亭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曹寅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輯 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寅 撰 

  

 

［正题名］棟亭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曹寅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輯 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曹寅 撰 

  

 

［正题名］熙朝新語 

［第一责任人］徐錫麟，錢泳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輯 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锡麟 辑 

［知识责任］钱泳 辑 

  

 

［正题名］行素齋雜記 

［第一责任人］繼昌著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輯 37-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继昌 著 

［知识责任］朱彭寿 著 

  



 

［正题名］楊儒庚辛存稿 

［第一责任人］佚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輯 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编 

  

 

［正题名］清代名人軼事 

［第一责任人］葛虚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4 年 9 月［1985.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輯 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葛虚存 编 

  

 

［正题名］社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一卷一期至第二卷五十期 自民國十三年八月至民國十四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胡霖，吴鼎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輯 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霖 撰 

［知识责任］吴鼎昌 撰 

  

 

［正题名］評壇·社論·時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三卷一期至第三卷五十期 自民國十五年一月至民國十五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胡霖，吴鼎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輯 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霖 撰 

［知识责任］吴鼎昌 撰 

  



 

［正题名］論評選輯 

［丛书］國聞週報第七卷一期至第七卷五十期 自國民十八年十二月至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輯 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論評選輯 

［丛书］國聞週報第八卷一期至第八卷五十期 自國民十九年十二月至民國二十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輯 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論評選輯 

［丛书］國聞週報第九卷一期至第九卷五十期 自民國二十年十二月至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輯 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論評選輯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卷一期至第十卷五十期 自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至民國二十二年十二

月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輯 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論評選輯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一卷一期至第十一卷五十期 自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至民國二十三年



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輯 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論評選輯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二卷一期至第十二卷五十期 自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至民國二十三年

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輯 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論評選輯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三卷一期至第十三卷五十期 自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至民國二十五年

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輯 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論評選輯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四卷一期至第十四卷五十期 自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至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4 年 10 月［1985.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輯 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國内外一週大事紀 

［丛书］國聞週報第一卷一期至第二卷五十期 自民國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至民國十四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輯 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國内外一週間大事紀 

［丛书］國聞週報第三卷一期至第三卷五十期 自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民國十五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輯 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四卷一期至第四卷五十期 自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民國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輯 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五卷一期至第五卷五十期 自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民國十七年

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輯 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六卷一期至第六卷二十五期 自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民國十八



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輯 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六卷二十六期至第六卷五十期 自民國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至民國十八

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輯 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七卷一期至第七卷二十五期 自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民國十九年

六月二十六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輯 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七卷二十六期至第七卷五十期 自民國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至民國十九

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輯 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八卷一期至第八卷二十五期 自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至民國二十年



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輯 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八卷二十六期至第八卷五十期 自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至民國二十

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4 年 11 月［1985.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輯 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九卷一期至第九卷二十五期 自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至民國二十一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輯 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九卷二十六期至第九卷五十期 自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至民國二

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輯 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卷一期至第十卷二十五期 自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至民國二十



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輯 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卷二十六期至第十卷五十期 自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至民國二

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輯 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評·述要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一卷一期至第十一卷二十五期 自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民國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輯 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要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一卷二十六期至第十一卷五十期 自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至民

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輯 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要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二卷一期至第十二卷二十五期 自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至民國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輯 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要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二卷二十六期至第十二卷五十期 自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至民

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輯 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要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三卷一期至第十三卷五十期自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民國二十

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輯 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補齋日記 

［丛书］（宣統元年三月至宣統二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胡駿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輯 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骏 著 

  

 

［正题名］補齋日記 

［丛书］（宣統二年八月至宣統三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胡駿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輯 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骏 著 

  

 

［正题名］補齋日記 

［丛书］（民國四年十一月至民國五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胡駿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輯 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骏 著 

  

 

［正题名］補齋日記 

［丛书］（民國五年六月至民國六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胡駿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輯 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骏 著 

  

 

［正题名］補齋日記 

［丛书］（民國六年十二月至民國九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胡駿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輯 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骏 著 

  

 

［正题名］補齋日記 

［丛书］（民國十年二月至民國十一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胡駿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輯 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骏 著 

  

 

［正题名］補齋日記 

［丛书］東瀛歸棹録·甲寅文稿·庚戌詩集·胡氏北遷承啓録 

［第一责任人］胡駿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輯 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骏 著 

  

 

［正题名］缶廬集 

［第一责任人］吴昌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輯 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昌硕 著 

  

 

［正题名］當代名人小傳 

［书目卷册］卷上 

［第一责任人］沃丘仲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輯 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沃丘仲子 著 

  

 

［正题名］當代名人小傳 

［书目卷册］卷下 

［第一责任人］沃丘仲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1 月［1986.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輯 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沃丘仲子 著 

  

 

［正题名］徐文定公（光啓）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重民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輯 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重民 编 

  

 

［正题名］徐文定公（光啓）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重民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輯 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重民 编 

  

 

［正题名］牧齋初學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卷一至卷十六） 

［第一责任人］錢謙益著 

［译者］錢仲聯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輯 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谦益 著 

［次知识责任］钱仲联 校 

  

 



［正题名］牧齋初學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卷十七至卷卅九） 

［第一责任人］錢謙益著 

［译者］錢仲聯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輯 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谦益 著 

［次知识责任］钱仲联 校 

  

 

［正题名］一週間國内外大事述要 

［丛书］國聞週報第十四卷一期至第十四卷五十期自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民國二十

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一责任人］國聞週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4 年 12 月［1985.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輯 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牧齋初學集 

［书目卷册］三 

［丛书］（卷四十至卷七十六） 

［第一责任人］錢謙益著 

［译者］錢仲聯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輯 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谦益 著 

［次知识责任］钱仲联 校 

  

 

［正题名］牧齋初學集 

［书目卷册］四 

［丛书］（卷七十七至卷一一○） 

［第一责任人］錢謙益著 

［译者］錢仲聯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輯 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谦益 著 

［次知识责任］钱仲联 校 

  

 

［正题名］顧亭林詩集彙注 

［书目卷册］上（卷一至卷二） 

［第一责任人］王蘧常輯 

［译者］吴丕績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輯 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蘧常 辑 

［次知识责任］吴丕绩 校 

  

 

［正题名］顧亭林詩集彙注 

［书目卷册］中（卷三至卷四） 

［第一责任人］王蘧常輯 

［译者］吴丕績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輯 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蘧常 辑 

［次知识责任］吴丕绩 校 

  

 

［正题名］顧亭林詩集彙注 

［书目卷册］下（卷五至卷六） 

［第一责任人］王蘧常輯 

［译者］吴丕績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輯 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蘧常 辑 

［次知识责任］吴丕绩 校 

  

 

［正题名］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篇 

［第一责任人］唐文治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6 月［1986.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輯 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唐文治 著 

  

 

［正题名］欽定學堂章程（附張百熙進呈全學章程摺） 

［副题名］光绪二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張百熙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輯 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百熙 撰 

  

 

［正题名］奏定北洋學堂章程 

［副题名］光绪三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李士偉撰 

［副题名］光绪三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陸懋勳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輯 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士伟 撰 

［知识责任］陆懋勳 撰 

  

 

［正题名］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 

［副题名］光緒三十三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學部總務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輯 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 

［丛书］光緒三十三年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學部總務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輯 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 

［丛书］光緒三十三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學部總務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輯 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學部奏咨輯要 

［副题名］光緒三十一年至宣統元年 

［第一责任人］學部總務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輯 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教育部行政紀要 

［副题名］民國元年四月至四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全國教育行政會議記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輯 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第三次教育圖表 

［副题名］民國四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教育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輯 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第三次教育圖表 

［副题名］民國四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教育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輯 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全國教育行政會議各省區報告彙録 

［副题名］民國五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全國教育行政會議記録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6 月［1986.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輯 1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教育法规彙編 

［副题名］民國八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教育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一輯 1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報告書 

［第一责任人］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一輯 1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至三十六年 

［丛书］第一編 總述、第二編 教育行政 

［第一责任人］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一輯 1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书目卷册］二 

［丛书］第三編 初等教育、第四編 中等教育 

［第一责任人］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一輯 1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书目卷册］三 

［丛书］第五編 高等教育 

［第一责任人］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一輯 1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书目卷册］四 

［丛书］第六編 學術文化、第七編 師範教育 

［第一责任人］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一輯 1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书目卷册］五 

［丛书］第八編 職業教育、第九編 社會教育、第十編 邊疆教育、第十一編 僑民教育、第

十二編 軆育教育、衛生教育、童軍教育 

［第一责任人］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一輯 1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书目卷册］六 

［丛书］第十三編 戰區教育、第十四編 教育統計、第十五編 雜録 

［第一责任人］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一輯 1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朱家驊先生紀念冊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大陸雜志社編委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一輯 1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朱家驊先生紀念冊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大陸雜志社編委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6 月［1986.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一輯 1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約章分類輯要 

［书目卷册］卷首～卷二 

［丛书］序文、訂約門、交際門 

［第一责任人］蔡乃煌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二輯 1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乃煌 总纂 

  

 

［正题名］約章分類輯要 

［书目卷册］卷三～卷六 

［丛书］ 交際門、保教門 

［第一责任人］蔡乃煌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二輯 1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乃煌 总纂 

  

 

［正题名］約章分類輯要 

［书目卷册］卷七～卷九 

［丛书］傳教門、口岸商務門 

［第一责任人］蔡乃煌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二輯 1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乃煌 总纂 

  

 

［正题名］約章分類輯要 

［书目卷册］卷十～卷十二 

［丛书］口岸商務門 

［第一责任人］蔡乃煌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二輯 1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乃煌 总纂 

  

 

［正题名］約章分類輯要 

［书目卷册］卷十三～卷十八上 

［丛书］口岸商務門 

［第一责任人］蔡乃煌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二輯 1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乃煌 总纂 

  

 

［正题名］約章分類輯要 

［书目卷册］卷十八中～卷二十三 

［丛书］口岸商務門、内地商務門、禁令門、獄訟門 

［第一责任人］蔡乃煌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二輯 1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乃煌 总纂 

  

 

［正题名］約章分類輯要 

［书目卷册］卷二十四～卷二十八 

［丛书］獄訟門、傭工門 

［第一责任人］蔡乃煌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二輯 1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乃煌 总纂 

  

 

［正题名］約章分類輯要 

［书目卷册］卷二十九～卷三十一 

［丛书］疆界門、償卹門、租建門 

［第一责任人］蔡乃煌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二輯 1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乃煌 总纂 

  

 

［正题名］約章分類輯要 

［书目卷册］卷三十二～卷三十四 

［丛书］行船門、路礦電綫門 

［第一责任人］蔡乃煌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二輯 1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乃煌 总纂 

  

 

［正题名］約章分類輯要 

［书目卷册］卷三十五～卷三十八 

［丛书］路礦電綫門、附郵政章程、賽會章程 

［第一责任人］蔡乃煌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6 月［1986.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二輯 1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乃煌 总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首至卷二 

［丛书］帝系、吏政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三輯 1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三至卷六 

［丛书］吏政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三輯 1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七至卷十 

［丛书］吏政、户政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三輯 1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十一至卷十四 

［丛书］户政 Hu Zheng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三輯 1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十五至卷二十 

［丛书］户政 Hu Zheng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三輯 1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八 

［丛书］户政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三輯 1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二十九至卷三十八 

［丛书］禮政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三輯 1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三十九至卷四十六 

［丛书］禮政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三輯 1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三 

［丛书］兵政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三輯 1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五十四至卷六十 

［丛书］ 刑政、工政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8 月［1986.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三輯 1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首至卷七 

［丛书］各國立約年月考、外務部、俄羅斯國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8 月［1986.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四輯 1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八至卷十二 

［丛书］英吉利國、美利坚國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8 月［1986.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四輯 1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十三至卷十五 

［丛书］法蘭西國、德意志國、日本國、瑞典國、丹麻國、荷蘭國、日斯巴尼亞國、比利時

國、意大利國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8 月［1986.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四輯 1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丛书］卷十六至卷二十葡萄牙國、剛果國、朝鮮國、奥大斯馬加國、秘魯國、巴西國各國

通纂、無約小國、遣使各國公使、賞賚寶星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8 月［1986.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四輯 1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六 

［丛书］鐵路、礦務、電報、制造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8 月［1986.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四輯 1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二 

［丛书］制造、聘任洋將洋員、學生出洋、海關规則、商務、華洋借款、新舊賠款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8 月［1986.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四輯 1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清朝掌故彙編内編 

［书目卷册］卷三十三至卷四十 

［丛书］行船、郵政、界務、防務、教務、遊歷、保護、償卹、警察、華洋讞章 

［第一责任人］張壽鏞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8 月［1986.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四輯 1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寿镛 纂 

  

 

［正题名］文獻徵存録 

［丛书］卷一～三 

［第一责任人］錢林輯 

［译者］王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四輯 1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林 辑 

［次知识责任］王藻 编 

  

 

［正题名］文獻徵存録 

［丛书］卷四～六 

［第一责任人］錢林輯 



［译者］王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四輯 1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林 辑 

［次知识责任］王藻 编 

  

 

［正题名］文獻徵存録 

［丛书］卷七～十 

［第一责任人］錢林輯 

［译者］王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8 月［1986.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四輯 1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林 辑 

［次知识责任］王藻 编 

  

 

［正题名］清議報全編 

［书目卷册］第一卷至第三卷 

［书目卷册］第一集 

［丛书］本館通論（上） 

［第一责任人］新民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1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議報全編 

［书目卷册］第四卷至第六卷 

［书目卷册］第一集 

［丛书］本館通論（下） 

［书目卷册］第二集 

［丛书］名家著述（仁學、儒學真論、飲氷室自由書） 

［第一责任人］新民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1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議報全編 

［书目卷册］第七卷至第九卷 

［书目卷册］第二集： 

［丛书］名家著述（中國近十年史論、滅國新法論、瓜分危言、亡羊録、國聞短評、汗漫録、

學界雜纂、康南海傳、學校課卷、瀛海綜談、偉人佳話） 

［书目卷册］第三集 

［丛书］新書譯叢（國家論、各國憲法異同論、帝國主義論、社會進化論） 

［第一责任人］新民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1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議報全編 

［书目卷册］第九卷至第十二卷 

［书目卷册］第三集 

［丛书］新書譯叢（政治學案、埃及近世史、明治政黨小史、支那現勢論、中國財政一斑、

揚子江、中國地理文明論、支那上古宗教考） 

［第一责任人］新民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1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議報全編 

［书目卷册］第十三卷至第十四卷 

［书目卷册］第三集 

［丛书］新書譯叢（佳人奇遇、經國美談） 

［第一责任人］新民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1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議報全編 

［书目卷册］第十五卷至第十六卷 

［书目卷册］第四集 

［丛书］文苑（來稿彙存、詩界潮音集） 

［第一责任人］新民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1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議報全編 

［书目卷册］第十五卷至第十六卷 

［书目卷册］第四集 

［丛书］外論彙譯（論中國、論外國） 

［第一责任人］新民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1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議報全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卷至二十一卷 

［书目卷册］第五集： 

［丛书］外論彙譯（通论） 

［书目卷册］第六集： 

［丛书］紀事（戊戌政變紀事本末、已亥建儲紀事本末、猛省録、雜事附存） 

［第一责任人］新民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1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議報全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二卷至第二十四卷 

［书目卷册］第六集 

［丛书］紀事（庚子國難紀事本末、外國大事記、地球大勢、中外瑣記） 

［第一责任人］新民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1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議報全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五卷至第二十六卷 

［丛书］附録（羣報擷華通論、羣報擷華專論） 

［第一责任人］新民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8 月［1986.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1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近世中國秘史 

［丛书］第一編 

［第一责任人］捫蝨談虎客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六輯 1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扪虱谈虎客 编 

  

 

［正题名］近世中國秘史 

［丛书］第二編 

［第一责任人］捫蝨談虎客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六輯 1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扪蝨谈虎客 编 

  

 

［正题名］清季中外使領年表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六輯 1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 近三十年中國外交史 

［丛书］民十九年版 

［第一责任人］劉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六輯 1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彦 著 

  

 

［正题名］ 近十年中俄之交涉 

［丛书］民十二年版 

［第一责任人］遠東外交研究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六輯 1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远东外交研究会 编 

  

 

［正题名］戰後太平洋問題 

［丛书］附美國人所見太平洋問題 

［第一责任人］姚伯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六輯 1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伯麟 著 

  

 

［正题名］亡国鑑 

［丛书］附國恥録 

［第一责任人］殷汝驪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六輯 1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殷汝骊 编 

  

 

［正题名］山東問題彙刊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張一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六輯 1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一志 编 

  

 

［正题名］山東問題彙刊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張一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六輯 1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一志 编 

  

 

［正题名］五卅痛史 

［丛书］民十四年版 

［第一责任人］晨報編輯處清華學生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10 月［1986.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六輯 1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林文忠公（則徐）奏稿 

［丛书］自嘉慶二十五年二月至道光十六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林則徐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七輯 1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则徐 撰 

  

 

［正题名］林文忠公（則徐）奏稿 

［丛书］自道光十七年三月至道光二十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林則徐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七輯 1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则徐 撰 

  

 

［正题名］林文忠公（則徐）奏稿 

［丛书］自道光二十六年二月至道光三十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林則徐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七輯 1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则徐 撰 

  

 

［正题名］林文忠公（則徐）奏稿 

［丛书］自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林則徐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七輯 1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则徐 撰 

  

 

［正题名］林文忠公（則徐）書札手迹 

［第一责任人］林則徐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七輯 1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则徐 撰 

  

 

［正题名］京口僨城録 

［第一责任人］法芝瑞撰 

［第一责任人］楊棨撰 

［第一责任人］朱士雲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七輯 1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法芝瑞 撰 

［知识责任］杨棨 撰 

［知识责任］朱士云 撰 

  

 

［正题名］平夷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關康己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七輯 1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关康己 撰 

  

 

［正题名］平夷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關康己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七輯 1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关康己 撰 

  

 

［正题名］平夷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關康己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七輯 1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关康己 撰 

  

 

［正题名］平夷録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關康己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10 月［1986.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七輯 1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关康己 撰 

  

 

［正题名］恩福堂筆記 

［第一责任人］英和撰 

［第一责任人］王鴻緒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八輯 1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英和 撰 

［知识责任］王鸿绪 撰 

  

 

［正题名］記聞類編 

［丛书］卷一～七 

［第一责任人］蔡爾康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八輯 1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尔康 编 

  

 

［正题名］記聞類編 

［丛书］卷八～十四 

［第一责任人］蔡爾康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八輯 1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蔡尔康 编 

  

 

［正题名］四當齋集 

［第一责任人］章鈺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八輯 1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章钰 撰 

  

 

［正题名］咸豐以來功臣别傳 

［丛书］卷一～十五 

［第一责任人］朱孔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八輯 1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孔彰 撰 

  

 

［正题名］咸豐以來功臣别傳 

［丛书］卷十六～三十 

［第一责任人］朱孔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八輯 1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孔彰 撰 

  

 

［正题名］戊戌六君子遺集 

［第一责任人］張元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八輯 1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元济 编 

  

 

［正题名］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第一责任人］也愚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八輯 1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也愚 辑 

  

 

［正题名］宣統政紀 

［书目卷册］上 

［丛书］自光緒三十四年十月至宣統二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八輯 1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宣統政紀 

［书目卷册］下 

［丛书］自光緒二年五月至宣統三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10 月［1986.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八輯 1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柳西草堂日記 

［书目卷册］一 

［丛书］自同治十二年癸酉九月至光緒三年丁丑二月 

［第一责任人］張季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季直 撰 

  

 

［正题名］柳西草堂日記 

［书目卷册］二 

［丛书］自光緒三年丁丑三月至光緒十年甲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張季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季直 撰 

  

 

［正题名］柳西草堂日記 

［书目卷册］三 

［丛书］自光緒十一年乙酉正月至光緒十六年庚寅五月 

［第一责任人］張季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季直 撰 

  

 

［正题名］柳西草堂日記 

［书目卷册］四 

［丛书］自光緒十六年庚寅六月至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五月附雜稿 

［第一责任人］張季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季直 撰 

  

 



［正题名］柳西草堂日記 

［书目卷册］五 

［丛书］自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閏五月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張季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季直 撰 

  

 

［正题名］柳西草堂日記 

［书目卷册］六 

［丛书］自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元月至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張季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季直 撰 

  

 

［正题名］柳西草堂日記 

［书目卷册］七 

［丛书］自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正月至宣統三年辛亥十月 

［第一责任人］張季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季直 撰 

  

 

［正题名］柳西草堂日記 

［书目卷册］八 

［丛书］自宣統三年辛亥十月至中華民國五年丙辰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張季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季直 撰 

  

 

［正题名］柳西草堂日記 

［书目卷册］九 

［丛书］自中華民國六年丁巳正月至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六月 

［第一责任人］張季直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季直 撰 

  

 

［正题名］李文忠公尺牘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于晦若録 

［译者］李鴻章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于晦若 录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 

  

 

［正题名］李文忠公尺牘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于晦若録 

［译者］李鴻章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于晦若 录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 

  

 

［正题名］李文忠公尺牘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于晦若録 

［译者］李鴻章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 10 月［1986.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九輯 1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于晦若 录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 

  

 

［正题名］新關文件録（一九○九年） 

［第一责任人］C.H.BREWITT-TALOR 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輯 1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C.H.BREWITT-TALOR 编 

  

 

［正题名］中國關税問題（民國八年） 

［第一责任人］朱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輯 1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进 著 

  

 

［正题名］財政會議録（民國二年） 

［第一责任人］王璟芳編 

［第一责任人］財政整理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輯 193-1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璟芳 编 

  

 

［正题名］全國工商會議彙編（民國二十年） 

［书目卷册］（上） 



［书目卷册］第一編～第二編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商業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輯 1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全國工商會議彙編（民國二十年） 

［书目卷册］（下） 

［书目卷册］第二編～第四編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商業司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輯 1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戰時經濟志 

［第一责任人］沈雷春，陳禾章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輯 1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雷春 编 

［知识责任］陈禾章 编 

  

 

［正题名］戰時經濟法規 

［书目卷册］一 

［丛书］一～六類 

［第一责任人］沈雷春，陳禾章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輯 1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雷春 编 

［知识责任］陈禾章 编 

  

 



［正题名］戰時經濟法規 

［书目卷册］二 

［丛书］七～十五類 

［第一责任人］沈雷春，陳禾章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輯 1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雷春 编 

［知识责任］陈禾章 编 

  

 

［正题名］福建財政史綱 

［第一责任人］王孝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輯 1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孝泉 编 

  

 

［正题名］中國公債史料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3 月［1987.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輯 2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黄遠生遺箸 

［丛书］卷一～卷二 

［第一责任人］黄遠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一輯 2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远庸 著 

  

 



［正题名］黄遠生遺箸 

［书目卷册］卷三～卷四 

［第一责任人］黄遠庸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一輯 2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远庸 著 

  

 

［正题名］職官任免月表（民國元年～六年） 

［第一责任人］印鑄局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一輯 2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 

［第一责任人］邵元冲編 

［第一责任人］許金城編 

［第一责任人］奚楚明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一輯 2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邵元冲 编 

［知识责任］许金城 编 

［知识责任］奚楚明 著 

  

 

［正题名］全國禁烟會議彙編 

［第一责任人］禁烟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一輯 2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禁烟委员会 编 

  

 



［正题名］中日甲午戰争之外交背景 

［第一责任人］王信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一輯 2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信忠 著 

  

 

［正题名］歐戰期間中日交涉史 

［第一责任人］劉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一輯 2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彦 著 

  

 

［正题名］國民政府近三年來外交經過紀要（民國十五～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王正廷編 

［第一责任人］家齊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一輯 2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正廷 编 

［知识责任］家齐 著 

  

 

［正题名］國軍松滬抗日記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3 月［1987.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一輯 2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大清律例會通新纂 

［书目卷册］卷一～卷三 



［丛书］律目諸圖、服制總類、名例律上 

［第一责任人］姚雨薌原纂 

［译者］胡仰山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二輯 2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雨芗 原纂 

［次知识责任］胡仰山 增辑 

  

 

［正题名］大清律例會通新纂 

［书目卷册］卷四～卷六 

［丛书］名例律下、吏律 

［第一责任人］姚雨薌原纂 

［译者］胡仰山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二輯 2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雨芗 原纂 

［次知识责任］胡仰山 增辑 

  

 

［正题名］大清律例會通新纂 

［书目卷册］卷七～卷十一 

［丛书］吏律、户律 

［第一责任人］姚雨薌原纂 

［译者］胡仰山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二輯 2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雨芗 原纂 

［次知识责任］胡仰山 增辑 

  

 

［正题名］大清律例會通新纂 

［书目卷册］卷十二～卷十八 

［丛书］户律、禮律、兵律 

［第一责任人］姚雨薌原纂 



［译者］胡仰山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二輯 2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雨芗 原纂 

［次知识责任］胡仰山 增辑 

  

 

［正题名］大清律例會通新纂 

［书目卷册］卷十九～卷二十二 

［丛书］兵律、刑律 

［第一责任人］姚雨薌原纂 

［译者］胡仰山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二輯 2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雨芗 原纂 

［次知识责任］胡仰山 增辑 

  

 

［正题名］大清律例會通新纂 

［丛书］卷二十三～卷二十四 

［丛书］刑律 

［第一责任人］姚雨薌原纂 

［译者］胡仰山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二輯 2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雨芗 原纂 

［次知识责任］胡仰山 增辑 

  

 

［正题名］大清律例會通新纂 

［书目卷册］卷二十五 

［丛书］刑律 

［第一责任人］姚雨薌原纂 

［译者］胡仰山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二輯 2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雨芗 原纂 

［次知识责任］胡仰山 增辑 

  

 

［正题名］大清律例會通新纂 

［书目卷册］卷二十六～卷二十九 

［丛书］刑律 

［第一责任人］姚雨薌原纂 

［译者］胡仰山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二輯 2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雨芗 原纂 

［次知识责任］胡仰山 增辑 

  

 

［正题名］大清律例會通新纂 

［书目卷册］卷三十～卷三十三 

［丛书］刑律 

［第一责任人］姚雨薌原纂 

［译者］胡仰山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二輯 2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雨芗 原纂 

［次知识责任］胡仰山 增辑 

  

 

［正题名］大清律例會通新纂 

［书目卷册］卷三十四～卷三十九 

［丛书］刑律、工律、比引律條、督捕則例、洗冤諸説 

［第一责任人］姚雨薌原纂 

［译者］胡仰山增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3 月［1987.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二輯 2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雨芗 原纂 

［次知识责任］胡仰山 增辑 

  

 

［正题名］忠義紀聞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陳繼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继聪 撰 

  

 

［正题名］忠義紀聞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陳繼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继聪 撰 

  

 

［正题名］全國禁烟會議彙編 

［第一责任人］禁烟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一輯 2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禁烟委员会 编 

  

 

［正题名］忠義紀聞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陳繼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继聪 撰 

  

 

［正题名］臨時政府内務行政紀要（民國二年） 

［第一责任人］内務部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内蒙古紀要 

［第一责任人］臨川花楞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临川花楞 撰 

  

 

［正题名］孫中山先生書信手札集 

［第一责任人］本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張勳穢史（民國六年） 

［第一责任人］孤竹里奴編 

［第一责任人］中央國史編輯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孤竹里奴 编 

  

 



［正题名］中日交涉紀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佚名撰 

［第一责任人］雲南政報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撰 

  

 

［正题名］國恥 

［第一责任人］知恥社編 

［第一责任人］楊塵因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尘因 编 

  

 

［正题名］中日國際史（民國八年） 

［第一责任人］史俊明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史俊明 编 

  

 

［正题名］瀋陽痛史 

［第一责任人］强項生編 

［第一责任人］國新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强项生 编 

  

 

［正题名］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 



［第一责任人］東北義勇軍總司令部宣傳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4 月［1987.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三輯 2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格致新報 

［丛书］一～六册 

［副题名］（光緒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格致新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四輯 2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格致新報 

［丛书］七～十一册 

［副题名］（光緒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格致新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四輯 2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格致新報 

［丛书］十二～十六册 

［副题名］（光緒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格致新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四輯 2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礦業調査記（民國元年） 

［第一责任人］李建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四輯 2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建德 辑 

  

 

［正题名］東省鐵路沿革史（民國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俄·尼羅斯撰 

［译者］朱與忱譯 

［第一责任人］石榮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四輯 2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俄·尼罗斯 撰 

［知识责任］石荣暲 编 

［次知识责任］朱与忱 译 

  

 

［正题名］全國鐵路商運會議彙刊（民國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全國鐵路商運會議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四輯 2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東經濟紀實 

［第一责任人］廣東省政府財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四輯 2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銀行公會事業史 

［第一责任人］徐滄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四輯 2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沧水 编 

  

 

［正题名］全國銀行年鑑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民國二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四輯 2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全國銀行年鑑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民國二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5 月［1987.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四輯 2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部沿革紀略（民國二年） 

［第一责任人］吴成章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五輯 2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成章 编 

  

 

［正题名］中俄交涉史（光緒二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董鴻褘編 

［第一责任人］魯鴻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五輯 2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董鸿袆 编 

［知识责任］鲁鸿琛 编 

  

 

［正题名］俄蒙協約審勘録（民國二年） 

［第一责任人］吴成章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五輯 2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成章 编 

  

 

［正题名］對俄特刊（民國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童平山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五輯 2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童平山 撰 

  

 

［正题名］被侵害之中國（民國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劉彦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五輯 2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彦 著 

  

 

［正题名］國民革命要覽 

［丛书］（民國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師鄭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五輯 2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师郑 编 



  

 

［正题名］國民革命史（民國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鄺德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五輯 2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邝德生 编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革命理論之研究（民國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王季文著 

［第一责任人］國民政府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五輯 2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季文 著 

  

 

［正题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政治工作報告（民國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五輯 2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防共聯席會議紀録彙編 

［丛书］（山西省） 

［第一责任人］防共聯席會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6 月［1987.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五輯 2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庭聞録 

［第一责任人］劉健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六輯 2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健 述 

  

 

［正题名］南阜山人斅文存稿 

［第一责任人］高鳳翰撰 

［第一责任人］桐西漫士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六輯 2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高鳳翰 撰 

［知识责任］桐西漫士 编 

  

 

［正题名］藤陰雜記 

［第一责任人］戴璐編 

［第一责任人］柯悟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六輯 2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戴璐 编 

［知识责任］柯悟迟 编 

  

 

［正题名］初月樓聞見録·續録 

［第一责任人］吴德旋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六輯 2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德旋 撰 

  

 

［正题名］四松堂集 

［第一责任人］敦誠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六輯 2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敦诚 撰 

  

 

［正题名］清外史 

［第一责任人］羅惇曧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六輯 2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罗惇曧 撰 

  

 

［正题名］還我青島（民國八年） 

［第一责任人］朱心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六輯 2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心佛 编 

  

 

［正题名］國恥演説（民國十年） 

［第一责任人］沈亮棨編 

［第一责任人］中國圖書編譯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六輯 2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沈亮棨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民國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孫嘉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六輯 2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嘉会 著 

  

 

［正题名］民國史要（民國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陸光宇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6 月［1987.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六輯 2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光宇 著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一期～第三期 

［丛书］自宣統元年七月至九月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七輯 2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四期～第六期 

［丛书］自宣統元年十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七輯 2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七期～第十期 

［丛书］自宣統二年元月至二月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七輯 2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十一期～第十四期 

［丛书］自宣統二年三月至四月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七輯 2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十五期～第十八期 

［丛书］自宣統二年五月至六月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七輯 2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十九期～第二十二期 

［丛书］自宣統二年七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七輯 2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六期 

［丛书］自宣統二年九月至十月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七輯 2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七期～第三十期 

［丛书］自宣統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七輯 2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大清北洋海軍章程 

［第一责任人］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七輯 2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编 

  

 

［正题名］大清新編法典 

［第一责任人］伍廷芳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6 月［1987.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七輯 2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伍廷芳 编纂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五集 

［书目卷册］卷一～卷七 

［第一责任人］求是齋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求是斋 校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五集 

［书目卷册］卷八～卷十八 

［第一责任人］求是齋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求是斋 校辑 

  

 

［正题名］皇朝經世文編五集 

［书目卷册］卷十九～三十二 

［第一责任人］求是齋校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求是斋 校辑 

  

 

［正题名］民國史料文編 

［书目卷册］卷一～卷六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東三省經濟調査録 

［第一责任人］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鐵問題 

［第一责任人］祁仍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祁仍奚 著 

  

 

［正题名］陝西實業考察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陝西實業考察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陝西實業考察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陝西實業考察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安徽民政工作紀要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民政廳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皇朝經濟文新編 

［丛书］通論、變法、君德、吏治 

［第一责任人］宜今室主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九輯 2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宜今室主人 编 

  

 

［正题名］皇朝經濟文新編 

［丛书］吏治、學校、農政、蠶桑 

［第一责任人］宜今室主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九輯 2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宜今室主人 编 

  

 

［正题名］皇朝經濟文新編 

［丛书］礦務、工藝、製造、火器、船政、商輸、圜法 

［第一责任人］宜今室主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九輯 2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宜今室主人 编 

  

 

［正题名］皇朝經濟文新編 

［丛书］商務、税則、郵政 

［第一责任人］宜今室主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九輯 2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宜今室主人 编 

  

 

［正题名］皇朝經濟文新編 

［丛书］鐵路、電報、軍政、交涉 

［第一责任人］宜今室主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九輯 2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宜今室主人 编 

  

 

［正题名］皇朝經濟文新編 

［丛书］外史、民政、教務、籌洋、西醫 

［第一责任人］宜今室主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九輯 2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宜今室主人 编 

  

 

［正题名］關税研究會議事録 

［第一责任人］關税研究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全國財政會議彙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全國財政會議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全國財政會議彙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全國財政會議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彙編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鐵道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彙編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鐵道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全國合作事業討論會彙編 

［第一责任人］金觀甫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8 月［1987.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观甫 编 

  

 

［正题名］皇朝新政文編 

［书目卷册］卷一～五 

［第一责任人］金匱闕籌補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輯 2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皇朝新政文編 

［丛书］卷六～十四 



［第一责任人］金匱闕籌補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輯 2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皇朝新政文編 

［丛书］卷十五～二十六 

［第一责任人］金匱闕籌補齋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輯 2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交涉要覽類篇 

［书目卷册］甲集 

［第一责任人］鄭貞來譯 

［译者］陳鈺選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輯 2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贞来 译 

［次知识责任］陈钰选 辑 

  

 

［正题名］交涉要覽類篇 

［书目卷册］乙集 

［第一责任人］鄭貞來譯 

［译者］陳鈺選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輯 2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贞来 译 

［次知识责任］陈钰选 辑 

  

 



［正题名］粤漢鐵路交涉秘密檔案 

［第一责任人］上海時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輯 2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漢口慘殺案 

［第一责任人］高爾松，高爾柏編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輯 2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高尔松 编 

［知识责任］高尔柏 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沙基痛史 

［第一责任人］錢義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輯 2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义璋 编 

  

 

［正题名］濟案 

［第一责任人］大木編 

［第一责任人］痛心人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輯 2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大木 编 

［知识责任］痛心人 辑 

  

 



［正题名］五三血跡 

［第一责任人］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10 月［1987.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輯 3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駐外各使館星期報告 

［丛书］民國七年（一～六編） 

［第一责任人］陳祐，汪毅，吕崇編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一輯 3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祐 编校 

［知识责任］汪毅 编校 

［知识责任］吕崇 编校 

  

 

［正题名］駐外各使館星期報告 

［丛书］民國七年（七～十四編） 

［第一责任人］陳祐，汪毅，吕崇編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一輯 3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祐 编校 

［知识责任］汪毅 编校 

［知识责任］吕崇 编校 

  

 

［正题名］駐外各使館星期報告 

［丛书］民國七年（十五～二十編） 

［第一责任人］陳祐，汪毅，吕崇編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一輯 3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祐 编校 



［知识责任］汪毅 编校 

［知识责任］吕崇 编校 

  

 

［正题名］駐外各使館星期報告 

［丛书］民國七年（二十一～二十六編） 

［第一责任人］陳祐，汪毅，吕崇編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一輯 3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祐 编校 

［知识责任］汪毅 编校 

［知识责任］吕崇 编校 

  

 

［正题名］駐外各使館星期報告 

［丛书］民國七年（二十七～三十三編） 

［第一责任人］陳祐，汪毅，吕崇編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一輯 3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祐 编校 

［知识责任］汪毅 编校 

［知识责任］吕崇 编校 

  

 

［正题名］駐外各使館星期報告 

［丛书］民國七年（三十四～四十編） 

［第一责任人］陳祐，汪毅，吕崇編校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一輯 3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祐 编校 

［知识责任］汪毅 编校 

［知识责任］吕崇 编校 

  

 

［正题名］魯案中日聯合會議紀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魯案中日聯合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一輯 3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魯案中日聯合會議紀録 

［第一责任人］魯案中日聯合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一輯 3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魯案善後月報特刊 

［第一责任人］督辦魯案善後事宜公署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10 月［1987.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一輯 3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魯案善後月報特刊 

［第一责任人］督辦魯案善後事宜公署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10 月［1987.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一輯 3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聞見録選編 

［第一责任人］丁韙良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二輯 3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韪良 编 



  

 

［正题名］中國聞見録選編 

［第一责任人］丁韙良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二輯 3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韪良 编 

  

 

［正题名］中倭戰守始末記 

［丛书］附中俄交涉一卷、中法交涉一卷 

［第一责任人］闕名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二輯 3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阙名 编 

  

 

［正题名］杭阿坦都統奏議 

［书目卷册］一～四卷 

［第一责任人］奎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二輯 3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奎斌 撰 

  

 

［正题名］杭阿坦都統奏議 

［书目卷册］五～八卷 

［第一责任人］奎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二輯 3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奎斌 撰 

  



 

［正题名］杭阿坦都統奏議 

［书目卷册］九～十二卷 

［第一责任人］奎斌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二輯 3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奎斌 撰 

  

 

［正题名］査辦八旗事務表（滿洲） 

［第一责任人］闕名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二輯 3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阙名 撰 

  

 

［正题名］査辦八旗事務表（蒙古漢軍） 

［第一责任人］闕名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二輯 3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阙名 撰 

  

 

［正题名］新世紀 

［书目卷册］一～五十六號 

［丛书］一九○七年六月～一九○八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新世紀書報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二輯 3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新世紀 



［书目卷册］五十七～七十七號 

［丛书］一九○八年七月～一九○八年一二月 

［第一责任人］新世紀書報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10 月［1987.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二輯 3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國聞報彙編 

［第一责任人］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附注内容］作者“愛〓”的“〓”为：左“矣”右“頁”组成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爱〓 编 

  

 

［正题名］時務報 

［书目卷册］一～九册 

［丛书］光緒二二年七月～九月 

［第一责任人］時務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時務報 

［书目卷册］十～十七册 

［丛书］光緒二二年十月～一二月 

［第一责任人］時務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時務報 



［书目卷册］十八～二十四册 

［丛书］光緒二三年元月～三月 

［第一责任人］時務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時務報 

［书目卷册］二十五～三十三册 

［丛书］光緒二三年四月～六月 

［第一责任人］時務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時務報 

［书目卷册］三十四～四十二册 

［丛书］光緒二三年七月～九月 

［第一责任人］時務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時務報 

［书目卷册］四十三～五十册 

［丛书］光緒二三年十月～一二月 

［第一责任人］時務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時務報 



［书目卷册］五十一～五十七册 

［丛书］光緒二四年元月～三月 

［第一责任人］時務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時務報 

［书目卷册］五十八～六十九册 

［丛书］光緒二四年四月～六月 

［第一责任人］時務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昌言報 

［书目卷册］一 

［书目卷册］一～五册 

［丛书］光緒二四年七月～八月 

［第一责任人］昌言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昌言報 

［书目卷册］二 

［书目卷册］六～十册 

［丛书］光緒二四年八月～十月 

［第一责任人］昌言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覺迷要録 

［第一责任人］葉德輝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11 月［1987.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三輯 3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叶德辉 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一～二期 

［丛书］民國十年七月～八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四輯 3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三～四期 

［丛书］民國十年九月～十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四輯 3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五～六期 

［丛书］民國十年十一月～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四輯 3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七～八期 

［丛书］民國十一年一月～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四輯 3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副本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