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九～十期 

［丛书］民國十一年三月～四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四輯  3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十一～十二期 

［丛书］民國十一年五月～六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四輯  3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十三～十四期 

［丛书］民國十一年七月～八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四輯  3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十五～十六期 

［丛书］民國十一年九月～十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四輯 3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十七～十八期 

［丛书］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四輯 3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十九～二十期 

［丛书］民國十二年一月～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11 月［1987.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四輯 3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二十一～二十二期 

［丛书］民國十二年三月～四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五輯 3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二十三～二十四期 

［丛书］民國十二年五月～六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五輯 3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二十五～二十六期 

［丛书］民國十二年七月～八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五輯 3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二十七～二十八期 

［丛书］民國十二年九月～十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五輯 3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二十九～三十期 

［丛书］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五輯 3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三十一～三十二期 

［丛书］民國十三年一月～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五輯 3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三十三～三十四期 

［丛书］民國十三年三月～四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五輯 3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三十五～三十六期 

［丛书］民國十三年五月～六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五輯 3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三十七～三十八期 

［丛书］民國十三年七月～八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五輯 3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三十九～四十期 

［丛书］民國十三年九月～十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11 月［1987.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五輯 3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四十一～四十二期 

［丛书］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六輯 3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四十三～四十四期 

［丛书］民國十四年一月～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六輯 3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四十五～四十六期 

［丛书］民國十四年三月～四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六輯 3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四十七～四十八期 

［丛书］民國十四年五月～六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六輯 3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四十九～五十期 

［丛书］民國十四年七月～八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六輯 3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五十一～五十二期 

［丛书］民國十四年九月～十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六輯 3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五十三～五十四期 

［丛书］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六輯 3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五十五～五十六期 

［丛书］民國十五年一月～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六輯 3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五十七～五十八期 

［丛书］民國十五年三月～四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六輯 3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五十九～六十期 

［丛书］民國十五年五月～六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 11 月［1987.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六輯 3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六十一～六十二期 

［丛书］民國十五年七月～八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七輯 3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六十三～六十四期 

［丛书］民國十五年九月～十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七輯 3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六十五～六十六期 

［丛书］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七輯 3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六十七～六十八期 

［丛书］民國十六年一月～二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七輯 3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六十九～七十一期 

［丛书］民國十六年三月～五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七輯 3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七十二～七十四期 

［丛书］民國十六年六月～八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七輯 3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七十五～七十七期 

［丛书］民國十六年九月～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七輯 3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七十八～七十九期 

［丛书］民國十六年十二月～民國十七年一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七輯 3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 

［书目卷册］八十～八十二期 

［丛书］民國十七年二月～四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七輯 3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外交公報總目錄 

［书目卷册］一～八十二期 

［丛书］民國十年七月～民國十七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6 年十二月［1987.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七輯 3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不忍雜誌 

［书目卷册］一～三期 

［第一责任人］康有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八輯 3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有为 编 

  

 

［正题名］不忍雜誌 

［书目卷册］四～六期 

［第一责任人］康有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八輯 3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有为 编 

  

 

［正题名］不忍雜誌 

［书目卷册］七～十期 

［第一责任人］康有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八輯 3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有为 编 

  

 

［正题名］震旦月報 

［书目卷册］一～二期 

［第一责任人］震旦月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八輯 3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震旦月報 

［书目卷册］三期 

［第一责任人］震旦月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八輯 3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神州女報 

［书目卷册］一～二期 

［第一责任人］神州女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八輯 3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神州女報 

［书目卷册］三～四期 

［第一责任人］神州女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八輯 3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湘事記 

［第一责任人］子虚子著 

［第一责任人］沃丘仲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八輯 3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子虚子 著 

［知识责任］沃丘仲子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憲法史前編 

［第一责任人］吴宗慈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八輯 3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宗慈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憲法史後編 

［第一责任人］吴宗慈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7 年 3 月［1988.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八輯 3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宗慈 编 

  

 

［正题名］内銓奏草（二卷） 

［第一责任人］王進善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九輯 3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进善 撰 

  

 

［正题名］撫粤政略 

［书目卷册］卷一～三 

［第一责任人］李士楨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九輯 3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士桢 撰 

  

 

［正题名］撫粤政略 

［书目卷册］卷四～六 

［第一责任人］李士楨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九輯 3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士桢 撰 

  

 

［正题名］撫粤政略 

［书目卷册］卷七～八 

［第一责任人］李士楨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九輯 3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士桢 撰 

  

 

［正题名］南山集 

［书目卷册］卷一～三 

［丛书］（附年譜） 

［第一责任人］戴名世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九輯 3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戴名世 撰 

  

 

［正题名］南山集 

［书目卷册］卷四～十 

［第一责任人］戴名世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九輯 3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戴名世 撰 

  

 

［正题名］南山集 

［书目卷册］卷十一～十四 

［丛书］（附補遺三卷） 

［第一责任人］戴名世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九輯 3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戴名世 撰 

  

 

［正题名］鮚埼亭集 

［书目卷册］卷一～十六 

［第一责任人］全祖望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九輯 3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全祖望 撰 

  

 

［正题名］鮚埼亭集 

［书目卷册］卷十七～三十一 

［第一责任人］全祖望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九輯 3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全祖望 撰 

  

 

［正题名］鮚埼亭集 

［书目卷册］卷三十二～三十八 

［第一责任人］全祖望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7 年 3 月［1988.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三十九輯 3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全祖望 撰 

  

 

［正题名］隴右紀實録 

［书目卷册］卷一～八 

［第一责任人］彭英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3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彭英甲 编 

  

 

［正题名］隴右紀實録 

［书目卷册］卷九～二十二 

［第一责任人］彭英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3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彭英甲 编 

  

 

［正题名］察哈爾全區墾政輯覽 

［丛书］總目 

［第一责任人］察哈爾全區墾務總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3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察哈爾全區墾政輯覽 

［丛书］行政組織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察哈爾全區墾務總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3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察哈爾全區墾政輯覽 

［丛书］行政組織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察哈爾全區墾務總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3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察哈爾全區墾政輯覽 

［丛书］開放盟旗群台 

［第一责任人］察哈爾全區墾務總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3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察哈爾全區墾政輯覽 

［丛书］招墾 

［第一责任人］察哈爾全區墾務總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3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察哈爾全區墾政輯覽 

［丛书］設治·軍屯 

［第一责任人］察哈爾全區墾務總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3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察哈爾全區墾政輯覽 

［丛书］清丈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察哈爾全區墾務總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3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察哈爾全區墾政輯覽 

［丛书］清丈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察哈爾全區墾務總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3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察哈爾全區墾政輯覽 

［丛书］優待盟旗·墾荒指南（上） 

［第一责任人］察哈爾全區墾務總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3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察哈爾全區墾政輯覽 

［丛书］墾荒指南（下）·雜録 

［第一责任人］察哈爾全區墾務總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7 年 3 月［1988.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輯 4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黎副總統書牘彙編 

［第一责任人］汪鈺孫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一輯 4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钰孙 编 

  



 

［正题名］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丛书］（民國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一輯 4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丛书］（民國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一輯 4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丛书］（民國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一輯 4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丛书］（民國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一輯 4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丛书］（民國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一輯 4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丛书］（民國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一輯 4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丛书］（民國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一輯 4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革命日誌 

［第一责任人］志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一輯 4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志光 编 

  

 

［正题名］黨軍 

［第一责任人］上海婦女慰勞北伐前敵兵士會編輯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7 年 3 月［1988.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一輯 4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繁昌記 

［书目卷册］卷一～四 

［第一责任人］葛元煦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二輯 4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葛元煦 撰 

  

 

［正题名］上海研究資料續編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二輯 4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研究資料正編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二輯 4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上海通社 编 

  

 

［正题名］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年報 

［书目卷册］1932 

［第一责任人］上海共同租界工務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二輯 4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年報 

［书目卷册］1933 



［第一责任人］上海共同租界工務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二輯 4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年報 

［书目卷册］1934 

［第一责任人］上海共同租界工務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二輯 4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市商會商業統計 

［丛书］一九三二～三四棉布業、茶業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商會商務科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二輯 4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市商會商業統計 

［丛书］一九三二～ 三四金融業、新藥業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商會商務科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二輯 4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之商業 

［丛书］一九三五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社會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二輯 4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市政概要 

［丛书］一九三四 

［第一责任人］上海特别市政府編 

［丛书］一九三六 

［第一责任人］上海租界納税華人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二輯 419-4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淄川靖逆記 

［第一责任人］張錫綸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三輯 4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锡纶 撰 

  

 

［正题名］張惠肅公（亮基）奏稿 

［书目卷册］卷一～四 

［第一责任人］張亮基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三輯 4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亮基 辑 

  

 

［正题名］張惠肅公（亮基）奏稿 

［书目卷册］卷五～八 

［第一责任人］張亮基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三輯 4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亮基 辑 

  

 

［正题名］征南輯略 

［书目卷册］卷一～三 

［第一责任人］張卿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三輯 4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卿云 编 

  

 

［正题名］征南輯略 

［书目卷册］卷四～六 

［第一责任人］張卿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三輯 4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卿云 编 

  

 

［正题名］征南輯略 

［书目卷册］卷七～八 

［第一责任人］張卿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三輯 4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卿云 编 

  

 

［正题名］馮宫保（子材）軍牘集要 

［书目卷册］卷一～四 

［第一责任人］都啓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三輯 4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馮宫保（子材）軍牘集要 

［书目卷册］卷五～八 

［第一责任人］都啓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三輯 4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馮宫保（子材）軍牘集要 

［书目卷册］卷九～十二 

［第一责任人］都啓模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三輯 4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柘湖宦游録 

［第一责任人］張良朔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7 年 6 月［1988.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三輯 4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良朔 著 

  

 

［正题名］正誼雜誌 

［书目卷册］一 

［丛书］一卷一號～三號 

［第一责任人］正誼雜誌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四輯 4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正誼雜誌 

［书目卷册］二 

［丛书］一卷四號～六號 

［第一责任人］正誼雜誌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四輯 4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正誼雜誌 

［书目卷册］三 

［丛书］一卷七號～九號 

［第一责任人］正誼雜誌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四輯 4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辛亥革命大事録 

［第一责任人］草莽餘生著 

［第一责任人］晨報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四輯 432-4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草莽余生 著 

  

 

［正题名］中國重要銀行營業概况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國經濟學社編 

［第一责任人］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四輯 434-4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之儲蓄銀行史 



［第一责任人］王志莘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四輯 4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莘 编 

  

 

［正题名］改革鹽務報告書 

［第一责任人］丁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四輯 4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恩 著 

  

 

［正题名］民國史料文編 

［丛书］卷七—十二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二十八輯 2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菸酒税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菸酒税處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四輯 4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菸酒税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菸酒税處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四輯 4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全國生産會議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全國生産會議秘書編處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7 年 6 月［1988.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四輯 4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綏乘 

［副题名］十一卷 

［第一责任人］張鼎彝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五輯 4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鼎彝 编 

  

 

［正题名］滿蒙新藏述略 

［第一责任人］金鐘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五輯 4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金钟麟 编 

  

 

［正题名］蒙古鑑 

［第一责任人］卓宏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五輯 4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卓宏谋 编 



  

 

［正题名］西畺交涉志要 

［副题名］六卷 

［第一责任人］鐘鏞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五輯 4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钟镛 撰 

  

 

［正题名］蒙藏佛教史 

［书目卷册］上 

［书目卷册］一～四篇 

［第一责任人］釋妙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五輯 4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妙舟 编 

  

 

［正题名］蒙藏佛教史 

［书目卷册］下 

［书目卷册］五～七篇 

［第一责任人］釋妙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五輯 4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妙舟 编 

  

 

［正题名］劉光禄（錫鴻）遺稿 

［副题名］二卷 

［第一责任人］劉錫鴻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五輯 4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锡鸿 撰 

  

 

［正题名］教務紀略 

［副题名］四卷 

［第一责任人］李剛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五輯 4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刚巳 编 

  

 

［正题名］西北邊荒佈道記 

［第一责任人］Mildred Cable Francesca French 著 

［译者］季理斐意譯 

［第一责任人］J.dela Servie're,S.J. 

［第一责任人］金文祺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五輯 448-4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Mildred Cable Francesca French 著 

［次知识责任］季理斐意 译 

［知识责任］J.dela Servie're,S.J. 著 

［次知识责任］金文祺 译 

  

 

［正题名］中國外交史及外交問題 

［第一责任人］夏天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7 年 7 月［1988.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五輯 4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夏天 著 

  

 

［正题名］封陵五日録 

［第一责任人］賈樸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六輯 4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贾朴 撰 

  

 

［正题名］西台奏疏 

［第一责任人］顧如華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六輯 4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顾如华 撰 

  

 

［正题名］西台奏疏 

［第一责任人］顧如華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六輯 4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顾如华 撰 

  

 

［正题名］百尺梧桐閣集 

［丛书］文集卷一～八 

［第一责任人］汪懋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六輯 4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懋麟 撰 

  

 

［正题名］百尺梧桐閣集 

［丛书］詩集卷一～十 

［第一责任人］汪懋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六輯 4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懋麟 撰 

  

 

［正题名］百尺梧桐閣集 

［丛书］詩集卷十一～十六 

［第一责任人］汪懋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六輯 4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懋麟 撰 

  

 

［正题名］鳳池園集 

［丛书］詩集卷一～八 

［第一责任人］顧汗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六輯 4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顾汗 撰 

  

 

［正题名］鳳池園集 

［丛书］文集卷一～八 

［第一责任人］顧汗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六輯 4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顾汗 撰 

  

 

［正题名］南亭四話 

［副题名］九卷 

［第一责任人］李伯元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六輯 4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伯元 撰 

  

 

［正题名］花隨人聖盦摭憶 

［第一责任人］黄濬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7 年 10 月［1988.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六輯 4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濬 撰 

  

 

［正题名］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輯要 

［书目卷册］卷一～二 

［第一责任人］奎濂等校勘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七輯 4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奎濂 校勘 

  

 

［正题名］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輯要 

［书目卷册］卷三～四 

［第一责任人］奎濂等校勘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七輯 4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奎濂 校勘 

  

 

［正题名］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輯要 

［书目卷册］卷五～六 

［第一责任人］奎濂等校勘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七輯 4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奎濂 校勘 

  

 

［正题名］度支輯略 

［副题名］十卷 

［第一责任人］徐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七輯 4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徐鼒 编 

  

 

［正题名］茂泉實業文集 

［第一责任人］申丙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七輯 4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申丙 编 

  

 

［正题名］福建省建設報告 

［丛书］農林、測候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政府建設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七輯 4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福建省建設報告 

［丛书］水稻試驗、茶業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政府建設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七輯 4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經濟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朱斯煌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七輯 4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斯煌 编 

  

 

［正题名］民國經濟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朱斯煌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七輯 4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斯煌 编 

  

 

［正题名］統一全國水利行政事業記要 

［第一责任人］全國經濟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7 年 7 月［1988.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七輯 469-4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欽定科場條例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六 

［丛书］鄉會試期、宗室人員鄉會試、科擧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八輯 4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欽定科場條例 

［丛书］第七至卷十一 

［丛书］起送會試、鄉試考官、會試考官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八輯 4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欽定科場條例 

［丛书］第十二至卷十八 

［丛书］鄉會試執事官員、三場試題、鄉會試藝、試卷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八輯 4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欽定科場條例 

［丛书］第十九至卷廿二 

［丛书］内簾閲卷、鄉會試中額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八輯 4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欽定科場條例 

［丛书］第廿九至卷卅四 

［丛书］關防、禁令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八輯 4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欽定科場條例 

［丛书］第卅五至卷三八 

［丛书］冒籍、坐號、外簾所官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八輯 4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欽定科場條例 

［丛书］第三九至卷四四 

［丛书］外簾所官、違式、鄉會試供具、揭曉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八輯 4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欽定科場條例 

［丛书］第四五至卷四九 

［丛书］筵宴、闈墨、試録登科録、解卷、覆試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八輯 4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欽定科場條例 

［丛书］第五○至卷五一 

［丛书］磨勘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八輯 4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欽定科場條例 

［丛书］第五六至卷六○ 

［丛书］殿試、朝考、繙譯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8 年元月［1989.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八輯 4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欽定科場條例 

［丛书］第五二至卷五五 

［丛书］選取勝録、舉人大挑、年老舉人給銜、會試下第舉人、殿試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八輯 4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續增科場條例 

［丛书］自光緒十一年至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九輯 4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續增科場條例 



［丛书］自光緒十三年至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九輯 4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續增科場條例 

［丛书］自光緒十四年至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九輯 4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續增科場條例 

［丛书］自光緒十六年至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九輯 4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續增科場條例 

［丛书］自光緒十九年至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九輯 4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續增科場條例 



［丛书］自光緒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禮部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九輯 4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礼部 纂辑 

  

 

［正题名］欽定國子監則例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十 

［丛书］親詣釋奠典禮、臨雍典禮、繩愆廳 

［第一责任人］國子監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九輯 4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国子监 纂辑 

  

 

［正题名］欽定國子監則例 

［书目卷册］卷十一至卷二十三 

［丛书］繩愆廳、博士廳、典簿廳 

［第一责任人］國子監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九輯 4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国子监 纂辑 

  

 

［正题名］欽定國子監則例 

［书目卷册］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五 

［丛书］典簿廳、典籍廳、六堂 

［第一责任人］國子監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九輯 4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国子监 纂辑 



  

 

［正题名］欽定國子監則例 

［书目卷册］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五 

［丛书］八旗、檔房、算學 

［第一责任人］國子監纂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8 年 4 月［1989.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四十九輯 4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国子监 纂辑 

  

 

［正题名］兩廣官報 

［丛书］第一至二期 宣統三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兩廣官報編輯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輯 4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兩廣官報 

［丛书］第三至四期 宣統三年五月至六月 

［第一责任人］兩廣官報編輯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輯 4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兩廣官報 

［丛书］第五至六期 宣統三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兩廣官報編輯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輯 4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兩廣官報 

［丛书］第七至八期 宣統三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兩廣官報編輯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輯 4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兩廣官報 

［丛书］第九至十期 宣統三年六月至閏六月 

［第一责任人］兩廣官報編輯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輯 4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兩廣官報 

［丛书］第十一至十二期 宣統三年閏六月 

［第一责任人］兩廣官報編輯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輯 4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兩廣官報 

［丛书］第十三至十五期 宣統三年閏六月至七月 

［第一责任人］兩廣官報編輯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輯 4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兩廣官報 

［丛书］第十六至十七期 宣統三年七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兩廣官報編輯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輯 4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兩廣官報 

［丛书］第十八至十九期 宣統三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兩廣官報編輯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輯 4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兩廣官報 

［丛书］第二十至二十一期 宣統三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兩廣官報編輯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8 年 3 月［1989.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輯 5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東路問題（民國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雷殷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一輯 5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雷殷 撰 

  

 

［正题名］膠濟鐵路接收八週紀要（民國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膠濟鐵路管理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一輯 5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平漢年鑑（民國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平漢鐵路管理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一輯 5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平漢年鑑（民國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平漢鐵路管理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一輯 5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隴海鐵路甘肅段經濟調査報告書（民國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鐵道部業務司商務科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一輯 5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北寧鐵路沿綫經濟調査報告（民國二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北寧鐵路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一輯 5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北寧鐵路沿綫經濟調査報告（民國二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北寧鐵路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一輯 5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北寧鐵路沿綫經濟調査報告（民國二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北寧鐵路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一輯 5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北寧鐵路沿綫經濟調査報告（民國二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北寧鐵路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一輯 5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北寧鐵路沿綫經濟調査報告（民國二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北寧鐵路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8 年 7 月［1989.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一輯 5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各省區歷年財政彙覽（民國十六年） 

［丛书］江蘇省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財政調査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二輯 5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各省區歷年財政彙覽（民國十六年） 

［丛书］浙江省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財政調査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二輯 5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各省區歷年財政彙覽（民國十六年） 

［丛书］福建省 京兆區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財政調査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二輯 5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各省區歷年財政彙覽（民國十六年） 

［丛书］直隸省 山東省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財政調査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二輯 5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各省區歷年財政彙覽（民國十六年） 

［丛书］貴州省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財政調査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二輯 5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各省區歷年財政彙覽（民國十六年） 

［丛书］廣西省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財政調査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二輯 5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東省財政紀實（民國二十二年） 

［丛书］廣東省 

［第一责任人］廣東省財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二輯 5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東省財政紀實（民國二十二年） 

［丛书］廣東省 

［第一责任人］廣東省財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二輯 5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東省財政紀實（民國二十二年） 

［丛书］廣東省 

［第一责任人］廣東省財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二輯 5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東省財政紀實（民國二十二年） 

［丛书］廣東省 

［第一责任人］廣東省財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8 年 8 月［198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二輯 5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江蘇自治公報類編（宣統三年）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三 

［第一责任人］江蘇蘇屬得方自治籌辦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三輯 5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江蘇自治公報類編（宣統三年） 

［书目卷册］卷四至卷六 

［第一责任人］江蘇蘇屬得方自治籌辦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三輯 5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江蘇自治公報類編（宣統三年） 

［书目卷册］卷七至卷八 

［第一责任人］江蘇蘇屬得方自治籌辦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三輯 5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江蘇省政治年鑑（民國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江蘇省長公署統計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三輯 5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内政部第一期民政會議紀要（民國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内政部第一期民政會議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三輯 5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申報評論選（民國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申報館发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三輯 5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二十三年新生活運動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三輯 5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二十四年全國新生活運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三輯 5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二十四年全國新生活運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三輯 5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南昌行營召集第二次保安會議紀録（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三輯 5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欽定康濟録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三（上） 

［第一责任人］陸曾禹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四輯 5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曾禹 撰 

  

 

［正题名］欽定康濟録 

［书目卷册］卷三（下）至卷四 

［第一责任人］陸曾禹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四輯 5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陆曾禹 撰 

  

 

［正题名］賑記 

［副题名］十卷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四輯 5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编 

  

 

［正题名］籌濟編 

［书目卷册］卷一至七 

［第一责任人］楊景仁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四輯 5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景仁 辑 

  

 

［正题名］籌濟編 

［书目卷册］卷八至十九 

［第一责任人］楊景仁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四輯 5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景仁 辑 

  

 

［正题名］籌濟編 

［书目卷册］卷二十至三十二 

［第一责任人］楊景仁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四輯 5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景仁 辑 

  

 

［正题名］灾賑全書 

［副题名］四卷 

［第一责任人］楊西明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四輯 5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西明 编 

  

 

［正题名］荒政輯要 

［副题名］九卷 

［第一责任人］汪志伊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四輯 5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志伊 辑 

  

 

［正题名］荒政叢書 

［副题名］十卷 

［第一责任人］俞森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四輯 5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俞森 撰 

  

 

［正题名］救荒六十策 

［第一责任人］寄湘漁父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四輯 5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寄湘渔父 撰 

  

 

［正题名］從戎偶筆 

［丛书］自嘉慶五年六月至六年二月 

［第一责任人］鞏文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五輯 5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巩文生 撰 

  

 

［正题名］從戎偶筆 

［丛书］自嘉慶六年三月至六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鞏文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五輯 5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巩文生 撰 

  

 

［正题名］從戎偶筆 

［丛书］自嘉慶七年正月至七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鞏文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五輯 5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巩文生 撰 

  

 

［正题名］從戎偶筆 

［丛书］自嘉慶八年正月至八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鞏文生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五輯 5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巩文生 撰 

  

 

［正题名］定穎記事 

［副题名］二卷 

［第一责任人］李德林撰 

［第一责任人］汪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五輯 5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林 撰 

［知识责任］汪堃 编 

  

 

［正题名］唐中丞（訓方）遺集 

［丛书］首卷，奏稿卷一～二 

［第一责任人］陳士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五輯 5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士杰 编 

  

 

［正题名］唐中丞（訓方）遺集 

［丛书］奏稿卷三～四，條教一卷 

［第一责任人］陳士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五輯 5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士杰 编 

  

 

［正题名］唐中丞（訓方）遺集 

［丛书］制芸二卷，文集卷上 

［第一责任人］陳士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五輯 5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士杰 编 

  

 

［正题名］唐中丞（訓方）遺集 

［丛书］文集卷下，從征圖記 

［第一责任人］陳士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五輯 5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士杰 编 

  

 

［正题名］團練事宜 

［第一责任人］朱孫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1979 年 2 月［1990.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五輯 5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孙詒 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2 年 2 月至 12 年 4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六輯 5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2 年 4 月至 12 年 6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六輯 5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2 年 6 月至 12 年 8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六輯 5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2 年 8 月至 12 年 10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六輯 5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2 年 10 月至 12 年 12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六輯 5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2 年 12 月至 13 年 1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六輯 5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3 年 1 月至 13 年 3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六輯 5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3 年 3 月至 13 年 4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六輯 5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3 年 4 月至 13 年 5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六輯 5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3 年 6 月至 13 年 7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9 年 3 月［1990.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六輯 5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3 年 7 月至 8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七輯 5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3 年 9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七輯 5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3 年 10 月至 13 年 11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七輯 5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3 年 11 月至 14 年 1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七輯 5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4 年 2 月至 14 年 4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七輯 5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丛书］民國 14 年 4 月至 14 年 6 月 

［第一责任人］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七輯 5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軍軍官學校第一隊學生詳細調査表 

［副题名］民國 13 年 7 月 

［第一责任人］陸軍軍官學校編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七輯 5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軍軍官學校第二隊學生詳細調査表 

［副题名］民國 13 年 7 月 



［第一责任人］陸軍軍官學校編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七輯 5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軍軍官學校第三隊學生詳細調査表 

［副题名］民國 13 年 7 月 

［第一责任人］陸軍軍官學校編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七輯 5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陸軍軍官學校第四隊學生詳細調査表 

［副题名］民國 13 年 7 月 

［第一责任人］陸軍軍官學校編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9 年 4 月［1990.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七輯 5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吕海寰奏稿 

［第一责任人］吕海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八輯 5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吕海寰 撰 

  

 

［正题名］吕海寰奏稿 

［第一责任人］吕海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八輯 5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吕海寰 撰 

  

 

［正题名］吕海寰往來電函録稿 

［第一责任人］吕海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八輯 5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吕海寰 撰 

  

 

［正题名］吕海寰往來電函録稿 

［第一责任人］吕海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八輯 5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吕海寰 撰 

  

 

［正题名］吕海寰往來電函録稿 

［第一责任人］吕海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八輯 5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吕海寰 撰 

  

 

［正题名］吕海寰往來信稿、雜纂 

［第一责任人］吕海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八輯 5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吕海寰 撰 

  

 



［正题名］吕海寰往來譯稿 

［第一责任人］吕海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八輯 5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吕海寰 撰 

  

 

［正题名］鄂多台日記 

［第一责任人］鄂多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八輯 5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鄂多台 撰 

  

 

［正题名］鄂多台日記 

［第一责任人］鄂多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八輯 5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鄂多台 撰 

  

 

［正题名］鄂多台日記 

［第一责任人］鄂多台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9 年 4 月［1990.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八輯 5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鄂多台 撰 

  

 

［正题名］上海新報 

［书目卷册］一 

［丛书］舊四五號至二一八號 

［丛书］一八六二六月至一八六三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九輯 5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主编 

［知识责任］傅兰雅 主编 

  

 

［正题名］上海新報 

［书目卷册］二 

［丛书］舊二一九號至三九九號 

［丛书］一八六三年八月至一八六四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九輯 5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主编 

［知识责任］傅兰雅 主编 

  

 

［正题名］上海新報 

［书目卷册］三 

［丛书］舊四○○號至六四○號 

［丛书］一八六四年十月至一八六六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九輯 5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主编 

［知识责任］傅兰雅 主编 

  

 

［正题名］上海新報 

［书目卷册］四 

［丛书］新七四號至二二四號 

［丛书］一八六八年七月至一八六九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九輯 5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主编 

［知识责任］傅兰雅 主编 

  

 

［正题名］上海新報 

［书目卷册］五 

［丛书］新二二五號至三三○號 

［丛书］一八六九年七月至一八七○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九輯 5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主编 

［知识责任］傅兰雅 主编 

  

 

［正题名］上海新報 

［书目卷册］六 

［丛书］新三三一號至四三一號 

［丛书］一八七○年三月至一八七○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九輯 5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主编 

［知识责任］傅兰雅 主编 

  

 

［正题名］上海新報 

［书目卷册］七 

［丛书］新四三二號至五三二號 

［丛书］一八七○年十一月至一八七一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九輯 5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主编 

［知识责任］傅兰雅 主编 

  

 

［正题名］上海新報 

［书目卷册］八 

［丛书］新五三三號至六三四號 

［丛书］一八七一年七月至一八七二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九輯 5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主编 

［知识责任］傅兰雅 主编 

  

 

［正题名］上海新報 

［书目卷册］九 

［丛书］新六三五號至七三五號 

［丛书］一八七二年三月至一八七二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九輯 5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主编 

［知识责任］傅兰雅 主编 

  

 

［正题名］上海新報 

［书目卷册］十 

［丛书］新七三六號至八三六號 

［丛书］一八七二年九月至一八七二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五十九輯 5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乐知 主编 

［知识责任］傅兰雅 主编 

  

 

［正题名］西北 近十年來史料 

［副题名］（民國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康天國編 

［副题名］（民國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黄詔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輯 591-5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康天国 编 

［知识责任］黄诏年 编 

  

 

［正题名］民國二十一年中國勞動年鑑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勞動年鑑編輯委員會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輯 5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二十一年中國勞動年鑑 

［书目卷册］第二編至三編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勞動年鑑編輯委員會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輯 5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二十一年中國勞動年鑑 

［书目卷册］第四編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勞動年鑑編輯委員會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輯 5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二十二年中國勞動年鑑 

［丛书］第一編（上）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勞動年鑑編輯委員會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輯 5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二十二年中國勞動年鑑 

［丛书］第一編（下）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勞動年鑑編輯委員會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輯 5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二十二年中國勞動年鑑 

［丛书］第二編至三編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勞動年鑑編輯委員會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輯 5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二十二年中國勞動年鑑 

［丛书］第四編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勞動年鑑編輯委員會編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輯 5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外經濟年報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二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輯 6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外經濟年報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國二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輯 6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戊辰奏牘存鈔 

［书目卷册］一 

［副题名］不分卷 

［第一责任人］陳希曾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一輯 6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希曾 撰 

  

 

［正题名］戊辰奏牘存鈔 

［书目卷册］二 

［副题名］不分卷 

［第一责任人］陳希曾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一輯 6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希曾 撰 

  



 

［正题名］孫文靖公（爾准）奏牘 

［书目卷册］一 

［副题名］不分卷 

［第一责任人］孫爾准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一輯 6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尔准 撰 

  

 

［正题名］孫文靖公（爾准）奏牘 

［书目卷册］二 

［副题名］不分卷 

［第一责任人］孫爾准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一輯 6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孙尔准 撰 

  

 

［正题名］鴉片事略 

［副题名］二卷 

［第一责任人］李圭撰 

［副题名］不分卷 

［第一责任人］魏源撰 

［副题名］不分卷 

［第一责任人］金梁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一輯 603-6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圭 撰 

［知识责任］魏源 撰 

［知识责任］金梁 编 

  

 

［正题名］甕牖餘談 

［副题名］八卷 



［第一责任人］王韜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一輯 6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韬 撰 

  

 

［正题名］軍機故事 

［第一责任人］姚文棟增補 

［第一责任人］不才選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一輯 607-6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姚文栋 增補 

［知识责任］不才 选辑 

  

 

［正题名］清外史 

［第一责任人］侯官古〓后人薑齋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一輯 6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 近世史 

［书目卷册］第一編 

［第一责任人］李泰棻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一輯 6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泰棻 述 

  

 

［正题名］中國 近世史 

［书目卷册］第二編 

［第一责任人］李泰棻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79 年 10 月［1990.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一輯 6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泰棻 述 

  

 

［正题名］税務公報 

［丛书］第三卷一期至三期（民國 23 年 7 月至 9 月）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税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二輯 6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税務公報 

［丛书］第三卷四期至六期（民國 23 年 10 月至 12 月）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税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二輯 6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税務公報 

［丛书］第三卷七期至九期（民國 24 年元月至 3 月）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税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二輯 6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税務公報 

［丛书］第三卷十期至十二期（民國 24 年 4 月至 6 月）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税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二輯 6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税務公報 

［丛书］第四卷一期至三期（民國 24 年 7 月至 9 月）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税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二輯 6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税務公報 

［丛书］第四卷四期至六期（民國 24 年 10 月至 12 月）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税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二輯 6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税務公報 

［丛书］第四卷七期至九期（民國 25 年元月至 3 月）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税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二輯 6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税務公報 

［丛书］第四卷十期至十二期（民國 25 年 4 月至 6 月）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税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二輯 6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税務公報 

［丛书］第五卷一期至二期（民國 25 年 7 月至 8 月）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税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二輯 6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税務公報 

［丛书］第五卷三期至四期（民國 25 年 9 月至 10 月）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税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0 年元月［199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二輯 6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汪榮寶日記 

［丛书］宣統元年元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汪榮寶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三輯 6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荣宝 撰 

  

 

［正题名］汪榮寶日記 

［丛书］宣統二年元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汪榮寶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三輯 6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荣宝 撰 

  

 

［正题名］汪榮寶日記 

［丛书］宣統三年元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汪榮寶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三輯 6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荣宝 撰 

  

 

［正题名］清代閨閣詩人徵略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五 

［第一责任人］施淑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三輯 6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施淑仪 辑 

  

 

［正题名］清代閨閣詩人徵略 

［书目卷册］卷六至十、附録、補遺 

［第一责任人］施淑儀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三輯 6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施淑仪 辑 

  

 

［正题名］吴語亭日記 

［第一责任人］吴語亭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三輯 6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语亭 撰 

  

 

［正题名］民彝雜誌 

［书目卷册］第一期至三期 

［第一责任人］民彝雜誌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三輯 6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彝雜誌 

［书目卷册］第四期至六期 

［第一责任人］民彝雜誌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三輯 6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彝雜誌 

［书目卷册］第七期至九期 

［第一责任人］民彝雜誌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三輯 6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彝雜誌 

［书目卷册］第十期至十二期 

［第一责任人］民彝雜誌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199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三輯 6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至六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四輯 6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至十三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四輯 6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十四至二十二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四輯 6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二十三至三十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四輯 6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十一至三十八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四輯 6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十九至四十六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四輯 6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十七至五十四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四輯 6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五十五至六十三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四輯 6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十四至七十一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四輯 6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十二至八十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0 年 5 月［199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四輯 6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丛书］總目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至十三 

［丛书］宗人府、内閣、中書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十四至二十三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二十四至三十二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十三至四十三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十四至五十五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五十六至六十六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十七至七十六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十七至八十八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八十九至九十九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至一百十三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十四至一百二十七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0 年 6 月［1991.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五輯 6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九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六輯 6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六輯 6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五十一至一百六十二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六輯 6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七十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六輯 6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七十一至一百七十九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六輯 6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八十五至一百九十一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六輯 6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九十二至二百四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六輯 6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五至二百十五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六輯 6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十六至二百二十四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六輯 6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二十五至二百三十二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0 年 6 月［1991.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六輯 6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三十三至二百四十二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四十三至二百五十五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五十六至二百六十三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七十九至二百九十一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六十四至二百七十八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百一至三百十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九十二至三百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百十一至三百二十一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i 卷三百二十二至三百三十三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百三十四至三百四十五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百四十六至三百五十六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百五十七至三百六十八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百六十九至三百七十五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百七十六至三百八十五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百八十六至三百九十七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百九十八至四百九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丛书］卷四百十至四百十八 

［丛书］樂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百十九至四百二十六 



［丛书］樂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0 年 11 月［1991.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七輯 6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百二十七至四百三十四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百三十五至四百四十二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百四十三至四百五十一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百五十二至四百六十一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百六十二至四百七十五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百七十六至四百八十五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百八十六至四百九十六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百九十七至五百十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五百十一至五百二十三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五百二十四至五百三十五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五百三十六至五百四十六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五百四十七至五百五十八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五百五十九至五百七十一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五百七十二至五百八十三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1 年 1 月［1992.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八輯 6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五百九十二至五百九十九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五百八十四至五百九十一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百至六百九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百十五至六百十八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百十九至六百二十七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百二十八至六百三十七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百三十八至六百四十五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百四十六至六百五十五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百五十六至六百六十四 

［丛书］刑部·工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百六十五至六百七十九 

［丛书］工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百八十至六百九十 

［丛书］工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六百九十一至七百 

［丛书］工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百一至七百十 

［丛书］工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百十一至七百二十五 

［丛书］工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1 年 3 月［1992.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九輯 6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百二十六至七百四十一 

［丛书］理藩院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百四十二至七百五十三 

［丛书］理藩院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百五十四至七百六十七 

［丛书］理藩院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百六十八至七百八十二 

［丛书］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百八十三至七百九十七 



［丛书］翰林院·起居注·詹事府·太常寺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百九十八至八百九 

［丛书］太常寺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八百十至八百二十三 

［丛书］太常寺·太僕寺·光禄寺·順天府·奉天府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八百二十四至八百三十六 

［丛书］鴻臚寺·國子監·欽天監·太醫院·待衛處·鑾儀衛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八百三十七至八百四十六 

［丛书］八旗都統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八百四十七至八百五十八 

［丛书］八旗都統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八百五十九至八百七十 

［丛书］八旗都統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八百七十一至八百八十四 

［丛书］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步軍統領·火器營·圓明園護營·健鋭營·嚮導處·虎枪營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八百八十五至八百九十七 

［丛书］内務府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八百九十八至九百八 

［丛书］内務府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6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九百九至九百二十 

［丛书］内務府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1 年 4 月［1992.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輯 7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至十五 



［丛书］禮制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一輯 7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十六至二十九 

［丛书］禮制·祭器·彝器·樂律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一輯 7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三十至四十 

［丛书］樂律·樂器·度量衡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一輯 7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四十一至五十七 

［丛书］冠服·與衛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一輯 7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五十八至七十二 

［丛书］與衛·武備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一輯 7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七十三至八十六 

［丛书］天文·儀器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一輯 7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八十七至九十八 

［丛书］輿地圖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一輯 7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九十九至一百八 

［丛书］輿地圖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一輯 7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九至一百十九 

［丛书］輿地圖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一輯 7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二 

［丛书］輿地圖 

［第一责任人］托津等奉敕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1 年 6 月［1992.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一輯 7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托津 奉敕纂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一至九 

［丛书］序、宗人府、吏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二輯 7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十至十九 



［丛书］吏部、户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二輯 7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二十至二十六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二輯 7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二十七至三十三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二輯 7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三十四至四十 

［丛书］户部、禮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二輯 7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四十一至四十九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二輯 7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五十至五十五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二輯 7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五十六至六十一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二輯 7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六十二至七十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二輯 7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七十一至八十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1 年 10 月［1992.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二輯 7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八十一至八十七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三輯 7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八十八至九十五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三輯 7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九十六至一百三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三輯 7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四至一百十一 

［丛书］兵部·刑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三輯 7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十二至一百十八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三輯 7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十九至一百二十六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三輯 7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二十七至一百三十四 

［丛书］刑部、工部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三輯 7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四十五 

［丛书］工部、理藩院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三輯 7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四十六至一百五十五 

［丛书］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内務府、翰林院、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司經局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三輯 7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康熙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二 

［丛书］太常寺、順天府、奉天府、光録寺、太僕寺、鴻臚寺、國子監、六科、中書科、行

人司、欽天監、太醫院、五城兵馬指揮司、僧録司、道録司、鑾儀衛、金吾等六衛 

［第一责任人］伊桑阿纂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2 年 2 月［1993.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三輯 7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伊桑阿 纂修 

  

 

［正题名］北平市政府二十二年度行政統計 

［第一责任人］北平市政府秘書處第一科統計股主編 

［丛书］（民國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河北省民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四輯 731-7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山西民政彙刊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國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民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四輯 7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山西民政彙刊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民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四輯 7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山西民政彙刊 

［书目卷册］三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民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四輯 7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湖北縣政概况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湖北省政府民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四輯 7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湖北縣政概况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湖北省政府民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四輯 7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湖北縣政概况 

［书目卷册］三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湖北省政府民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四輯 7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湖北縣政概况 

［书目卷册］四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湖北省政府民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四輯 7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湖北縣政概况 

［书目卷册］五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湖北省政府民政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四輯 7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河南省政府五年來施政統計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河南省政府秘書處統計室編 

［第一责任人］河南省政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四輯 739-7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保甲運動叢刊 

［丛书］（民國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傅角今，劉嵐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五輯 741-7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傅角今 编 

［知识责任］刘岚荪 编 

  

 

［正题名］廣西省施政紀録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廣西省政府編輯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五輯 7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西省施政紀録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廣西省政府編輯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五輯 7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福建省工作報告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政府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五輯 7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市政概要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府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五輯 7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紀念特刊 

［书目卷册］一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杭州市政府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五輯 7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紀念特刊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杭州市政府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五輯 7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市工務局略史及其組織沿革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工務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五輯 7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南京市政概况 

［丛书］（民國二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南京市政公署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五輯 7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浙贛鐵路統計年報 

［丛书］（民國三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浙贛鐵路局編 

［丛书］（民國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粤漢鐵路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五輯 749-7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貿易詳細統計 

［丛书］（一九二六）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貿易詳細統計 

［丛书］（一九二六）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貿易詳細統計 

［丛书］（一九二七） 

［第一责任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貿易詳細統計 

［丛书］（一九二八） 

［第一责任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貿易詳細統計 

［丛书］（一九二九） 

［第一责任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貿易詳細統計 

［丛书］（一九三○） 

［第一责任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產業統計 

［丛书］（一九三一～一九三二） 

［第一责任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國外國貿易統計年報 

［丛书］（一九三二） 

［第一责任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國外國貿易統計年報 

［丛书］（一九三五）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滿鐵經濟調査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國外國貿易統計年報 

［丛书］（一九三五）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滿鐵經濟調査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國外國貿易統計年報 

［丛书］（一九三六）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滿鐵經濟調査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洲國外國貿易統計年報 

［丛书］（一九三六）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滿鐵經濟調査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2 年 12 月［1993.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六輯 7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一至七 

［丛书］序、目録、宗人府、内閣、吏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八至十四 

［丛书］吏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十五至二十三 

［丛书］吏部、户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二十四至二十九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三十至三十五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三十六至四十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四十一至四十六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四十七至五十二 

［丛书］户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五十三至五十七 

［丛书］户部、禮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七十二至七十七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3 年 7 月［1994.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六十四至七十一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3 年 7 月［1994.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五十八至六十三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3 年 7 月［1994.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七輯 7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七十八至八十三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八十四至八十八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八十九至九十五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九十六至一百二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三至一百十 

［丛书］禮部 

［第一责任人］允録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十一至一百二十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二十九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三十至一百三十七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三十八至一百四十四 

［丛书］兵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四十五至一百五十 

［丛书］兵部、刑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五十一至一百五十五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3 年 7 月［1994.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八輯 7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丛书］卷一百六十一至一百六十七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丛书］卷一百六十八至一百七十二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丛书］卷一百七十三至一百七十七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丛书］卷一百七十八至一百八十二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8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丛书］卷一百八十三至一百八十八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丛书］卷一百八十九至一百九十三 

［丛书］刑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一十三至二百二十二 

［丛书］工部、盛京户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理藩院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一百九十四至二百一 

［丛书］刑部、工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二至二百一十二 

［丛书］工部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二十三至二百三十二 

［丛书］都察院、通政司、内務府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三十三至二百四十三 

［丛书］内務府、翰林院、起居注館、四譯館、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太常寺、光

祿寺、太僕寺、鴻臚寺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大清會典（雍正朝） 

［书目卷册］卷二百四十四至二百五十 

［丛书］國子監、六科、欽天監、太醫院、鑾儀衛 

［第一责任人］允祿監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4 年 7 月［1995.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九輯 7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允祿 监修 

  

 

［正题名］自西徂東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三（光緒十年） 

［第一责任人］花之安刊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輯 79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花之安 刊行 

  

 

［正题名］自西徂東 

［书目卷册］卷四至卷五（光緒十年） 

［第一责任人］花之安刊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輯 79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花之安 刊行 

  

 

［正题名］實學報 

［书目卷册］第一册至第六册 

［丛书］（光緒廿三年八月至九月） 

［第一责任人］實學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輯 79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學報 

［书目卷册］第七册至第十四册 

［丛书］（光緒廿三年十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實學報社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輯 79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録 

［第一责任人］田原天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輯 79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田原天南 编 

  

 

［正题名］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録 

［第一责任人］田原天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輯 79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田原天南 编 

  

 

［正题名］光緒朝捐納則例 

［丛书］（光緒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户部纂輯 

［丛书］四卷（宣統二年） 

［第一责任人］志伊齋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輯 794-7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志伊斋 著 

  

 

［正题名］止室（任先）先生年譜·詩存 

［第一责任人］陳籙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4 年 4 月［199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輯 7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籙 撰 

  

 

［正题名］復辟詳志 

［第一责任人］張戇盦著 

［丛书］（民國六年） 

［第一责任人］翹生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輯 797-7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戆盦 著 

［知识责任］翘生 著 

  

 

［正题名］安福禍國記 

［丛书］（民國九年） 

［第一责任人］南海胤子編 

［丛书］（民國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孫種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5 年 1 月［1996.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輯 799-8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南海胤子 编 

［知识责任］孙种因 著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至四期（民國二十年元月至二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一輯 8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五至八期（民國二十年二月至三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一輯 80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九至十二期（民國二十年三月至四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一輯 80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十三至十六期（民國二十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一輯 80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十七至二十期（民國二十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一輯 80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十一至二十四期（民國二十年六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一輯 80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十五至二十九期（民國二十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一輯 80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三十至三十三期（民國二十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一輯 80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三十四至三十七期（民國二十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一輯 80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三十八至四十二期（民國二十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5 年 4 月［1996.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一輯 81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四十三至四十七期（民國二十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二輯 81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四十八至五十一期（民國二十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二輯 81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五十二至五十五期（民國二十一年元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二輯 81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五十六至六十一期（民國二十一年二月至三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二輯 81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六十二至七十期（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至五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二輯 81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七十一至七十五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至六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二輯 81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七十六至八十二期（民國二十一年六月至七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二輯 81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八十三至九十期（民國二十一年八月至十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二輯 81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九十一至九十八期（民國二十一年十月至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二輯 81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九十九至一百零六期（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至二十二年元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5 年 4 月［1996.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二輯 82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零七至一百一十四期（民國二十二年二月至三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三輯 82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一十五至一百二十二期（民國二十二年四月至五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三輯 82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二期（民國二十二年五月至七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三輯 82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三十三至一百四十期（民國二十二年八月至九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三輯 82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五期（民國二十二年九月至十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三輯 82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四十六至一百五十二期（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三輯 82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五十三至一百六十期（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至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三輯 82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六十一至一百六十八期（民国二十三年二月至三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三輯 82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六十九至一百七十六期（民國二十三年四月至五月 ）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三輯 82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七十七至一百八十二期（民國二十三年六月至七月 ）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5 年 9 月［1996.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三輯 83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八十三至一百八十八期（民國二十三年七月至八月 ）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四輯 83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八十九至一百九十四期（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四輯 83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一百九十五至二百期（民國二十三年十月至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四輯 83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零一至二百零七期（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四輯 83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零八至二百一十三期（民國二十四年元月至二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四輯 83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一十四至二百一十七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至三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四輯 83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一十八至二百二十四期（民國二十四年三月至四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四輯 83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二十五至二百三十期（民國二十四年五月至六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四輯 83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三十一至二百三十六期（民國二十四年六月至七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四輯 83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三十七至二百四十四期（民國二十四年八月至九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6 年 9 月［1997.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四輯 84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四十五至二百五十期（民國二十四年九月至十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五輯 84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五十一至二百五十八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五輯 84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五十九至二百六十三期（民國二十五年元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五輯 84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六十四至二百七十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至三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五輯 84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七十一至二百七十六期（民國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五輯 84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七十七至二百八十三期（民國二十五年五月至六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五輯 84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八十四至二百九十一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五輯 84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二百九十二至二百九十九期（民國二十五年八月至十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五輯 84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三百至三百零五期（民國二十五年十月至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五輯 84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實業公報 

［书目卷册］三百零六至三百一十一期（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實業部總務司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6 年 12 月［1997.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五輯 85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駐粤八旗志 

［书目卷册］卷首～卷四（光緒五年刊本） 

［第一责任人］長善主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长善 主纂 

  

 

［正题名］駐粤八旗志 

［书目卷册］卷五～卷九（光緒五年刊本） 

［第一责任人］長善主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长善 主纂 

  

 

［正题名］駐粤八旗志 

［书目卷册］卷十～卷十四（光緒五年刊本） 

［第一责任人］長善主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长善 主纂 

  

 

［正题名］駐粤八旗志 

［书目卷册］卷十五～卷廿四（光緒五年刊本） 

［第一责任人］長善主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5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长善 主纂 

  

 

［正题名］荆州駐防八旗志 

［书目卷册］卷首～卷九（光緒五年刊本） 

［第一责任人］希元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5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希元 总纂 

  

 

［正题名］荆州駐防八旗志 

［书目卷册］卷十～卷十六（光緒五年刊本） 

［第一责任人］希元總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5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希元 总纂 

  

 

［正题名］北洋公牘類纂 

［书目卷册］卷一～卷八（光緒三十八年刊本） 

［第一责任人］甘厚慈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5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甘厚慈 辑 

  

 

［正题名］北洋公牘類纂 

［书目卷册］卷九～卷十七（光緒三十八年刊本） 

［第一责任人］甘厚慈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5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甘厚慈 辑 

  

 

［正题名］北洋公牘類纂 

［书目卷册］卷十八～卷廿五（光緒三十八年刊本） 

［第一责任人］甘厚慈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5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甘厚慈 辑 

  

 

［正题名］北洋公牘類纂續編 

［丛书］（宣統二年刊本） 

［书目卷册］一 

［书目卷册］卷一～卷八 

［第一责任人］甘厚慈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甘厚慈 辑 

  

 

［正题名］北洋公牘類纂續編 

［丛书］（宣統二年刊本） 

［书目卷册］二 

［书目卷册］卷九～卷十七 

［第一责任人］甘厚慈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甘厚慈 辑 

  

 

［正题名］北洋公牘類纂續編 

［丛书］（宣統二年刊本） 

［书目卷册］三 

［书目卷册］卷十八～卷廿四 

［第一责任人］甘厚慈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六輯 86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甘厚慈 辑 

  

 

［正题名］全國經濟會議專刊 

［丛书］民國十七年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經濟會議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七輯 86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全國經濟會議專刊 

［丛书］民國十七年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經濟會議秘書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七輯 86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南路實業調査團報告書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廣東省建設廳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七輯 86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粤滇綫雲貴段經濟調査總報告 

［第一责任人］鐵道部財務司調査科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七輯 86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安徽省二十四年度省縣地方預算彙編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二十四年度預算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七輯 86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安徽省二十四年度省縣地方預算彙編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二十四年度預算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七輯 86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安徽省二十四年度省縣地方預算彙編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二十四年度預算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七輯 86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西年鑑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廣西省統計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七輯 86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西年鑑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廣西省統計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七輯 86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西年鑑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廣西省統計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8 年 8 月［199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七輯 87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鹽政實録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一） 

［第一责任人］鹽務署鹽務稽核總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八輯 87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鹽政實録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二） 

［第一责任人］鹽務署鹽務稽核總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八輯 87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鹽政實録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三） 

［第一责任人］鹽務署鹽務稽核總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八輯 87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鹽政實録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四） 

［第一责任人］鹽務署鹽務稽核總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八輯 87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滿蒙經濟大觀 

［丛书］（一九二九） 

［第一责任人］藤岡啓著 

［译者］吴自强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八輯 87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藤冈启 著 

［次知识责任］吴自强 译 

  

 

［正题名］中國田賦問題 

［丛书］（民國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劉世仁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八輯 87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世仁 著 

  

 

［正题名］廣東農業概况調査報告書續編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中山大學農學院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八輯 87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江蘇省農村調査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八輯 87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浙江省農村調査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八輯 87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西省農村調査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8 年 10 月［1999.10］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八輯 88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 编 

  

 

［正题名］血潮彙刊 

［丛书］（民國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陳靈谷，丘東平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九輯 88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灵谷 编 

［知识责任］丘东平 编 

  

 

［正题名］我軍血戰抗日的前後 

［丛书］（民國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賀鐵錚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九輯 88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贺铁铮 编 

  

 

［正题名］上海抗日血戰史 

［丛书］（民國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何大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九輯 88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何大言 编 

  

 

［正题名］淞滬和戰紀事 

［丛书］（民國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第一责任人］國新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九輯 884-88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中國抗戰軍事發展史 

［丛书］（民國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盧豫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九輯 88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卢豫东 著 

  

 

［正题名］陝西省農村調査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九輯 88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綏遠省分縣調査報告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綏遠省民眾教育館編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九輯 8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綏遠省分縣調査報告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綏遠省民眾教育館編印 

［丛书］（民國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周頌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九輯 88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颂尧 著 

  

 

［正题名］西康圖經（境域篇） 

［丛书］（民國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任乃强者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九輯 88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任乃强 者 

  

 

［正题名］雲南省農村調査 



［丛书］（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八十九輯 89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戰後經濟調査會第一次報告書 

［丛书］（民國八年）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國務院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輯 891-89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 近之五十年 

［丛书］（民國十二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申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輯 8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 近之五十年 

［丛书］（民國十二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申報館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輯 89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東農業概况調査報告書 

［丛书］（民國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國立廣東大學農學院刊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輯 894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浙江省礦産調査所彙報 

［丛书］（民國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浙江省礦業調査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輯 895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金融組織概要 

［丛书］（民國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楊蔭溥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輯 896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荫溥 编 

  

 

［正题名］上海産業與上海職工 

［丛书］（民國二十八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朱邦興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輯 897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邦兴 编 

  

 

［正题名］上海産業與上海職工 

［丛书］（民國二十八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朱邦興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輯 898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邦兴 编 

  

 

［正题名］中國經濟年鑑 

［丛书］（民國三十六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太平洋經濟研究社发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輯 899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經濟年鑑 

［丛书］（民國三十六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太平洋經濟研究社发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90 年 8 月［200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輯 900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1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艾思奇 著 

［知识责任］侯外庐 著 

［知识责任］罗克汀 著 

［知识责任］胡绳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2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适 著 

［知识责任］钟泰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3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石岑 著 

［知识责任］周谷城 著 

［知识责任］朱谦之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4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5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朱谦之 著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6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罗振玉 著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知识责任］郭湛波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7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高觉敷 著 

［知识责任］夔德义 著 

［知识责任］朱光潜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8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蒋维乔 著 

［知识责任］黄忏华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9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太虚 著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10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彭彼得 编著 

［知识责任］朱维之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11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萧若瑟 著 

［知识责任］徐宗泽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12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马邻翼 著 

［知识责任］马以愚 著 



［知识责任］金吉堂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13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傅勤家 著 

［知识责任］许地山 编 

［知识责任］陈国符 著 

［知识责任］陈垣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14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瞿秋白 著 

［知识责任］李达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15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孙本文 著 

［知识责任］崔载阳 著 

［知识责任］吴景超 著 

［知识责任］杨 道 著 

［知识责任］潘菽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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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子高 讲演 

［知识责任］徐守桢 著 

［知识责任］张孟闻 著 

［知识责任］刘咸 选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91 

［丛书］科學技術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丁绪贤 著 

［知识责任］黄素封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92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大钊 著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93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94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95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96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97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98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季鸾 著 

［知识责任］王芸生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99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公博 著 

［知识责任］周佛海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一編 

［书目卷册］100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何多源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2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杨东莼 著 

［知识责任］王伯祥 著 

［知识责任］周振甫 著 

［知识责任］王治心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3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知识责任］周予同 著 

［知识责任］刘师培 著 

［知识责任］马宗霍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4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苏渊雷 著 

［知识责任］贾丰臻 著 

［知识责任］周善培 著 

［知识责任］钱基博 著 

［知识责任］高亨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5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赵纪彬 著 

［知识责任］顾颉刚 著 

［知识责任］刘大杰 著 

［知识责任］陈钟凡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6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贾丰臻 著 

［知识责任］吕思勉 著 

［知识责任］夏君虞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7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容肇祖 著 

［知识责任］嵇文甫 著 

［知识责任］谭丕模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8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知识责任］金岳霖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9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蔡元培 著 

［知识责任］张东荪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0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伯明 演讲 

［知识责任］汤用彤 著 

［知识责任］黄忏华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1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治心 编 

［知识责任］徐宗泽 著 

［知识责任］吴雷川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2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垣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3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林惠祥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4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蔡和森 著 

［知识责任］邓初民 著 

［知识责任］华岗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5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许德珩 著 

［知识责任］孙本文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6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徐松石 著 

［知识责任］凌纯声 著 

［知识责任］芮逸夫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7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达 著 

［知识责任］邓中夏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8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东原 著 

［知识责任］谈社英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9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知识责任］麦惠庭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20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邓云特 著 

［知识责任］陈凌云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21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钱亦石 著 

［知识责任］王亚南 著 

［知识责任］陈中民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22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贾逸君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23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韬奋 著 

［知识责任］潘梓年 著 

［知识责任］张志让 著 

［知识责任］沙千里 著 

［知识责任］平心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24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迺诚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25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杨幼炯 著 

［知识责任］谢国桢 著 

［知识责任］谢彬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26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长傅 著 

［知识责任］刘继宣 著 

［知识责任］束世澂 著 

［知识责任］陈达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27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蒋廷黻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28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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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陈康 著 

［知识责任］祝嘉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69 

［丛书］美學·藝術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周剑云 编 

［知识责任］齐如山 著 

［知识责任］冯沅君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70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守常 著 

［知识责任］朱希祖 著 

［知识责任］杨鸿烈 著 

［知识责任］陈汉章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71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吕思勉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72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晓风 著 

［知识责任］吕振羽 著 

［知识责任］翦伯赞 著 

［知识责任］华岗 著 

［知识责任］吴泽 著 

［知识责任］哲夫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73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夏曾佑 著 

［知识责任］徐炳昶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74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厚宣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75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恭禄 著 

［知识责任］蒋廷黻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76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冯自由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77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78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何干之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79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礼锡 著 

［知识责任］陆晶清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80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礼锡 著 

［知识责任］陆晶清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81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黎锦熙 著 

［知识责任］瞿宣颖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82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程浩 著 

［知识责任］平心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83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84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布雷 著 

［知识责任］邹鲁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85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风岗及门弟子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86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适 著 

［知识责任］沈从文 著 

［知识责任］张静庐 著 

［知识责任］马叙伦 著 

［知识责任］陈鹤琴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87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徐旭生 著 

［知识责任］谢彬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88 

［丛书］科學技術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鸿钊 著 

［知识责任］叶良辅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89 

［丛书］科學技術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俨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90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汉民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91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汉民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92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朱执信 著 

［知识责任］廖仲恺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93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邓演达 著 

［知识责任］毅君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94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叶恭绰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95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96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吴虞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97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方豪 编 

［知识责任］马相伯 口述 

［知识责任］王瑞霖 笔记 

［知识责任］张若谷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98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适 编 

［知识责任］蔡元培 编 

［知识责任］王云五 编 

［知识责任］徐蔚南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99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黄远庸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二編 

［书目卷册］100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沈钧儒 著 

［知识责任］章乃器 著 

［知识责任］王造时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2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杜守素 著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3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汝霖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4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汝霖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5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贺麟 著 

［知识责任］张其昀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6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立夫 讲 

［知识责任］抱恨生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7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知识责任］刘仁航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8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易白沙 著 

［知识责任］刘仁航 著 

［知识责任］庐信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9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知识责任］金岳霖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0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汤用彤 撰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1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石岑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2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适 著 

［知识责任］王造时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3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高达观 编著 

［知识责任］杨筠如 著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4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知识责任］吴晗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5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顾远 著 

［知识责任］陶希圣 著 

［知识责任］王书奴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6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长蘅 著 

［知识责任］许仕廉 著 



［知识责任］柯象峰 著 

［知识责任］言心哲 著 

［知识责任］陈彩章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7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蔡毓骢 编 

［知识责任］言心哲 著 

［知识责任］樊弘 著 

［知识责任］李景汉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8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锡蕃 著 

［知识责任］陈序经 著 

［知识责任］林耀华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9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高一涵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20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之迈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21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顾敦鍒 著 

［知识责任］邱昌渭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22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长傅 著 

［知识责任］温雄飞 著 

［知识责任］姚楠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23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嘉庚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24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芸生 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25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芸生 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26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芸生 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27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顾远 著 



［知识责任］徐传保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28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29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华振中 著 

［知识责任］朱伯康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30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剑农 著 

［知识责任］侯厚培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31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程滨遗 编 

［知识责任］罗巨峰 编 

［知识责任］夏益赞 编 

［知识责任］吴泽 编 

［知识责任］马大英 编 

［知识责任］江士杰 编 

［知识责任］刘国明 编 

［知识责任］王延超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32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炎林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33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辑颜 著 

［知识责任］杨荫溥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34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朱斯煌 著 

［知识责任］崔晓岑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35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谢彬 著 

［知识责任］楼祖诒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36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安仁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37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许啸天 编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38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许啸天 编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39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序经 著 

［知识责任］吕学海 编 

［知识责任］冯恩荣 编 

［知识责任］麦发颖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40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任白涛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41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黄天鹏 著 

［知识责任］蒋国珍 著 

［知识责任］胡朴安 著 

［知识责任］胡道静 著 

［知识责任］张静庐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42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杜定友 著 

［知识责任］蒋元卿 著 

［知识责任］胡朴安 著 

［知识责任］胡道静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43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心澂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44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徐望之 著 

［知识责任］许同莘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45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周予同 著 

［知识责任］郭秉文 著 

［知识责任］盛朗西 编 

［知识责任］姜书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46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孙百刚 编辑 

［知识责任］钟鲁斋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47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朴安 著 

［知识责任］唐兰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48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樸安 著 

［知识责任］齐佩瑢 著 

［知识责任］何仲英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49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郭绍虞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50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杨镇华 著 

［知识责任］黄嘉德 编 

［知识责任］张其春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51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程湘帆 编 

［知识责任］杨炳乾 编 

［知识责任］任毕明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52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郑宾于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53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郑宾于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54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经庵 编著 

［知识责任］罗根泽 编述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55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云翼 著 

［知识责任］杨启高 编著 

［知识责任］苏雪林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56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怀琛 著 

［知识责任］陈光尧 编 

［知识责任］陈汝衡 著 

［知识责任］赵景深 著 

［知识责任］阿英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57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谢六逸 著 

［知识责任］金东雷 著 

［知识责任］周作人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58 

［丛书］美學·藝術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59 

［丛书］美學·藝術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芷章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60 

［丛书］美學·藝術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洪深 著 

［知识责任］余上沅 著 

［知识责任］袁牧之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61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何炳松 著 

［知识责任］柳诒征 著 

［知识责任］陆懋德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62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周谷城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63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顾实 编 

［知识责任］童书业 著 

［知识责任］孙曜 编 

［知识责任］陶希圣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64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简又文 撰述 

［知识责任］简又文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65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端志 著 

［知识责任］［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编委员 编 

［知识责任］海上闲人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66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华岗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67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剑峰 编辑 

［知识责任］沙千里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68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连横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69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顾颉刚 著 

［知识责任］史念海 著 

［知识责任］童书业 著 

［知识责任］葛绥成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70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长江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71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达 著 

［知识责任］萧乾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72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任叔 著 

［知识责任］丘守愚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73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孝若 著 

［知识责任］周叔媜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74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穆湘玥 著 

［知识责任］童世亨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75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海量 编辑 

［知识责任］姜丹书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76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姚名达 编 

［知识责任］瞿兑之 著 

［知识责任］胡适 著 

［知识责任］姚名达 订補 

［知识责任］姚绍华 编 

［知识责任］徐澂 辑 

［知识责任］王蘧常 编著 

［知识责任］朱羲胄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77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蘧常 编著 

［知识责任］林子青 编 

［知识责任］柳亚子 编 

［知识责任］柳无忌 编 

［知识责任］陈从周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78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卫聚贤 著 

［知识责任］裴文中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79 

［丛书］科學技術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邦贤 著 

［知识责任］丁福保 著 

［知识责任］李廷安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80 

［丛书］科學技術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慎轩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81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柱尊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82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一麟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83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太炎 著 

［知识责任］章氏国学讲习会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84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徐血儿 著 

［知识责任］邵力子 著 



［知识责任］葉楚伧 著 

［知识责任］杨千里 著 

［知识责任］杨铨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85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吴稚晖 著 

［知识责任］梁冰絃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86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朱谦之 著 

［知识责任］师复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87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马叙伦 著 

［知识责任］陈望道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88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吕思勉 著 

［知识责任］金兆梓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89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梁启勋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90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朱自清 编辑 

［知识责任］郭沫若 编辑 

［知识责任］吴晗 编辑 

［知识责任］叶圣陶 编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91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朱自清 编辑 

［知识责任］郭沫若 编辑 



［知识责任］吴晗 编辑 

［知识责任］叶圣陶 编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92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茅盾 主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93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朱作同 著 

［知识责任］梅益 主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94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孝若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95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孝若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96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孝若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97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孝若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98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孝若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99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孝若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三編 

［书目卷册］100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平心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吕思勉 著 

［知识责任］郭沫若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2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贺麟 著 

［知识责任］陈焕章 讲演 

［知识责任］谢无量 著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3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4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杨筠如 著 

［知识责任］陈登元 编 

［知识责任］钱穆 著 

［知识责任］杨大膺 编 

［知识责任］郎擎霄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5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桐龄 著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知识责任］伍非百 著 

［知识责任］方授楚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6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力 著 

［知识责任］郎擎霄 著 

［知识责任］蒋锡昌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7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启天 著 

［知识责任］谢无量 著 

［知识责任］曹谦 编著 

［知识责任］陈烈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8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浴日 编著 

［知识责任］杨杰 编著 

［知识责任］张廷灏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9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虞愚 编著 

［知识责任］郭湛波 著 



［知识责任］钱穆 著 

［知识责任］胡道静 著 

［知识责任］黄大受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0 

［丛书］社會科學總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孙本文 主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1 

［丛书］社會科學總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孙本文 主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2 

［丛书］社會科學總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顾复 编 

［知识责任］言心哲 著 

［知识责任］冯和法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3 

［丛书］社會科學總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乔启明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4 

［丛书］社會科學總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5 

［丛书］社會科學總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6 

［丛书］社會科學總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千家驹 编著 

［知识责任］李紫翔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7 

［丛书］社會科學總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景汉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8 

［丛书］社會科學總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平山周 著 

［知识责任］刘联珂 著 

［知识责任］卫大法师 编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9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吕振羽 著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20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杨熙时 著 

［知识责任］曾资生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21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曾资生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22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施养成 著 

［知识责任］程方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23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闻钧天 著 

［知识责任］江士杰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24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阮笃成 编著 



［知识责任］夏晋麟 编著 

［知识责任］徐公肃 著 

［知识责任］邱瑾璋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25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杨鸿烈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26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徐朝阳 著 

［知识责任］黄秉心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27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吴经熊 著 

［知识责任］黄公觉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28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达人 著 

［知识责任］杨振先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29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钱亦石 著 

［知识责任］曾友豪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30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孝通 著 

［知识责任］郑行巽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31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武堉干 编纂 

［知识责任］褚葆一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32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林  编 

［知识责任］朱邦兴 编 

［知识责任］徐声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33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徐寄庼 编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34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施伯珩 著 

［知识责任］潘子豪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35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宓公干 著 

［知识责任］区季鸾 编述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36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金国宝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37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心澄 著 

［知识责任］金家凤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38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安仁 著 

［知识责任］孟世杰 著 

［知识责任］罗香林 著 

［知识责任］蒋星煜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39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高佣 著 

［知识责任］李长之 著 

［知识责任］吴世昌 著 

［知识责任］竺可桢 著 

［知识责任］梁方仲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40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方豪 著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知识责任］张星烺 著 

［知识责任］容纯甫 述 

［知识责任］冯瑶林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41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郭伯恭 著 

［知识责任］任松如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42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古梅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43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任时先 编 

［知识责任］舒新城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44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方与严 著 

［知识责任］陶知行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45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管翼贤 纂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46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管翼贤 纂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47 

［丛书］文化·教育·軆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向恺然 著 

［知识责任］陈铁生 著 

［知识责任］唐豪 著 

［知识责任］卢炜昌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48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高名凯 著 

［知识责任］吴耕莘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49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力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50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朱麟公 编辑 

［知识责任］汪馥泉 编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51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汪馥泉 著 

［知识责任］蒋祖怡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52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赵元任 著 

［知识责任］罗常培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53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郑振铎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54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郑振铎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55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吴达元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56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长之 著 

［知识责任］徐仲年 著 

［知识责任］滕固 著 

［知识责任］万良浚 著 

［知识责任］朱曼华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57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易 编 

［知识责任］郭伯恭 著 

［知识责任］沈达材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58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钱钟书 著 

［知识责任］朱光潜 著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59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黄石 著 

［知识责任］玄珠 著 

［知识责任］谢六逸 著 

［知识责任］茅盾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60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罗香林 编 

［知识责任］钟敬文 编 

［知识责任］刘经菴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61 

［丛书］美學·藝術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蔡仪 著 

［知识责任］丰子恺 著 

［知识责任］叶秋原 著 

［知识责任］林风眠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62 

［丛书］美學·藝術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俞剑华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63 

［丛书］美學·藝術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庐冀野 编著 

［知识责任］田禽 著 

［知识责任］陈大悲 编述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64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翦伯赞 著 

［知识责任］朱谦之 著 

［知识责任］胡秋原 著 

［知识责任］常乃德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65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顾颉刚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66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顾颉刚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67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罗根泽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68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顾颉刚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69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罗根泽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70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吕思勉 编著 

［知识责任］童书业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71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吕思勉 编著 

［知识责任］童书业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72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吕振羽 著 

［知识责任］瞿同祖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73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吴泽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74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郭沫若 著 

［知识责任］李晋华 著 

［知识责任］王崇武 著 

［知识责任］李文治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75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郑鹤声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76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郑鹤声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77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萧一山 著 

［知识责任］孟森 著 

［知识责任］郑天挺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78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鼎声 著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79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知识责任］罗尔纲 编著 

［知识责任］谢兴尧 著 

［知识责任］彭泽益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80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81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82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83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白韜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84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85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姚名达 著 

［知识责任］杨德恩 著 

［知识责任］蒋逸雪 编著 

［知识责任］马导源 编 

［知识责任］温聚民 著 

［知识责任］包赉 著 

［知识责任］汤中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86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姚名达 著 

［知识责任］陆谦祉 著 

［知识责任］蒋天枢 编 

［知识责任］蒋致中 编 

［知识责任］王文焕 著 

［知识责任］魏应麒 编 

［知识责任］朱芳圃 编 

［知识责任］皮名振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87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朱契 著 

［知识责任］朱希祖 总编辑 

［知识责任］滕固 总编辑 

［知识责任］郑振铎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88 

［丛书］科學技术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卢于道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89 

［丛书］科學技术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成甫隆 著 

［知识责任］张含英 著 

［知识责任］郑肇经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90 

［丛书］科學技术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朱文鑫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91 

［丛书］科學技术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赵尔康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92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国维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93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国维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94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林纾 著 

［知识责任］朱羲胄 述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95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寿镛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96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寿镛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97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汪精卫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98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叶楚伧 著 

［知识责任］邹鲁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99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四編 

［书目卷册］100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孙殿起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皮锡瑞 著 

［知识责任］周予同 著 

［知识责任］钱基博 著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2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程树德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3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程树德 著 

［知识责任］赵贞信 辑点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4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梁启雄 著 



［知识责任］胡毓寰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5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蒋锡昌 著 

［知识责任］高亨 著 

［知识责任］陈柱 編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6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马叙伦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7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顾惕生 著 

［知识责任］张纯一 注述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8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启天 編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9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怀民 著 

［知识责任］陈柱 著 

［知识责任］王恺銮 校 

［知识责任］陈仲荄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0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启天 著述 

［知识责任］陈华元 著 

［知识责任］王治寿 总校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1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许维遹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2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支伟成 编纂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3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文典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4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5 

［丛书］哲學·宗教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吴立乐 編 

［知识责任］罗金声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6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孙本文 編 

［知识责任］邓初民 著 

［知识责任］王亚南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7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陶大镛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8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瞿宣颖 纂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9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袁业裕 编述 

［知识责任］刘节 编著 

［知识责任］吕诚之 著 

［知识责任］易家钺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20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范祥善 编 

［知识责任］萨孟武 著 

［知识责任］冯和法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21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毅夫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22 

［丛书］社會科學總論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顾颉刚 编著 

［知识责任］李家瑞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23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陶希圣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24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严耕望 著 

［知识责任］曾资生 著 

［知识责任］萨师炯 著 

［知识责任］高一涵 著 

［知识责任］李俊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25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嗣禹 纂著 

［知识责任］曾纪蔚 著 

［知识责任］陈世材 著 

［知识责任］高一涵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26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谢扶民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27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辑五 著 

［知识责任］冯承钧 著 

［知识责任］向达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28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星烺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29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星烺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30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星烺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31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32 

［丛书］政治·法律·軍事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朱伯康 著 

［知识责任］沈志远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33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34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陆精治 著 

［知识责任］郎擎霄 撰述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35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权时 著 

［知识责任］吴兆莘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36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江恒源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37 

［丛书］經濟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袁际唐 编 

［知识责任］陈德容 编 

［知识责任］杨昭智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38 

［丛书］文化·教育·體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立志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39 

［丛书］文化·教育·體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郑德坤 著 

［知识责任］徐嘉瑞 撰著 

［知识责任］夏光南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40 

［丛书］文化·教育·體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程今吾 著 

［知识责任］陈科美 著 

［知识责任］孟宪承 编 

［知识责任］余家菊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41 

［丛书］文化·教育·體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知识责任］方与严 著 

［知识责任］林砺儒 编 

［知识责任］范寿康 著 

［知识责任］朱经农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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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42 

［丛书］文化·教育·體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鹤琴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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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43 

［丛书］文化·教育·體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郭步陶 编著 

［知识责任］程仲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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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第五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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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文化·教育·體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周家森 编著 

［知识责任］沈子丞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45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静如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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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46 

［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裴学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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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第五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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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語言·文字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裴学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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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48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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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杨荫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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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刘师培 著 

［知识责任］陈钟凡 著 

［知识责任］柳存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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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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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宋佩韦 著 

［知识责任］吴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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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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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蔡元培 著 

［知识责任］王哲甫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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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何林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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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52 

［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陆侃如 著 

［知识责任］冯沅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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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文學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陆侃如 著 

［知识责任］冯沅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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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吴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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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次溪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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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美學·藝术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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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美學·藝术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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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施翀鹏 著 

［知识责任］李长之 著 

［知识责任］傅抱石 撰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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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登原 著 

［知识责任］姜蕴刚 著 

［知识责任］陈易 编著 

［知识责任］罗香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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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节 编著 

［知识责任］张采田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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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第五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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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季 编著 

［知识责任］熊得山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62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薛农山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63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黄现璠 著 

［知识责任］谢诒徵 编 

［知识责任］张家驹 著 

［知识责任］张孟伦 著 

［知识责任］金毓黻 编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64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柯劭忞 著 

［知识责任］沈曾植 注 

［知识责任］李思纯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65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左舜生 选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66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左舜生 选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67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武堉干 撰述 

［知识责任］姚薇元 著 

［知识责任］王钟麒 选述 

［知识责任］王信忠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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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捷 著 

［知识责任］陈功甫 编 

［知识责任］吴永 

［知识责任］刘治襄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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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69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70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觉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71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觉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72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觉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73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桐龄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74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绳祖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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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75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光祈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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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焕镳 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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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77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焕镳 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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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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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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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黄炎培 著 

［知识责任］赵超构 著 

［知识责任］陈学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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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瞿秋白 著 

［知识责任］邵飘萍 编著 

［知识责任］茅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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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杨荫深 编著 

［知识责任］王森然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82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黄绍竑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83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冯玉祥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84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邓之诚 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85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杨树达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86 

［丛书］歷史·地理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陆和九 编 

［知识责任］朱剑心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87 

［丛书］科學技术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乐嘉藻 编 

［知识责任］毛心一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88 

［丛书］科學技术史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璧文 著 

［知识责任］单士元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89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90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91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92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陶孟和 著 

［知识责任］潘力山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93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柳无忌 编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94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唐文治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95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唐文治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96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罗振玉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97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罗振玉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98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相文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99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相文 著 

  

 

［正题名］民國叢書 

［书目卷册］第五編 

［书目卷册］100 

［丛书］綜合類 

［第一责任人］《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潘承弼 编著 

［知识责任］顾廷龙 编著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刘向 著 

［知识责任］姚振宗 辑录 

［知识责任］刘歆 辑录 

［知识责任］叶德辉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叶德辉 辑 

［知识责任］徐松 辑 

［知识责任］陈揆 辑 

［知识责任］赵士炜 辑 

［知识责任］张攀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于敏中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于敏中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于敏中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于敏中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胡虔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胡虔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于敏中 辑 

［知识责任］张宗祥 辑 

［知识责任］王呈祥 辑 

［知识责任］阮元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邵晋涵 辑 

［知识责任］杨立诚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十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邵晋涵 辑 

［知识责任］杨立诚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十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吴慰祖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十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吴慰祖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十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姚觐元 编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十五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孙殿起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十六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孙殿起 辑 

［知识责任］方甦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十七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江瀚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十八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江瀚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十九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二十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二十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俞涵青 輯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二十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施廷镛 輯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知识责任］缪荃孙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二十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二十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二十五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藏類 

［书目卷册］二十六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二十七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高儒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二十八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晁〓 辑 

［知识责任］徐〓 輯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二十九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陈第 辑 

［知识责任］赵用贤 輯 

［知识责任］叶盛 輯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三十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朱彝尊 辑 

［知识责任］曹溶 輯 

［知识责任］汪士钟 輯 

［知识责任］朱学勤 輯 

［知识责任］潘祖荫 輯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三十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瞿镛 辑 

［知识责任］杨绍和 輯 

［知识责任］丁日昌 輯 

［知识责任］韩应陛 輯 

［知识责任］祁理孙 輯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三十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钱曾 辑 

［知识责任］钱曾 著 

［知识责任］瞿凤起 编 

［知识责任］毛扆 輯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三十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薛福成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三十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季振宜 辑 

［知识责任］朱彝尊 辑 

［知识责任］马瀛 辑 

［知识责任］潘景郑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三十五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王廷扬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三十六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王廷扬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三十七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吴引孙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三十八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陈乃乾 辑 

［知识责任］何澄一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三十九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王重民 辑 

［知识责任］粹芬 主人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四十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甘鹏云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四十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甘鹏云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四十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四十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赵万里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四十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赵万里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四十五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四十六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四十七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四十八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私藏類 

［书目卷册］四十九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三 

［丛书］專門類 

［书目卷册］五十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胡韫玉 辑 

［知识责任］陆光祖 辑 

［知识责任］释寂晓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三 

［丛书］專門類 

［书目卷册］五十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释智昇 辑 

［知识责任］释圆照 辑 

［知识责任］释恒安 辑 

［知识责任］费长房 辑 

［知识责任］赵安仁 辑 

［知识责任］赵亿 辑 

［知识责任］吕夷简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三 

［丛书］專門類 

［书目卷册］五十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释庆吉祥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三 

［丛书］專門類 

［书目卷册］五十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知识责任］李杰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三 

［丛书］專門類 

［书目卷册］五十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殷仲春 辑 

［知识责任］王庸 辑 

［知识责任］赵灵均 辑 

［知识责任］徐调孚 辑 

［知识责任］虞复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三 

［丛书］專門類 

［书目卷册］五十五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姜亮夫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三 

［丛书］專門類 

［书目卷册］五十六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沈家本 辑 

［知识责任］马念祖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五十七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邵瑞彭 辑 

［知识责任］朱记荣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五十八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朱记荣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五十九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朱记荣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六十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朱记荣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六十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周毓邠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六十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周毓邠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六十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周毓邠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六十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周毓邠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六十五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罗振玉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六十六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罗振玉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六十七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沈乾一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叢書類 

［书目卷册］六十八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沈乾一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六十九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宋晁武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七十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宋晁武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七十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赵希并 辑 

［知识责任］钱谦益 辑 

［知识责任］王士祯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七十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黄丕烈 辑 

［知识责任］洪頤煊 辑 

［知识责任］吴寿晹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七十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陈鱣 辑 

［知识责任］钱泰吉 辑 

［知识责任］莫友芝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七十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莫友芝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七十五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莫友芝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七十六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罗振玉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七十七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潘景郑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七十八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沈曾植 辑 

［知识责任］张元济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七十九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叶景葵 辑 

［知识责任］胡韫玉 辑 

［知识责任］罗振常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八十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郑振铎 辑 

［知识责任］严灵峰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八十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关文瑛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八十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王重民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八十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刘师培 辑 

［知识责任］董逌 輯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題識類 

［书目卷册］八十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董逌 辑 

［知识责任］文嘉 辑 

［知识责任］刘体仁 辑 辑 

［知识责任］秦祖永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六 

［丛书］版刻類 

［书目卷册］八十五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江标 辑 

［知识责任］长泽规矩也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六 

［丛书］版刻類 

［书目卷册］八十六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田中庆太郎 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六 

［丛书］版刻類 

［书目卷册］八十七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潘承弼 辑 

［知识责任］顾廷龙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六 

［丛书］版刻類 

［书目卷册］八十八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周弘祖 辑 

［知识责任］孙毓修 辑 

［知识责任］钱基博 辑 

［知识责任］毛春翔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七 

［丛书］索引類 

［书目卷册］八十九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陈乃乾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七 

［丛书］索引類 



［书目卷册］九十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八 

［丛书］論述類 

［书目卷册］九十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丁申 辑 

［知识责任］岛田翰 辑 

［知识责任］杨守敬 辑 

［知识责任］曹溶 辑 

［知识责任］丁雄飞 辑 

［知识责任］叶德辉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九 

［丛书］勸學類 

［书目卷册］九十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程会昌 辑 

［知识责任］方东树 辑 

［知识责任］龙起瑞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九 

［丛书］勸學類 

［书目卷册］九十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张之洞 辑 

［知识责任］欧阳泉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九 

［丛书］勸學類 

［书目卷册］九十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梁启超 辑 

［知识责任］胡适 辑 

［知识责任］陆侃如 辑 

［知识责任］李笠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九 

［丛书］勸學類 

［书目卷册］九十五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张文治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九 

［丛书］勸學類 

［书目卷册］九十六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陈登原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九十七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藤原佐世 辑 

［知识责任］丸屋源兵辑 辑 

［知识责任］永田调兵卫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九十八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提朝风 辑 

［知识责任］高井兰山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九十九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一色时栋 辑 

［知识责任］林泰辅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服部宇之吉 辑 

［知识责任］池田四郎次郎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吉泽义则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长泽规矩也 辑 

［知识责任］和田万吉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和田万吉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伴信友 辑 

［知识责任］〓山精一 辑 

［知识责任］东条耕 辑 

［知识责任］竺徹定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五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竺徹定 辑 

［知识责任］无名氏 辑 

［知识责任］松泽老泉 辑 

［知识责任］牧野善兵卫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六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小川贯道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七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小川贯道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八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中根肃治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九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中根肃治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中根肃治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一一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关仪一郎 辑 

［知识责任］关义直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一二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关仪一郎 辑 

［知识责任］关义直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一三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关隆治 辑 

  

 

［正题名］書目類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日本類 

［书目卷册］一一四 

［第一责任人］嚴靈峰編輯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 7 月［1978］ 

［附注内容］本书辑印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并收集历代公、私藏书经历；版本知

识；刻版源流；重要书籍现藏所；以及读书门径等。本类编分为：公藏、私藏、专门、丛书、

题识、版刻、索引、论述、劝学及日本书目等 10 类。 

［主题词］图书目录/书目汇刻/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书目汇刻/群书索引/图书目录/汇编/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汇编/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汇编/日本 

［知识责任］严灵峰 编辑 

［知识责任］田中乾男 辑 

［知识责任］吉田久兵卫 辑 

［知识责任］野田文之助 辑 

［知识责任］野田义太郎 辑 

  

 

［正题名］《民國叢書》目録（第一～五编） 

［第一责任人］王明根，焦宗德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附注内容］本目录由“分类目录”、“书名索引”、“编著者索引”三部分构成，分别从内容、

书名、作者三方面提供检索途径。 

［主题词］目录/文献/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索引/文献/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王明根 编 

［知识责任］焦宗德 编 

  

 

［正题名］中國幣制及生計問題 

［副题名］民國三年 

［第一责任人］劉冕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一輯 90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货币改革/经济史/中国/1914 年 

［主题词］货币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刘冕执 著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金貴銀賤問題叢刊 

［副题名］民國十九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工商部工商訪問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一輯 90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金银管理/经济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黄金市场/金融危机/中国/1930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金貴銀賤問題叢刊 

［副题名］民國十九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工商部工商訪問局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一輯 90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金银管理/经济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黄金市场/金融危机/中国/1930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金貴銀賤風潮 

［副题名］民國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别市市黨部宣傳部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一輯 90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金银管理/经济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黄金市场/金融危机/中国/1930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國地財政劃分問題 

［副题名］民國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李權時著 

 

［正题名］中國陸路關税史 

［副题名］民國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童蒙正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一輯 90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财政管理/经济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税收制度/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权时 著 

［知识责任］童蒙正 著 

  

 

［正题名］京兆通縣農工銀行十年史 

［副题名］民國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卓君衛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一輯 90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银行/经济史/中国/1917-1927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卓君卫 编 

  

 

［正题名］中國外債彙編 

［副题名］民國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銀行總管理处經濟研究室發行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一輯 90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外债/史料/汇编/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西藏通覽 

［副题名］光緒三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山縣初男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一輯 90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山县初男 编 

  

 



［正题名］内蒙盟旗自治運動紀實 

［副题名］民國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黄奮生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一輯 90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内蒙古/史料/1934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奋生 编 

  

 

［正题名］寧夏省考察記 

［副题名］民國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傅作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一輯 91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宁夏/民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傅作霖 编 

  

 

［正题名］得一録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四 

［第一责任人］余蓮村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二輯 91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慈善事业/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余莲村 辑 

  

 

［正题名］得一録 

［书目卷册］卷五至卷十 

［第一责任人］余蓮村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二輯 91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慈善事业/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余莲村 辑 

  

 

［正题名］得一録 

［书目卷册］卷十一至卷十六 

［第一责任人］余蓮村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二輯 91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慈善事业/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余莲村 辑 

  

 

［正题名］一斑録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五 

［第一责任人］鄭光祖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二輯 914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又名《醒世一斑录》,是一部记录我国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百科全书。

共分天地、人事、物理、方外、鬼神五类,附权量、勾股、医方及杂述 560 余条。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光祖 辑 

  

 

［正题名］一斑録 

［丛书］雜述一至雜述四 

［第一责任人］鄭光祖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二輯 915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又名《醒世一斑录》,是一部记录我国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百科全书。

共分天地、人事、物理、方外、鬼神五类,附权量、勾股、医方及杂述 560 余条。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光祖 辑 

  

 



［正题名］一斑録 

［丛书］雜述五至雜述八 

［第一责任人］鄭光祖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二輯 916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本书又名《醒世一斑录》,是一部记录我国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百科全书。

共分天地、人事、物理、方外、鬼神五类,附权量、勾股、医方及杂述 560 余条。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郑光祖 辑 

  

 

［正题名］蘭苕館外史 

［书目卷册］卷一至卷五 

［第一责任人］許叔平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二輯 91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笔记小说/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叔平 辑 

  

 

［正题名］蘭苕館外史 

［书目卷册］卷六至卷十 

［第一责任人］許叔平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二輯 91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笔记小说/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叔平 辑 

  

 

［正题名］屑玉叢譚初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至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錢徵，蔡爾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二輯 91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杂文/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徵 辑 

［知识责任］蔡尔康 辑 

  

 

［正题名］屑玉叢譚初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至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錢徵，蔡爾康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二輯 92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杂文/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徵 辑 

［知识责任］蔡尔康 辑 

  

 

［正题名］鹽務年鑑 

［副题名］民國十八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鹽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三輯 92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制盐工业/年鉴/中国/1929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鹽務年鑑 

［副题名］民國十八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鹽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三輯 92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制盐工业/年鉴/中国/1929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鹽務公報 

［书目卷册］1 

［丛书］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 第一期至第二十四期 

［丛书］公文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鹽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三輯 92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制盐工业/史料/中国/1929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鹽務公報 

［书目卷册］2 

［丛书］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 第一期至第二十四期 

［丛书］統計·調査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鹽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三輯 92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制盐工业/史料/中国/1929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鹽務公報 

［书目卷册］3 

［丛书］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 第一期至第二十四期 

［丛书］特載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鹽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三輯 92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制盐工业/史料/中国/1929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鹽務公報 

［书目卷册］4 

［丛书］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 第一期至第二十四期 

［丛书］附録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鹽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三輯 92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制盐工业/史料/中国/1929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鹽務公報 

［书目卷册］5 

［丛书］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 第一期至第二十四期 

［丛书］圖畫 

［第一责任人］財政部鹽務署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三輯 92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制盐工业/史料/中国/1929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川鹽紀要 

［副题名］民國八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林振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三輯 92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制盐工业/史料/中国/四川省/1919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振翰 编 

  

 

［正题名］川鹽紀要 

［副题名］民國八年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林振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三輯 92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制盐工业/史料/中国/四川省/1919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振翰 编 

  

 

［正题名］川鹽紀要 

［副题名］民國八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林振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三輯 93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制盐工业/史料/中国/四川省/1919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林振翰 编 

  

 

［正题名］清太祖高皇帝聖訓 

［副题名］卷一至卷四 

 

［正题名］清太宗文皇帝聖訓 

［副题名］卷一至卷六 

 

［正题名］清世祖章皇帝聖訓 

［副题名］卷一至卷六 

 

［正题名］清聖祖仁皇帝聖訓 

［副题名］卷一至卷六十 

［第一责任人］乾隆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四輯 93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顺治/清代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乾隆帝 敕撰 

  

 

［正题名］清世宗憲皇帝聖訓 

［副题名］卷一至卷三十六 

［第一责任人］乾隆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四輯 93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乾隆帝 敕撰 

  

 

［正题名］清高宗純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一 

［丛书］卷一至卷三十九 

［第一责任人］嘉慶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四輯 93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嘉庆帝 敕撰 

  

 

［正题名］清高宗純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二 

［丛书］卷四十至卷九十九 

［第一责任人］嘉慶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四輯 93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嘉庆帝 敕撰 

  

 

［正题名］清高宗純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三 

［丛书］卷一百至卷一百四十七 

［第一责任人］嘉慶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四輯 93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嘉庆帝 敕撰 

  



 

［正题名］清高宗純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四 

［丛书］卷一百四十八至卷一百九十八 

［第一责任人］嘉慶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四輯 93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嘉庆帝 敕撰 

  

 

［正题名］清高宗純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五 

［丛书］卷一百九十八至卷二百四十六 

［第一责任人］嘉慶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四輯 93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嘉庆帝 敕撰 

  

 

［正题名］清高宗純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六 

［丛书］卷二百四十七至卷三百 

［第一责任人］嘉慶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四輯 93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嘉庆帝 敕撰 

  

 

［正题名］清仁宗睿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一 

［丛书］卷一至卷三十八 

［第一责任人］道光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四輯 93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道光帝 敕撰 

  

 

［正题名］清仁宗睿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二 

［丛书］卷三十九至卷七十八 

［第一责任人］道光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四輯 94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道光帝 敕撰 

  

 

［正题名］清仁宗睿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三 

［丛书］卷七十九至卷一百十 

［第一责任人］道光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五輯 94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道光帝 敕撰 

  

 

［正题名］清宣宗成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一 

［丛书］卷一至卷三十二 

［第一责任人］咸豐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五輯 94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咸丰帝 敕撰 

  

 

［正题名］清宣宗成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二 

［丛书］卷三十三至卷六十八 

［第一责任人］咸豐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五輯 94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咸丰帝 敕撰 

  

 

［正题名］清宣宗成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三 

［丛书］卷六十九至卷一百 

［第一责任人］咸豐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五輯 94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咸丰帝 敕撰 

  

 

［正题名］清宣宗成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四 

［丛书］卷一百一至卷一百三十 

［第一责任人］咸豐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五輯 94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咸丰帝 敕撰 

  

 

［正题名］清文宗顯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一 

［丛书］卷一至卷五十二 

［第一责任人］同治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五輯 94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同治帝 敕撰 

  

 

［正题名］清文宗顯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二 

［丛书］卷五十三至卷一百十 

［第一责任人］同治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五輯 94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同治帝 敕撰 

  

 

［正题名］清穆宗毅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一 

［丛书］卷一至卷五十一 

［第一责任人］光緒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五輯 94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光绪帝 敕撰 

  

 

［正题名］清穆宗毅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二 

［丛书］卷五十二至卷一百四 

［第一责任人］光緒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五輯 94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光绪帝 敕撰 

  

 

［正题名］清穆宗毅皇帝聖訓 

［书目卷册］三 

［丛书］卷五十二至卷一百四 

［第一责任人］光緒帝敕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五輯 95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圣训/汇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光绪帝 敕撰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藏事輯要 

［第一责任人］張其勤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其勤 辑 

  

 

［正题名］平番奏疏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著 

  

 

［正题名］平番奏疏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那彦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那彦成 著 

  

 

［正题名］竺國紀游 

［第一责任人］周藹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游记/西藏/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蔼联 著 

  

 

［正题名］新疆概述 

［第一责任人］黄慕松著 

 

［正题名］伊甯事變紀略 

［第一责任人］陳力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六輯 459-6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三区革命/史料/新疆/1944 年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黄慕松 著 

［知识责任］陈力 著 

  

 

［正题名］京江張文貞公（玉書）年譜 



 

［正题名］京江張文貞公（玉書）文集 

［副题名］卷一至三 

［第一责任人］丁傳靖編輯 

［译者］張護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八輯 77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丁传靖 编辑 

［次知识责任］张护 校刊 

  

 

［正题名］京江張文貞公（玉書）文集 

［副题名］卷四至六 

［第一责任人］張護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八輯 77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护 校刊 

  

 

［正题名］京江張文貞公（玉書）文集 

［副题名］卷七至九 

［第一责任人］張護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八輯 77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护 校刊 

  

 

［正题名］京江張文貞公（玉書）文集 

［副题名］卷十至十二 

［第一责任人］張護校刊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八輯 77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护 校刊 

  

 

［正题名］小倉山房文集 

［副题名］卷一至四 

［第一责任人］袁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八輯 77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枚 著 

  

 

［正题名］小倉山房文集 

［副题名］卷五至九 

［第一责任人］袁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八輯 77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枚 著 

  

 

［正题名］小倉山房文集 

［副题名］卷十至十五 

［第一责任人］袁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八輯 77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枚 著 

  

 

［正题名］小倉山房文集 

［副题名］卷十六至廿二 

［第一责任人］袁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八輯 77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枚 著 

  

 

［正题名］小倉山房文集 

［副题名］卷廿三至廿九 

［第一责任人］袁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八輯 77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枚 著 

  

 

［正题名］小倉山房文集 

［副题名］卷卅至卅五 

［第一责任人］袁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八輯 78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袁枚 著 

  

 

［正题名］王文直公（東槐）遺集 

［副题名］卷首（一至二） 

［第一责任人］王宜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九輯 78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宜勗 編 

  

 

［正题名］王文直公（東槐）遺集 

［副题名］卷三至六 

［第一责任人］王宜勗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九輯 78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宜勗 編 

  

 

［正题名］顯志堂稿 

［副题名］卷一至五 

［第一责任人］馮桂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九輯 78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冯桂芬 著 

  

 

［正题名］顯志堂稿 

［副题名］卷六至十二 

［第一责任人］馮桂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九輯 78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冯桂芬 著 

  

 

［正题名］明清進士題名録索引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朱何炯，謝沛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九輯 78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明代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何炯 编 

［知识责任］谢沛霖 编 

  

 

［正题名］明清進士題名録索引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朱何炯，謝沛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九輯 78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明代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何炯 编 

［知识责任］谢沛霖 编 

  

 

［正题名］明清進士題名録索引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朱何炯，謝沛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九輯 78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明代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何炯 编 

［知识责任］谢沛霖 编 

  

 

［正题名］明清進士題名録索引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朱何炯，謝沛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九輯 78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明代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何炯 编 

［知识责任］谢沛霖 编 

  

 

［正题名］明清進士題名録索引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朱何炯，謝沛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九輯 78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明代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何炯 编 

［知识责任］谢沛霖 编 

  

 

［正题名］明清進士題名録索引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朱何炯，謝沛霖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九輯 79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明代 

［主题词］进士/人名/索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朱何炯 编 

［知识责任］谢沛霖 编 

  

 

［正题名］南通張季直（謇）先生傳記 

［第一责任人］張孝若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輯 79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孝若 编 

  

 

［正题名］六君子傳 

［第一责任人］陶菊隱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輯 79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戊戌变法/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陶菊隐 著 

  

 

［正题名］民國十週紀事本末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許指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輯 79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近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指严 著 

  

 

［正题名］民國十週紀事本末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許指嚴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輯 79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近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许指严 著 

  

 

［正题名］民國十年之吴佩孚 

［副题名］附：得一齋主人編：吴佩孚戰史 

［第一责任人］改造湖北同志會編 

［第一责任人］得一齋主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輯 79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得一斋主人 编 

  

 

［正题名］東方雜志「五卅事件」增刊 

［第一责任人］錢智修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輯 79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五卅运动(1925)/史料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智修 编 

  



 

［正题名］淞滬血戰迴憶録 

［第一责任人］翁照垣述 

［第一责任人］愛華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輯 79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1937 

［主题词］淞沪会战/回忆录/1937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翁照垣 述 

［知识责任］爱华 编 

  

 

［正题名］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 

［书目卷册］第一輯 

［丛书］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華美晚報編 

［第一责任人］得一齋主人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輯 79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1937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得一斋主人 编 

  

 

［正题名］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 

［书目卷册］第二輯 

［丛书］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 

［第一责任人］華美晚報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輯 79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1937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浪跡十年 

［第一责任人］陳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輯 80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游记/世界/近代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达 著 

  

 

［正题名］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法制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立宪君主制/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法制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立宪君主制/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中華民國憲法史料 

［第一责任人］張耀會，岑德彰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宪法/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张耀会 编 

［知识责任］岑德彰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説明書 

［书目卷册］二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立法院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宪法/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憲政要覽 

 

［正题名］行憲述要 

［第一责任人］楊紀，戴君曠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宪政运动/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纪 编 

［知识责任］戴君旷 编 

  

 

［正题名］中國憲政史話 

［第一责任人］劉振鎧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宪政运动/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纪 编 

［知识责任］戴君旷 编 

  

 

［正题名］子馨文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其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其昌 著 

  

 

［正题名］子馨文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其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其昌 著 

  

 

［正题名］珠沈滄海——李萬居先生傳 

［第一责任人］楊瑞先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0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台湾/现代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瑞先 著 

  

 

［正题名］左舜生先生紀念册 

［第一责任人］周寶三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一輯 81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纪念文集 

［主题词］政治家/纪念文集/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周宝三 编 

  

 



［正题名］吉林外記 

［书目卷册］1 

［丛书］卷一至卷六 

［第一责任人］薩英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1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吉林省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萨英额 著 

  

 

［正题名］吉林外記 

［书目卷册］2 

［丛书］卷七至卷十 

［第一责任人］薩英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1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吉林省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萨英额 著 

  

 

［正题名］履園叢話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錢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1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咏 著 

  

 

［正题名］履園叢話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錢詠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1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咏 著 

  

 

［正题名］辛亥殉難記 

［第一责任人］吴慶坻修 

［译者］金梁補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1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吴庆坻 修 

［次知识责任］金梁 补 

  

 

［正题名］隆裕皇太後大事記 

［第一责任人］富察敦崇纂 

［第一责任人］佚名辑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1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富察敦崇 纂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滿洲國記實 

［第一责任人］李念慈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1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念慈 著 

  

 

［正题名］宣統皇帝秘聞 

［第一责任人］潘際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1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潘际垌 著 

  

 

［正题名］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五二三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1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国民党/地下斗争/东北/史料 

［主题词］特务组织/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羅大愚先生紀念集 

［第一责任人］羅大愚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二輯 82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特务组织/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鄭子尹（珍）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凌惕安編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凌惕安 编著 

  

 

［正题名］潛廬詩録 

［第一责任人］甘鵬雲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诗词/作品集/中国/近代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甘鹏云 著 

  

 

［正题名］微尚齋雜文 

［第一责任人］汪兆鏞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兆镛 著 

  

 

［正题名］王静安（國維）先生紀念號 

［第一责任人］國學論叢刊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現代中國文學史 

［第一责任人］錢基博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钱基博 著 

  

 

［正题名］不匱室詩鈔 

［第一责任人］胡漢民著 

［第一责任人］陳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诗词/作品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汉民 著 



［知识责任］陈融 著 

  

 

［正题名］宋臺秋唱 

［第一责任人］蘇澤東編 

［第一责任人］冼玉清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诗歌/中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苏泽东 编 

［知识责任］冼玉清 撰 

  

 

［正题名］石船詩存 

［第一责任人］陳毓華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诗歌/中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陈毓华 著 

  

 

［正题名］猛悔樓詩 

［第一责任人］王世鼐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2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诗歌/中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世鼐 著 

  

 

［正题名］魚千里齋隨筆 

［第一责任人］李漁叔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83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渔叔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佚名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辛亥革命畫史 

［第一责任人］江漢出版社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画册/1901-1911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庚申粤人驅賊始末記 

［副题名］坿：周康燮：粤軍回師紀略 

［第一责任人］譚微中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军 史/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谭微中 编 

［知识责任］周康燮 著 

  

 

［正题名］革命軍第一次東征實戰記 

［副题名］坿：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第一责任人］劉秉粹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秉粹 编 

  

 

［正题名］五車書室見聞録 

［第一责任人］帥學富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帅学富 著 

  

 

［正题名］七十浮生塵影録 

［第一责任人］鄧翔海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邓翔海 著 

  

 

［正题名］正定王氏家傳 

［副题名］坿：王蔭祐覺華龕詩存 

［第一责任人］王耕心撰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氏族谱系/中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耕心 撰 

  

 

［正题名］西清王氏重刊族譜 

［第一责任人］王孝綺修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氏族谱系/中国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王孝绮 修 

  

 

［正题名］耘農七十文存 

［第一责任人］沈雲龍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3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國聞週報 

［副题名］名人錄 

［副题名］時人會彙錄 

［第一责任人］李振華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四輯 84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人名录/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华 编 

  

 

［正题名］臺陽見聞録 

［第一责任人］唐贊袞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五輯 84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唐赞袞 著 

  

 

［正题名］巡臺退思録 

［第一责任人］劉璈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五輯 84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刘璈 著 

  

 

［正题名］臺灣日記與禀啓 

［第一责任人］胡傳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五輯 843 沈雲龍主編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胡传 著 

  

 

［正题名］臺案彙録甲集 

［第一责任人］百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五輯 84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百吉 著 

  

 

［正题名］臺案彙録乙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百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五輯 84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百吉 辑 

  

 

［正题名］臺案彙録乙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百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五輯 84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百吉 辑 

  

 

［正题名］臺案彙録丙集 

［第一责任人］百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五輯 84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百吉 辑 

  

 

［正题名］臺案彙録丁集 

［第一责任人］百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五輯 84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百吉 辑 

  

 

［正题名］臺案彙録戊集 

［第一责任人］百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五輯 84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百吉 辑 

  

 

［正题名］臺案彙録己集 

［第一责任人］百吉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五輯 85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知识责任］百吉 辑 

  

 

［正题名］陳白沙其人其學 

［第一责任人］姜允明著 

［出版者］洪葉文化事業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哲學叢書 25 

［知识责任］姜允明 著 

  

 

［正题名］見證台灣 

［副题名］蔣經國總統與我 

［第一责任人］李登輝筆記, 李登輝口述歴史小組編註 

［出版者］允晨文化 

［出版者］囯史館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历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李登辉 笔记 

  

 

［正题名］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 

［副题名］1938-1949 

［第一责任人］王良卿著 

［出版者］近代中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7 

［丛编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叢書 第 4 種 

［主题词］国民党/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王良卿 

  

 



［正题名］戰後臺灣勞工運動史料彙編 

［并列题名］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Labor Movement of Postwar Taiwan 

［书目卷册］1 

［丛书］勞工政策與法令 

［并列题名］Labor Policy,Laws and Regulations 

［第一责任人］謝培屏執行編輯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劳工运动/史料/台湾/战后(1945-) 

［知识责任］谢培屏 编 

  

 

［正题名］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論集 

［第一责任人］孫廣徳著 

［出版者］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桂冠叢刊 85972 

［主题词］政治/哲学/原理/中国/晚清(1840-1911) 

［主题词］政治/哲学/原理/中国/现代(1900-) 

［知识责任］孙广德 著 

  

 

［正题名］縱樂的困惑 

［副题名］明朝的商業與文化 

［第一责任人］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 

［译者］方駿, 王秀麗, 羅天佑合譯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 

［出版日期］2004.2 

［知识责任］卜正民 著 

［知识责任］Brook 著 

［次知识责任］方骏 译 

［次知识责任］王秀丽 译 

［次知识责任］罗天佑 译 

  

 

［正题名］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官履歴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何鳳嬌编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主题词］人事制度/台湾/1895-1945 

［主题词］职官表/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何凤娇 编 



  

 

［正题名］臺灣重要歴史文件選编 

［副题名］1895-1945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許進發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囯 93 年[2004.11]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附注内容］影印、復刻 

［主题词］历史/资料/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许进发 编 

  

 

［正题名］國史館學術集刊 

［书目卷册］第四期 

［第一责任人］简笙簧主编 

［译者］国史馆编印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历史/中国/期刊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国史馆 编印 

  

 

［正题名］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 

［第一责任人］谢里法著 

［出版者］艺术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 

［主题词］美术史/台湾/殖民地时期 

［主题词］绘画/鉴赏/台湾 

［知识责任］谢里法 著 

  

 

［正题名］陳誠先生回憶錄 

［副题名］抗日戰爭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4 年[2004] 

［主题词］陈诚/传记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1937-1945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辑 

  



 

［正题名］陳誠先生回憶錄 

［副题名］抗日戰爭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4 

［主题词］陈诚/传记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1937-1945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辑 

  

 

［正题名］臺灣重要歴史文件選编 

［副题名］1895-1945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許進發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囯 93 年[2004.11]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叢書 

［附注内容］影印、復刻 

［主题词］历史/资料/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许进发 编 

  

 

［正题名］閻錫山檔案 

［丛书］要電録存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注 

  

 

［正题名］閻錫山檔案 

［丛书］要電録存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注 

  

 



［正题名］閻錫山檔案 

［丛书］要電録存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注 

  

 

［正题名］閻錫山檔案 

［丛书］要電録存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何智霖编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注 

  

 

［正题名］日本近代政治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天皇制的建立 

［第一责任人］(日)信夫清三郎著 

［译者］吕万和等译 

［出版者］桂冠图书 

［出版日期］1990.12 

［丛编题名］政治學叢書 20 

［附注内容］书后附人名及词条索引 

［附注内容］本套书缺第一卷 

［主题词］政治史/日本/近代(1863-1875) 

［知识责任］信夫清三郎 著 

［次知识责任］吕万和 译 

  

 

［正题名］日本近代政治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 

［第一责任人］(日)信夫清三郎著 

［译者］周啓乾等译 

［出版者］桂冠图书 

［出版日期］1990.12 

［丛编题名］政治學叢書 21 

［附注内容］书后附人名及词条索引 



［附注内容］本套书缺第一卷 

［主题词］政治史/日本/近代(1863-1875) 

［知识责任］信夫清三郎 著 

［次知识责任］周启乾 译 

  

 

［正题名］日本近代政治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明治维新 

［第一责任人］(日)信夫清三郎著 

［译者］周啓乾等译 

［出版者］桂冠图书 

［出版日期］1990.12 

［丛编题名］政治學叢書 219 

［附注内容］书后附人名及词条索引 

［附注内容］本套书缺第一卷 

［主题词］政治史/日本/近代(1863-1875) 

［知识责任］信夫清三郎 著 

［次知识责任］周启乾 译 

  

 

［正题名］臺灣省参議會史料彙編 

［丛书］教育篇(一) 

［第一责任人］歐素英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2004] 

［主题词］教育/中国/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欧素英 编 

  

 

［正题名］四海同心話黃埔 

［副题名］海军军官抗日剳记 

［第一责任人］鈡漢波著 

［出版者］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04 

［丛编题名］軍事叢書 109 

［附注内容］书后附黄埔海军毕业生统计 

［知识责任］钟汉波 著 

  

 

［正题名］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 

［第一责任人］茅家琦著 

［出版者］臺灣商務 

［出版日期］2003.6 



［知识责任］茅家琦 著 

  

 

［正题名］历史研究方法 

［第一责任人］吕思勉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史学/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吕思勉 著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書籍論文資料舉要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胡平生编著 

［出版者］学生書局 

［出版日期］民国 94 年[2005.3] 

［主题词］现代史/专题目录/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现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胡平生 编著 

  

 

［正题名］戰後臺灣勞工運動史料彙編 

［并列题名］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Labor Movement of Postwar Taiwan 

［书目卷册］2 

［丛书］工會自由化 

［并列题名］Autonomy of Lablr Unions 

［第一责任人］范维钧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劳工运动/史料/台湾/战后(1945-) 

［主题词］工会组织/史料/台湾/战后(1945-) 

［知识责任］范维钧 編 

  

 

［正题名］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薛月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2004.12]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丛书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台湾/1945- 

［知识责任］薛月顺 编 

  

 



［正题名］活在歷史裏 

［副题名］一位當代歷史家的回顧 

［第一责任人］约翰·杜兰著 

［出版者］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1998.10 

［丛编题名］歷史叢書 24 

［主题词］史学家/生平事迹/美国/当代 

［知识责任］杜兰 著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印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7 年[1988.6]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印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1989.3]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印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1990.1]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印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1990.6]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月[1998.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七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月[1998.6]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八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月[1999.1]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月[1999.1]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月[2000.1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月[2000.1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月[2000.1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四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月[2001.11]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五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月[2001.1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月[2003.1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十七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月[2004.1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從白紙到白銀 

［副题名］清末廣東書畫創作與收藏史 



［书目卷册］上冊 

［第一责任人］莊申編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1997] 

［丛编题名］沧海丛书 

［主题词］书画/鉴赏/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申 著 

  

 

［正题名］從白紙到白銀 

［副题名］清末廣東書畫創作與收藏史 

［书目卷册］下冊 

［第一责任人］莊申編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1997] 

［丛编题名］沧海丛书 

［主题词］书画/鉴赏/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庄申 著 

  

 

［正题名］錢穆 

［副题名］史學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國利著 

［出版者］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04.2 

［知识责任］徐国利 著 

  

 

［正题名］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的現代性與本土化 

［第一责任人］傅謹著 

［出版者］國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國家戯曲研究叢書 曽永義總策劃 4 

［知识责任］傅谨 著 

  

 

［正题名］台灣的節慶 

［第一责任人］黃丁盛撰文、摄影 

［出版者］远足文化 

［出版日期］民国 92 年 

［丛编题名］台湾地理百科 2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台湾 80 个重要的节庆,同时还介绍了台湾原住民祭典、及新兴的产业、

观光节庆。书后附“台湾省节庆行事历”。 

［主题词］节日/台湾 



［知识责任］黄丁盛 撰文、摄影 

  

 

［正题名］跨界的臺灣史研究 

［副题名］與東亞史的交錯 

［并列题名］Transcending the Boundary of Taiwanese History:Dialogue with East Asian History 

［第一责任人］若林正丈,吴密察主编 

［出版者］播种者文化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 2000 年以来台湾与日本青年研究者交流会议的 新研究成果。延续

重层压缩型近代化的社会史研究角度,讨论范围从台湾延伸到东亚,展现了跨地域、跨坐标的

台湾史研究,也提示了东亚史研究的新视角。 

［主题词］东亚历史/论文 

［知识责任］若林正丈 主编 

［知识责任］吴密察 主编 

  

 

［正题名］「20 世紀台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炎宪,曾秋美,陈朝海编 

［出版者］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出版日期］2003 

［丛编题名］台湾史系列 4 

［知识责任］张炎宪 编 

［知识责任］曾秋美 编 

［知识责任］陈朝海 编 

  

 

［正题名］孫逸仙博士與美國 

［副题名］1894-1925 

［第一责任人］张忠正著 

［出版者］广达文化事业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案头书文库 27 

［主题词］对外关系/中国/美国/1894-1925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台湾政治史 

［并列题名］Taiwan:A Political History 

［第一责任人］丹尼·罗伊著 

［译者］何振盛,杜嘉芬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政治史/通史/台湾 



［主题词］政治概况/台湾 

［知识责任］罗伊 著 

［知识责任］Roy 著 

［次知识责任］何振盛 译 

［次知识责任］杜嘉芬 译 

  

 

［正题名］天命、天聰、崇德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一冊 

［丛书］四卷（自天命元年至崇德八年） 

［第一责任人］蔣良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51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蒋良麒 编 

  

 

［正题名］順治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一冊 

［丛书］一至七卷（自順治元年至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蔣良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52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蒋良麒 编 

  

 

［正题名］康熙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二册（一） 

［丛书］一至十一卷（自康熙元年至三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蔣良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蒋良麒 编 

  

 

［正题名］康熙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二册（二） 

［丛书］十二至二十一卷（自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蔣良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53 沈雲龍主編 ［文海出版社编］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蒋良麒 编 

  

 

［正题名］雍正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二册（一） 

［丛书］一至五卷（自雍正元年至五年） 

［第一责任人］蔣良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5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蒋良麒 编 

  

 

［正题名］雍正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二册（二） 

［丛书］六至十三卷（自雍正六年至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蔣良麒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5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蒋良麒 编 

  

 

［正题名］乾隆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五册（一） 

［丛书］一至九卷（自乾隆元年至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55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乾隆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五册（二） 

［丛书］十至十七卷（自乾隆十四年至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56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乾隆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五册（三） 

［丛书］十八至二十八卷（自乾隆二十四年至三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57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乾隆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五册（四） 

［丛书］二十九至三十八卷（自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58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乾隆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五册（五） 

［丛书］三十九至四十八卷（自乾隆五十年至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59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清代倉儲研究 

［书目卷册］全一册 

［第一责任人］李汾陽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六輯 96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李汾阳 著 

  

 

［正题名］嘉慶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二册（一） 

［丛书］一至七卷（自嘉慶元年至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七輯 961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嘉慶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二册（二） 

［丛书］八至十四卷（自嘉慶十二年至二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七輯 962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道光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二册（一） 

［丛书］一至七卷（自道光元年至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七輯 963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道光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二册（二） 

［丛书］八至十三卷（自道光十四年至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七輯 964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咸豐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二册（一） 

［丛书］一至十八卷（自道光三十年至咸豐四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潘頤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七輯 965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潘颐福 编 

  

 

［正题名］咸豐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二册（二） 

［丛书］二十九至六十九卷（自咸豐四年九月至十一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潘頤福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七輯 966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潘颐福 编 

  

 

［正题名］同治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三册（一） 

［丛书］一至二十七卷（自咸豐十一年七月至同治二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七輯 967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同治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三册（二） 

［丛书］一至二十七卷（自同治二年十一月至六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七輯 968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同治朝東華續錄 

［书目卷册］全三册（三） 

［丛书］六十三至一百卷（自同治六年四月至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王先谦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七輯 969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每一页数代表正反两面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先谦 编 

  

 

［正题名］清代蠲卹制度之研究 

［书目卷册］全一册 

［第一责任人］李汾陽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七輯 970 沈雲龍主編 

［附注内容］“卹”为“恤”的异体字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李汾阳 编 

  

 

［正题名］光緒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十册（一） 



［丛书］一至一十六卷（自光緒元年至四年） 

［第一责任人］朱壽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八輯 97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朱寿朋 编 

  

 

［正题名］光緒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十册（二） 

［丛书］二十七至四十五卷（自光緒五年至七年） 

［第一责任人］朱壽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八輯 97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朱寿朋 编 

  

 

［正题名］光緒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十册（三） 

［丛书］四十六至六十七卷（自光緒八年至十年） 

［第一责任人］朱壽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八輯 97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朱寿朋 编 

  

 

［正题名］光緒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十册（四） 

［丛书］六十八至八十七卷（自光緒十一年至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朱壽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八輯 97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朱寿朋 编 

  

 

［正题名］光緒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十册（五） 



［丛书］八十八至一百八卷（自光緒十四年至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朱壽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八輯 97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朱寿朋 编 

  

 

［正题名］光緒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十册（六） 

［丛书］一百九至一百三十卷（自光緒十八年至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朱壽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八輯 97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朱寿朋 编 

  

 

［正题名］光緒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十册（七） 

［丛书］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一卷（自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朱壽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八輯 97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朱寿朋 编 

  

 

［正题名］光緒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十册（八） 

［丛书］一百五十二至一百七十一卷（自光緒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朱壽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八輯 97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朱寿朋 编 

  

 

［正题名］光緒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十册（九） 



［丛书］一百七十二至一百九十八卷（自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朱壽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八輯 97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朱寿朋 编 

  

 

［正题名］光緒朝東華錄 

［书目卷册］全十册（十） 

［丛书］一百九十九至二百二十卷（自光緒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朱壽朋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八輯 98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朱寿朋 编 

  

 

［正题名］皇清奏議 

［书目卷册］全十册（一） 

［丛书］一至六卷（自順治元年至十年） 

［第一责任人］仁和秦川居士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九輯 98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仁和秦川居士 编 

  

 

［正题名］皇清奏議 

［书目卷册］全十册（二） 

［丛书］七至十三卷（自順治十一年至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仁和秦川居士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九輯 98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仁和秦川居士 编 

  

 

［正题名］皇清奏議 

［书目卷册］全十册（三） 



［丛书］十四至十九卷（自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仁和秦川居士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九輯 98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仁和秦川居士 编 

  

 

［正题名］皇清奏議 

［书目卷册］全十册（四） 

［丛书］二十至二十六卷（自康熙十四年至雍正三年） 

［第一责任人］仁和秦川居士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九輯 98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仁和秦川居士 编 

  

 

［正题名］皇清奏議 

［书目卷册］全十册（五） 

［丛书］二十七至三十四卷（自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年） 

［第一责任人］仁和秦川居士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九輯 98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仁和秦川居士 编 

  

 

［正题名］皇清奏議 

［书目卷册］全十册（六） 

［丛书］三十五至四十卷（自乾隆三年至九年） 

［第一责任人］仁和秦川居士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九輯 98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仁和秦川居士 编 

  

 

［正题名］皇清奏議 

［书目卷册］全十册（七） 



［丛书］四十一至四十八卷（自乾隆十年至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仁和秦川居士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九輯 98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仁和秦川居士 编 

  

 

［正题名］皇清奏議 

［书目卷册］全十册（八） 

［丛书］四十九至五十四卷（自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仁和秦川居士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九輯 98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仁和秦川居士 编 

  

 

［正题名］皇清奏議 

［书目卷册］全十册（九） 

［丛书］五十至六十二卷（自乾隆二十九年至四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仁和秦川居士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九輯 98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仁和秦川居士 编 

  

 

［正题名］皇清奏議 

［书目卷册］全十册（十） 

［丛书］六十三卷至六十八卷（自乾隆四十三年至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仁和秦川居士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十九輯 99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仁和秦川居士 编 

  

 

［正题名］刑案匯覽續編 

［书目卷册］全十册（一） 



［丛书］一至四卷（名例律） 

［第一责任人］吴潮，何錫儼彙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壹百輯 991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吴潮 汇纂 

［知识责任］何锡严 汇纂 

  

 

［正题名］刑案匯覽續編 

［书目卷册］全十册（二） 

［丛书］五至七卷（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 

［第一责任人］吴潮，何錫儼彙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壹百輯 992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吴潮 汇纂 

［知识责任］何锡严 汇纂 

  

 

［正题名］刑案匯覽續編 

［书目卷册］全十册（三） 

［丛书］八至十卷（兵律·刑律） 

［第一责任人］吴潮，何錫儼彙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壹百輯 993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吴潮 汇纂 

［知识责任］何锡严 汇纂 

  

 

［正题名］刑案匯覽續編 

［书目卷册］全十册（四） 

［丛书］十一至十三卷（刑律） 

［第一责任人］吴潮，何錫儼彙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壹百輯 994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吴潮 汇纂 

［知识责任］何锡严 汇纂 



  

 

［正题名］刑案匯覽續編 

［书目卷册］全十册（五） 

［丛书］十四至十六卷（刑律） 

［第一责任人］吴潮，何錫儼彙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壹百輯 995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吴潮 汇纂 

［知识责任］何锡严 汇纂 

  

 

［正题名］刑案匯覽續編 

［书目卷册］全十册（六） 

［丛书］十七至十九卷（刑律） 

［第一责任人］吴潮，何錫儼彙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壹百輯 996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吴潮 汇纂 

［知识责任］何锡严 汇纂 

  

 

［正题名］刑案匯覽續編 

［书目卷册］全十册（七） 

［丛书］二十至二十二卷（刑律） 

［第一责任人］吴潮，何錫儼彙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壹百輯 997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吴潮 汇纂 

［知识责任］何锡严 汇纂 

  

 

［正题名］刑案匯覽續編 

［书目卷册］全十册（八） 

［丛书］二十三至二十五卷（刑律） 

［第一责任人］吴潮，何錫儼彙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壹百輯 998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吴潮 汇纂 

［知识责任］何锡严 汇纂 

  

 

［正题名］刑案匯覽續編 

［书目卷册］全十册（九） 

［丛书］二十六至二十九卷（刑律） 

［第一责任人］吴潮，何錫儼彙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壹百輯 999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吴潮 汇纂 

［知识责任］何锡严 汇纂 

  

 

［正题名］刑案匯覽續編 

［书目卷册］全十册（十） 

［丛书］三十至三十二卷（刑律） 

［第一责任人］吴潮，何錫儼彙纂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壹百輯 1000 沈雲龍主編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吴潮 汇纂 

［知识责任］何锡严 汇纂 

  

 

［正题名］温州基督教史 

［第一责任人］莫法有著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文化集刊 6 

［主题词］基督教/历史/浙江/温州/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莫法有 著 

  

 

［正题名］中國新方志中的基督宗教資料索引 

［副题名］一九八〇～一九八八 

［并列题名］An Index of Christianity in the New Gazetteers of China(1980-1998) 

［第一责任人］陳劍光，龐君華編 



［出版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社资料丛刊之一 

［主题词］基督教/史料 

［主题词］地方志/基督教/史料/索引/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剑光 编 

［知识责任］庞君华 编 

  

 

［正题名］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 

［副题名］一八六〇至一九一一年 

［第一责任人］邢福增著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日期］1995.4 

［丛编题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丛书 2 

［主题词］基督教/史料 

［主题词］基督教/发展/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邢福增 著 

  

 

［正题名］廣東基督教教育 

［副题名］一八〇七至一九五三年 

［并列题名］Christian Educ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1807-1953) 

［第一责任人］梁家麟著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日期］1993.6 

［丛编题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丛书 

［主题词］基督教/教育/广东 

［主题词］基督教/发展/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梁家麟 著 

  

 

［正题名］中國，開門！ 

［副题名］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 

［第一责任人］蘇精著 

［出版者］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丛书 

［主题词］基督教/传教/中国 

［知识责任］苏精 著 

  

 

［正题名］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邢福增，梁家麟著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96.11 

［丛编题名］文化集刊 1 

［主题词］三自运动/研究/中国 

［主题词］宗教/改革运动/中国/1950 

［知识责任］邢福增 著 

［知识责任］梁家麟 著 

  

 

［正题名］雲南基督教傳播及現狀調查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学政，邢福增編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者］云南省宗教学会 

［出版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基督教/传播/研究/云南 

［知识责任］杨学政 主编 

［知识责任］邢福增 主编 

  

 

［正题名］戴德生與中國内地會 

［副题名］1832-1953 

［第一责任人］蔡錦圖著 

［译者］梁家麟，朱秀蓮编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文化集刊 5 

［知识责任］蔡锦图 著 

［次知识责任］梁家麟 编 

［次知识责任］朱秀莲 编 

  

 

［正题名］中國基督徒對時代的回應（1919-1926） 

［副题名］以《生命月刊》和《真理週刊》為中心探討 

［第一责任人］吳囯安著 

［译者］朱秀蓮编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文化集刊 9 

［主题词］基督徒/研究/中國 

［知识责任］吴国安 著 



［次知识责任］朱秀莲 编 

  

 

［正题名］他們是爲了信仰 

［副题名］北京基督徒學生會與中華基督徒佈道會 

［第一责任人］梁家麟著 

［译者］张智喜，吴丽恒编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文化集刊 10 

［主题词］基督徒/研究/北京 

［主题词］教会组织/研究/北京 

［知识责任］梁家麟 著 

［次知识责任］张智喜 编 

［次知识责任］吴丽恒 编 

  

 

［正题名］中國基要主義者的時間與困境 

［副题名］陳崇桂的神學思想與時代 

［第一责任人］邢福增著 

［译者］刘秀怡，张智喜编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丛书 5 

［主题词］神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邢福增 著 

［次知识责任］刘秀怡 编 

［次知识责任］张智喜 编 

  

 

［正题名］建道神學院百年史 

［第一责任人］梁家麟著 

［译者］张智喜，郭伟联编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神学院/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梁家麟 著 

［次知识责任］张智喜 编 

［次知识责任］郭伟联 编 

  

 

［正题名］我們的薦書 

［副题名］建道神学院梧州期校友见闻录 



［第一责任人］朱秀莲，邢福增编著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神学院/历史/中国 

［主题词］建道神學院梧州期校友見聞錄 

［知识责任］朱秀莲 编著 

［知识责任］邢福增 编著 

  

 

［正题名］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 

［第一责任人］邢福增著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香港教會研究系列 3 

［主题词］基督教/历史/香港 

［知识责任］邢福增 著 

  

 

［正题名］華人宣道會百年史 

［第一责任人］梁家麟编著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华人/教会组织/历史/世界 

［知识责任］梁家麟 编著 

  

 

［正题名］基督信仰與救國實踐 

［副题名］二十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 

［第一责任人］邢福增著 

［译者］钟广辉，张智喜编辑 

［出版者］建道神学院 

［出版日期］1997.10 

［丛编题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丛书 3 

［主题词］基督教/信仰/实践 

［知识责任］邢福增 著 

［次知识责任］钟广张 编辑 

［次知识责任］智喜辉 编辑 

  

 

［正题名］尋真求全 

［副题名］中國神學與政教處境初探 

［第一责任人］叶菁华著 

［译者］陈慎庆，庞君华编辑 



［出版者］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神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叶菁华 著 

［次知识责任］陈慎庆 编辑 

［次知识责任］庞君华 编辑 

  

 

［正题名］反帝·愛國·屬靈人 

［副题名］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研究 

［第一责任人］邢福增著 

［出版者］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 

［出版日期］2005 

［丛编题名］景风丛书 13 

［主题词］基督徒/研究 

［知识责任］邢福增 著 

  

 

［正题名］谢扶雅教授百龄诗文集 

［第一责任人］谢扶雅著 

［出版者］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杂著 

［主题词］社会科学/杂著 

［知识责任］谢扶雅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书目卷册］1840—1918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妇女运动/中国/1840-1918/史料 

  

 

［正题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书目卷册］1840—1918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妇女运动/中国/1840-1918/史料 

  



 

［正题名］台湾大地震 

［副题名］1935 年中部大震灾纪实 

［第一责任人］森宣雄，吴瑞云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6 

［丛编题名］历史照相馆 3 

［主题词］历史地震/台湾/1935/史料 

［知识责任］森宣雄 著 

［知识责任］吴瑞云 著 

  

 

［正题名］牡丹社事件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林呈蓉著 

［出版者］博扬文化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台湾阅览室 庄舒淳主编 

［附注内容］从十七世纪欧洲人踏上台湾的土地，经营一个殖民政府 始，四百年来台湾史

上有不少的历史事件都与海外纠葛在一起，这些事件在当时都可堪称为国际间的重要大事。 

［主题词］原住民/历史/台湾/1683-1895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清朝时期(1683-1895)/图集 

［知识责任］林呈蓉 著 

  

 

［正题名］中国法制史 

［第一责任人］张晋藩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2001] 

［主题词］法律制度/历史/中国/历朝 

［知识责任］张晋藩 著 

  

 

［正题名］台湾史 

［第一责任人］高明士主编 

［译者］洪丽完等编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高明士 主编 

［次知识责任］洪丽完等 编著 

  

 

［正题名］古地圖台北散步 

［副题名］一八九五清代台北古城 



［第一责任人］河出圖社策劃 

［译者］张海静主编 

［出版者］果實出版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發現别册 台湾古地图卷 

［附注内容］台湾史专家吴密察教授推荐 

［附注内容］书内附幻灯胶片一张，《台湾台北城之图》一张。 

［主题词］历史地图/台北/1895/图册 

［次知识责任］张海静 主编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 

［书目卷册］第一輯 

［书目卷册］第一冊 

［第一责任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历史/档案/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历史/档案/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历史/档案/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历史/档案/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历史/档案/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历史/档案/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历史/档案/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历史/档案/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历史/档案/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历史/档案/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碧海钩沉回忆思录 

［副题名］孙立人将军功业与冤案真相纪实 

［第一责任人］郑锦玉编著 

［出版者］水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文史丛书 114 

［主题词］抗日战争/回忆录 

［知识责任］郑锦玉 编著 

  

 

［正题名］日据下台湾大事年表 



［并列题名］A Chronology of Major Events in Colonial Taiwan,1895-1945 

［第一责任人］叶荣钟著 

［出版者］晨星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台湾历史馆 17 叶荣钟全集 3 叶芸芸主编 

［主题词］历史/年表/台湾/1895-1945 

［主题词］殖民历史/台湾 

［知识责任］叶荣钟 著 

  

 

［正题名］晚清小说研究 

［第一责任人］林明德编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7 年[1988.3] 

［主题词］小说/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林明德 编 

  

 

［正题名］海客述奇 

［副题名］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 

［第一责任人］吴以义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文明丛书 8 

［知识责任］吴以义 著 

  

 

［正题名］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 

［第一责任人］张云樵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1987.4] 

［主题词］政治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云樵 著 

  

 

［正题名］香港回归历程 

［副题名］钟士元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钟士元著 

［出版者］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知识责任］钟士元 著 

  

 



［正题名］民国高僧传 

［书目卷册］初编 

［第一责任人］于凌波著 

［出版者］知书房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佛教丛书 13 

［主题词］僧侣/传记/中国/民国时期 

［主题词］佛教/研究/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于凌波 著 

  

 

［正题名］民国高僧传 

［书目卷册］续编 

［第一责任人］于凌波著 

［出版者］知书房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佛教丛书 13 

［主题词］僧侣/传记/中国/民国时期 

［主题词］佛教/研究/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于凌波 著 

  

 

［正题名］妇女与差传 

［副题名］十九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 

［并列题名］Women in Missiology:The Episcopal Women Missionaries and Their Evangelical 

Work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第一责任人］林美玫著 

［出版者］里仁书局 

［出版日期］2005.2 

［丛编题名］性别/宗教丛书 

［主题词］基督教/传教/中国/清代 

［主题词］妇女/美国/19 世纪 

［主题词］妇女/宗教领域/美国/中国 

［知识责任］林美玫 著 

  

 

［正题名］贸易与政治 

［副题名］台日间的贸易外交(1950-1961) 

［第一责任人］廖鸿绮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4 年[2005.10] 

［丛编题名］一八九五系列 林满红主编,翁佳音副主编 

［主题词］贸易/日本/台湾/1950-1961 

［知识责任］廖鸿绮 著 



  

 

［正题名］日本统治下的台湾 

［第一责任人］许世楷著 

［译者］李明俊,赖郁君译 

［出版者］玉山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历史 1 

［知识责任］许世楷 著 

［次知识责任］李明俊 译 

［次知识责任］赖郁君 译 

  

 

［正题名］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 

［副题名］彻底踢爆谬误的台湾主权争议 

［第一责任人］林志升,何瑞元合著 

［出版者］农学社总经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两国风云录 6 

［附注内容］附录:(美国华盛顿邮报全文刊载)“What are you doing?” 

［主题词］政治/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林志升 合著 

［知识责任］何瑞元 合著 

  

 

［正题名］台湾与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陈昭英著 

［出版者］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黄俊杰主编 

［主题词］文化史/台湾 

［知识责任］陈昭英 著 

  

 

［正题名］《随园诗话》中清代人物索引 

［第一责任人］王建生编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文史哲大系 190 

［主题词］诗歌/人物/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建生 编 

  

 

［正题名］台独与道德 



［副题名］国家?人格?自由? 

［第一责任人］石之瑜著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知识责任］石之瑜 著 

  

 

［正题名］台湾问题与中日关系论集 

［第一责任人］郑海林著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近年来发生在两岸三地及亚太地区之重大事件和敏感问题的评论

文集。内容分「台湾问题」、「中日关系」、「香港问题」三部分。 

［主题词］政治/台湾/现代 

［主题词］外交关系/中国/日本 

［知识责任］郑海林 著 

  

 

［正题名］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 

［第一责任人］陈尔靖编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知识责任］陈尔靖 编 

  

 

［正题名］殖民地台湾的认同摸索 

［副题名］从善书到小说的叙事分析 

［书目卷册］1895-1945 

［第一责任人］方孝谦著 

［出版者］巨流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文学/评论/台湾 

［主题词］历史/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方孝谦 著 

  

 

［正题名］日治时期 

［副题名］台湾公民教育与公民特性 

［第一责任人］王锦雀著 

［译者］国立编译馆主编 

［出版者］台湾古籍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台湾书房 

［主题词］教育/台湾/1895-1945 



［主题词］殖民地/台湾/日本/1895-1945 

［知识责任］王锦雀 著 

  

 

［正题名］走进日治台湾时代 

［副题名］总督府图书馆 

［第一责任人］张围东著 

［译者］国立编译馆主编 

［出版者］台湾古籍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台湾书房 8U08 

［知识责任］张围东 著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档案导引 

［第一责任人］档案管理局编 

［出版者］档案管理局 

［出版日期］民国 94 年[2005]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档案/台湾 

［知识责任］档案管理局 编 

  

 

［正题名］台湾茶广告百年 

［第一责任人］张宏庸著 

［出版者］远足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94 年[2005] 

［丛编题名］台湾文化百科 6 

［主题词］茶叶/历史/台湾 

［主题词］广告/历史/台湾 

［主题词］茶/文化/台湾 

［知识责任］张宏庸 著 

  

 

［正题名］家族与寺庙 

［副题名］以竹北林家与枋寮义民庙为例 

［书目卷册］1749-1895 

［第一责任人］林桂玲著 

［出版者］竹县文化局 

［出版日期］民国 94 年[2005.12] 

［主题词］家族/文化/台湾/1749-1895 

［主题词］民间信仰/台湾 

［知识责任］林桂玲 著 

  

 



［正题名］台湾回想 

［书目卷册］1895-1945 

［并列题名］Taiwan Recollected 

［第一责任人］包黛莹主编 

［译者］徐莲,马圣美译 

［出版者］创意力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4 

［主题词］历史/台湾/1895-1945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包黛莹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莲 译 

［次知识责任］马圣美 译 

  

 

［正题名］日治时期马公要港部 

［副题名］台籍从业人员口述历史专辑 

［第一责任人］黄有兴著 

［出版者］澎湖县文化局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2004] 

［丛编题名］澎湖县文化资产丛书 121 

［主题词］历史/台湾/1895-1945 

［主题词］人物/传记/台湾/1895-1945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黄有兴 著 

  

 

［正题名］日治时期户籍登记法律及用于编译 

［第一责任人］洪汝茂总编 

［出版者］台中县政府 

［出版日期］2005.10 

［主题词］户籍/法令/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洪汝茂 编 

  

 

［正题名］福建通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明清 

［第一责任人］徐晓望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卷展示了明清时代福建的历史。包括：明前期福建的治乱、晚明台湾海峡的

商业和战争、明代福建的农业与官营手工业、晚明福建的城乡市场、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抗清

斗争的延续、清代福建的经济与人口等等。 

［主题词］地方史 



［知识责任］徐晓望 主编 

  

 

［正题名］福建通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宋元 

［第一责任人］徐晓望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卷的研究对象是福建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朝代——宋元时代。包括宋朝对福建

的统治、南宋福建的治乱、元朝对福建统治的特点、宋元福建的人口和移民等十章内容。 

［主题词］地方史 

［知识责任］徐晓望 主编 

  

 

［正题名］福建通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远古至六朝 

［第一责任人］徐晓望主编 

［译者］陈存洗，陈龙，杨琮卷撰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研究从远古时代到六朝的福建历史。包括：石器时代的福建、青铜时

代的福建、秦汉之际的闽越国、两汉六朝的闽中、六朝闽中的信仰宗教与儒学、两汉六朝的

闽台关系。 

［主题词］地方史 

［知识责任］徐晓望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存洗 撰著 

［次知识责任］陈龙 撰著 

［次知识责任］杨琮 撰著 

  

 

［正题名］福建通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隋唐五代 

［第一责任人］徐晓望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卷以隋唐五代的福建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隋唐五代福建的 发、闽国的兵

变与战乱、闽国的败亡与割据的尾声、唐五代福建的农业与土地制度、隋唐五代福建的宗教

与信仰等。 

［主题词］地方史 

［知识责任］徐晓望 主编 

  



 

［正题名］福建通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近代 

［第一责任人］徐晓望主编 

［译者］杨彦杰卷主编 

［译者］杨彦杰，刘大可卷撰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卷研究了五四运动以前 80 年间福建社会经济的变迁过程、近代工业发展过

程、以及福建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历程。 

［主题词］地方史 

［知识责任］徐晓望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杨彦杰 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大可 撰著 

  

 

［正题名］辛亥武昌首义史 

［第一责任人］贺觉非,冯天瑜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史学五种 3 

［附注内容］名家学术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辛亥革命前的湖北社会状况,湖北革命组织的建立、演变和发展,武

昌起义,湖北军政府的成立及建制,阳夏战争等。 

［主题词］武昌起义/研究 

［主题词］武昌起义 

［知识责任］贺觉非 著 

［知识责任］冯天瑜 著 

  

 

［正题名］“千岁丸”上海行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史学五种” 4 

［附注内容］本书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 1862 年“千岁丸”的使命,更从日本观察者的视角,展现出晚清中国

上海社会各个层面的景象,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知识责任］冯天瑜 著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武衡主编 

［出版者］中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抗日战争/解放区/科学技术/中国/史料/1937-1945 

［主题词］解放区/科学技术/中国/史料/1937-1945 

［主题词］科学技术/解放区/中国/史料/1937-1945 

［知识责任］武衡 主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武衡主编 

［出版者］中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主题词］抗日战争/解放区/科学技术/中国/史料/1937-1945 

［主题词］解放区/科学技术/中国/史料/1937-1945 

［主题词］科学技术/解放区/中国/史料/1937-1945 

［知识责任］武衡 主编 

  

 

［正题名］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副题名］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 

［书目卷册］7 

［丛书］有色金属卷 

［第一责任人］武衡主编 

［出版者］中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主题词］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东北地区/1945- 

［知识责任］武衡 主编 

  

 

［正题名］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副题名］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 

［书目卷册］4 

［丛书］林业卷 

［第一责任人］武衡主编 

［出版者］中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东北地区/1945- 

［知识责任］武衡 主编 

  

 

［正题名］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副题名］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 



［书目卷册］5 

［丛书］医药卫生卷 

［第一责任人］武衡主编 

［出版者］中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东北地区/1945- 

［知识责任］武衡 主编 

  

 

［正题名］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副题名］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 

［书目卷册］9 

［丛书］化学工业卷 

［第一责任人］武衡主编 

［出版者］中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东北地区/1945- 

［知识责任］武衡 主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7 辑 

［第一责任人］武衡主编 

［出版者］中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抗日战争/解放区/科学技术/中国/史料/1937-1945 

［主题词］解放区/科学技术/中国/史料/1937-1945 

［主题词］科学技术/解放区/中国/史料/1937-1945 

［知识责任］武衡 主编 

  

 

［正题名］江南雄师 

［第一责任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六师分会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记述了新四军六师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复杂的战斗历程，收录了《江

南英勇抗战的劲旅》、《一个白衣战士的回忆》、《回忆在水西村的岁月》、《怀念陈毅军长》等

数十篇回忆文章。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斗争/新四军/回忆录 

  

 

［正题名］京西革命斗争史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公安专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编 

［出版者］香港银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革命斗争/历史/史料/北京/门头沟/1937- 

［主题词］公安工作/回忆录/北京/1937- 

［主题词］回忆录/公安工作/北京/1937- 

  

 

［正题名］京西革命斗争史 

［书目卷册］（二） 

［丛书］早期革命斗争活动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编 

［出版者］香港银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革命斗争/历史/史料/北京/门头沟/1924- 

［主题词］回忆录/革命斗争/北京/1924- 

  

 

［正题名］京西革命斗争史 

［书目卷册］（三） 

［丛书］抗日战争专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编 

［出版者］香港银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史料/北京/门头沟/1937-1945 

［主题词］回忆录/抗日斗争斗争/北京/1937-1945 

  

 

［正题名］京西革命斗争史 

［书目卷册］（四） 

［丛书］抗日战争专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编 

［出版者］香港银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史料/北京/门头沟/1937-1945 

［主题词］回忆录/抗日斗争斗争/北京/1937-1945 

  

 

［正题名］京西革命斗争史 

［书目卷册］（五） 

［丛书］抗日战争专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编 

［出版者］香港银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史料/北京/门头沟/1937-1945 

［主题词］回忆录/抗日斗争斗争/北京/1937-1945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名录 

［书目卷册］1 

［丛书］1930 年——1945 年 

［第一责任人］总政治部组织部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英雄/模范人物/生平事迹/名录/中国/1930-1945 

［主题词］名录/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1930-1945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名录 

［书目卷册］2 

［丛书］1946 年——1948 年 

［第一责任人］总政治部组织部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主题词］英雄/模范人物/生平事迹/名录/中国/1946-1948 

［主题词］名录/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1946-1948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名录 

［书目卷册］3 

［丛书］1948 年——1949 年 

［第一责任人］总政治部组织部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主题词］英雄/模范人物/生平事迹/名录/中国/1946-1948 

［主题词］名录/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1946-1948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名录 

［书目卷册］4 

［丛书］1950 年——1953 年 

［第一责任人］总政治部组织部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英雄/模范人物/生平事迹/名录/中国/1950-1953 

［主题词］名录/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1950-1953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名录 

［书目卷册］5 

［丛书］1954 年——1990 年 

［第一责任人］总政治部组织部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英雄/模范人物/生平事迹/名录/中国/1954-1990 

［主题词］名录/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1954-1990 

  

 

［正题名］书店工作史料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新华书店总店编辑 

［出版者］新华书店总店 

［出版日期］1987.7 

［主题词］出版者机构/史料/中国 

［主题词］书店/史料/中国 

  

 

［正题名］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中共南系地下党组织史 

［副题名］补充材料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党组织史编写小组编 

［出版者］[印刷者不详] 

［主题词］地方组织/党史/史料 

  

 

［正题名］辉煌的历程 

［副题名］保定党史画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保定/摄影集 

［主题词］地方组织/党史/保定/摄影集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部编辑] 

［主题词］剧团/舞台演出/史料/摄影集/中国/1937-1997 

［主题词］话剧/艺术/摄影集/中国/1937-1997 

  

 

［正题名］北京卫生大事记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远古——1948 

［第一责任人］王康久主编 

［译者］刘国柱副主编 

［出版者］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主题词］卫生工作/大事记/北京 

［知识责任］王康久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国柱 副主编 

  

 

［正题名］英勇的战斗队 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突击队 

［副题名］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七师战斗历程（合订本） 

［第一责任人］五十七师军（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史料/汇编/1949-1952 

  

 

［正题名］日本侵晋实录 

［并列题名］Authentic records of Japanese invasion of Shanxi 

［第一责任人］樊吉厚，张铁 主编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系统揭露日本侵略山西，对山西实施残暴殖民统治罪行。记事的时间

上自 1937 年 8 月，下迄 1945 年 9 月。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山西省/史料 

［知识责任］樊吉厚 主编 

［知识责任］张铁  主编 

  

 

［正题名］原平百年人物志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吴斌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人物/列传/山西/原平/20 世纪 

［知识责任］吴斌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晋城历史 

［副题名］1925-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自 1925 年至 1949 年山西晋城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历史进程、重要活动，及主要历史成就与教训。 

［主题词］党史/地方组织/山西/晋城/1925-1949 

［知识责任］阎根生 编 

［知识责任］冯建平 编 

［知识责任］成茂林 编 

  

 

［正题名］中共大同抗战简史 

［第一责任人］高印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史料/山西/大同/1936-1945 

［主题词］侵华事件/史料/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高印 主编 

  

 

［正题名］国共两军忻口抗战揭秘 

［第一责任人］华和平主编 

［译者］中共忻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史料/山西/忻口/1937 

［主题词］忻口抗战/史料/汇编/山西/1937 

［主题词］国共合作/史料/山西/1937 

［知识责任］华和平 主编 

  

 

［正题名］从革命到政治 

［副题名］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并列题名］a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副题名］插图本 

［第一责任人］杨炳章著 

［译者］郭伟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政治学的方法，构架了自己独特的一套研究体系和模式，即用“革命

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地域上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考察了

在这一转变中中国共产主义逐步政治化的过程。 

［主题词］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石仲泉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炳章 著 



［知识责任］Yang 著 

［次知识责任］郭伟 译 

  

 

［正题名］清史译丛 

［并列题名］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是翻译外国学者研究清史的文集，通过“论著及文献选译”、“学术综述”、

“图书评价”、“阶段成果”、“论点摘编”等栏目，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

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 

［主题词］历史/研究/译文/世界/清代 

［知识责任］于沛 主编 

  

 

［正题名］内藤湖南的世界 

［副题名］亚洲再生的思想 

［第一责任人］（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 

［译者］马彪…[等]译 

［出版者］三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湖南的历史、文化、政治”，“湖南与同时代——日本与中国的

近代”，“湖南的史学”，“战后社会与内藤湖南” 等。 

［主题词］汉学家/人物研究/日本/现代/文集 

［次知识责任］马彪 译 

［次知识责任］胡宝华 译 

［次知识责任］张学锋 译 

［次知识责任］李济沧 译 

  

 

［正题名］客家新探 

［第一责任人］谭元亨著 

［出版者］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客家研究文丛 客家与梅州书系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附注内容］关于客家的产生、客家文化，对人们来说似乎是个神秘、奇妙的谜，作者从客

家文化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入手，解读客家民系的历史真实，本书分“千年迁徙”、“历史

聚变”、“拔地而起”三篇进行探讨。 

［主题词］汉族/移民/民族文化/研究/广东/梅州 

［主题词］移民/汉族/民族文化/研究/广东/梅州 

［知识责任］谭元亨 著 



  

 

［正题名］中共广东历史择要探究 

［第一责任人］陈弘君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广东党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特定的视角入手，对中共广东组织的创建及其在后来的征程中(包括建

国前后)所作的突出贡献，都进行了扼要的阐述，对广东党史研究中的疑点和难点有所突破

和创新。 

［知识责任］陈弘君 著 

  

 

［正题名］余英时文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现代学人与学术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沈志佳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收《钱穆与新儒家》、《陈寅恪与儒学实践》、《我所认识的钱仲书先生》、

《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等 30 多篇文章。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佳 编 

  

 

［正题名］余英时文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沈志佳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收《民主制度的发展》、《近代文明的新趋势》、《民主革命论》、《自由与平

等之间》等 4 篇论著。 

［主题词］政治制度/革命思想/研究/世界/近代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佳 编 

  

 

［正题名］中国戏剧学史稿 

［第一责任人］叶长海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主题词］戏剧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戏剧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叶长海 著 

  

 

［正题名］抗战中的宋美龄 

［第一责任人］佟静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对宋美龄在抗战中的态度、情感和作为进行了全面描述，作为历史人

物，作者把她放在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去评判是非，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宋

美龄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 

［知识责任］佟静 著 

  

 

［正题名］上海地方自治研究 

［副题名］1905-1927 

［第一责任人］周松青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了清末上海地方自治的兴起、清末民初上海地方自治的构成、上

海地方自治的权力关系、上海地方自治与上海社会等内容。 

［主题词］地方自治/研究/上海/1905-1927 

［主题词］政治制度/行政/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 

［知识责任］周松青 著 

  

 

［正题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选介了 71 项成果，涉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领域的 22 个学科（教育学、艺

术学和军事学暂未选编）。各篇成果介绍分别由各项目负责人撰写。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技成果/简介/中国/现代 

  

 

［正题名］韬奋手迹 

［第一责任人］上海韬奋纪念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除全部收入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韬奋手迹》中的手迹之外，另外增加了

新发现的和原来已有但未收入的韬奋手迹 24 件，其中 12 件是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



的韬奋送检时被扣押的文章和答覆读者来信的手稿。 

［主题词］手稿 

［知识责任］邹韬奋 书 

  

 

［正题名］海外中国学评论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朱政惠主编 

［译者］王东，姜进副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为学术研究集刊，主要刊载有关海外中国学家、海外中国学名著、海外中

国学发展史、海外中国学档案、海外中国学文献、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论文、译文及

书评等。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汉学/资料/选编 

［主题词］连续出版物/汉学/研究/资料 

［知识责任］朱政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东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姜进 副主编 

  

 

［正题名］1948 年：上海舞潮案 

［副题名］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军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文史哲研究丛刊 

［主题词］政治事件/研究/上海/1948 

［知识责任］马军 著 

  

 

［正题名］清史大纲 

［第一责任人］萧一山撰 

［译者］杜家骥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蓬莱 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著名专家杜家骥为清末民初大师萧一山的曾于 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原

著所作的导读，为对清史研究的研究。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评论/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萧一山 撰 

［次知识责任］杜家骥 导读 

  



 

［正题名］民国纺织品商标 

［第一责任人］左旭初著 

［出版者］东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中国商标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纺织品商标广告图样和文字，使读者了解到民国时期我国纺织品行业

注册使用商标的概况。全书八章，包括民国纺织品商标图样内容、商标分类、商标时代特征、

国内著名纺织企业与名牌商标、外国企业在我国注册使用的纺织品商标、政府对纺织品商标

的监督管理、著名企业家与纺织品商标。 

［主题词］纺织品/商标/经济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商标/纺织品/经济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经济史/纺织品/商标/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左旭初 著 

  

 

［正题名］北京高等学校百年科技发展 

［第一责任人］张国华主编 

［译者］何德祥，李裕芳副主编 

［出版者］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北京高等教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北京高校理、工、农、医各学科领域的科技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分析了其发展特点和规律。全书包括“奋起的凯歌”和“光辉的业绩”两篇。 

［主题词］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概况/北京 

［主题词］科学研究/高等学校/概况/北京 

［知识责任］张国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何德祥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裕芳 副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北京高等教育的 拓者 

［第一责任人］陆钦仪主编 

［译者］李静波副主编 

［出版者］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北京高等教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一些著名高等学校领导人 创我国社会主义

高等教育的思想和业绩。 

［主题词］教育工作者/生平事迹/北京/1949-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工作者/生平事迹/北京 

［知识责任］陆钦仪 主编 

  

 



［正题名］凄艳的岁月 

［副题名］中国古代妇女的非正常生活 

［第一责任人］高新伟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多棱镜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古代以来妻、妾、妓、婢等女性角色的生活、地位及其缠足文化等

方面予以研究，并力图用通俗的语言进行了介绍。 

［主题词］妇女/社会生活/中国/古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妇女/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高新伟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 

［第一责任人］冯春龙著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章锡琛、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张

静庐、徐调孚、赵家璧等十位出版界人物的生平事迹，展现了他们为科学知识的普及、文化

教育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春龙 著 

  

 

［正题名］中国影片大典 

［并列题名］Encyclopaedia of Chinese films 

［丛书］故事片·戏曲片 

［副题名］1931-1949.9 

［第一责任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编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电影文献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电影 100 周年纪念版 

［附注内容］1931-1949 年，中国民族电影事业进入了另一个时期。本卷共收入 955 部影片

及 156 幅剧照，较全面、完整地反映了中国电影早、中期制作、发展的面貌及轨迹。 

［主题词］电影影片/简介/中国/1931-1949 

［主题词］故事片/简介/中国/1931-1949 

［主题词］戏曲片/简介/中国/1931-1949 

  

 

［正题名］将军·外交家黄镇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黄镇的独特经历。以及刘伯坚、毛泽东、周恩

来、陈毅、拉科奇、戴高乐等中外领导人与他的接触感受等。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中国总论 

［并列题名］The Middle Kindom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美）卫三畏著 

［译者］陈俱译 

［译者］陈绛校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域外汉学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原著出版于 1847 年，原书还有副题：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

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 

［附注内容］本书对晚清帝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交往、地理物产、宗教艺术等方

面作了系统的论述，堪称是关于传统中国的百科全书。被公认是美国人研究中国的 早的权

威名著，“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范本”。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卫三畏 著 

［知识责任］Wiliams 著 

［次知识责任］陈俱 译 

［次知识责任］陈绛 校 

  

 

［正题名］中国总论 

［并列题名］The Middle Kindom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美）卫三畏著 

［译者］陈俱译 

［译者］陈绛校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域外汉学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原著出版于 1847 年，原书副题译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

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 

［附注内容］本书对晚清帝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交往、地理物产、宗教艺术等方

面作了系统的论述，堪称是关于传统中国的百科全书。被公认是美国人研究中国的 早的权

威名著，“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范本”。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卫三畏 著 



［知识责任］Wiliams 著 

［次知识责任］陈俱 译 

［次知识责任］陈绛 校 

  

 

［正题名］屈大均年谱 

［第一责任人］邬庆时著 

［译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主题词］作家/年谱/清代 

［知识责任］邬庆时 著 

  

 

［正题名］北京高等学校英烈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学珍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北京高等教育丛书 朱善璐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 273 位烈士，他们都是曾经在

北京（北平）高等学校就读过的学生和工作过的教职员工。 

［主题词］革命烈士/高等学校/生平事迹/北京 

［主题词］高等学校/革命烈士/生平事迹/北京 

［知识责任］王学珍 主编 

  

 

［正题名］北京高等学校英烈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学珍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北京高等教育丛书 朱善璐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 273 位烈士，他们都是曾经在

北京（北平）高等学校就读过的学生和工作过的教职员工。 

［主题词］革命烈士/高等学校/生平事迹/北京 

［主题词］高等学校/革命烈士/生平事迹/北京 

［知识责任］王学珍 主编 

  

 

［正题名］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 

［副题名］1949-1952 

［第一责任人］张徐乐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中国金融史专刊 第二辑 吴景平，杜恂诚丛书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至 1952 年底实现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即上

海私营金融业（也是中国私营金融业的主体部分）为直接研究对象，以私营金融业本身的经

历、经营管理及其演变为主线，介绍了上海私营金融业整体状况。 

［主题词］私人投资/金融业/研究/上海/1949-1952 

［主题词］金融业/私人投资/研究/上海/1949-1952 

［知识责任］张徐乐 著 

  

 

［正题名］后现代与历史学 

［副题名］中西比较 

［第一责任人］王晴佳，古伟瀛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人文前沿丛书 陈启能主编；王学典，孔令栋，姜芃副主编 

［主题词］比较历史学/后现代主义/研究/世界 

［主题词］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比较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王晴佳 著 

［知识责任］古伟瀛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副题名］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并列题名］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第一责任人］（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 

［译者］何兆武译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人文前沿丛书 陈启能主编；王学典，孔令栋，姜芃副主编 

［附注内容］作者在本书中考察了关于历史和历史学性质的思想的深刻变化，描述了二战以

后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如何改变历史学，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历史学的巨大挑

战。 

［主题词］史学/研究/世界/20 世纪 

［主题词］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影响/研究/世界/20 世纪 

［知识责任］伊格尔斯 著 

［知识责任］Iggers 著 

［次知识责任］何兆武 译 

  

 

［正题名］中国户籍制度 

［副题名］历史与政治的分析 

［第一责任人］王威海著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新文化学丛 吴士余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的史料梳理出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演变的线索，并对户籍制

度的变化与封建国家所呈现出的周期性盛衰现象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 

［主题词］户籍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户籍管理/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威海 著 

  

 

［正题名］李健吾传 

［第一责任人］韩石山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李建吾的一生，包括少年时期、中学时期、清华时期、

留法时期、北平时期、暨大时期、孤岛时期等。 

［知识责任］韩石山 著 

  

 

［正题名］明代史学探研 

［第一责任人］杨艳秋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明代前期史学概述、嘉靖、万历以来的史学思潮、嘉靖、万历以来的

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走向没落的官方史学、明代史学有关问题综论等共六章内容。 

［主题词］史学/思想/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杨艳秋 著 

  

 

［正题名］学林风景 

［副题名］傅斯年与他同时代的人 

［第一责任人］石兴泽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了傅斯年与他同时代的北大同学、师生之间、史语所同仁和学政

两界友朋的交往情况。讲述了傅斯年与罗家伦、俞平伯、蔡元培等人的交往。 

［知识责任］石兴泽 著 

  

 

［正题名］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 

［副题名］1937-1945 

［第一责任人］黄正林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构建了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新框架，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共经济政策

的演变和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八年经济发展的全过

程，涉及内容有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与税收、交通、邮政等部门。 

［主题词］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研究/西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地区经济/革命根据地/研究/西北地区/1937-1945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经济发展/研究/西北地区/1937-1945 

［知识责任］黄正林 著 

  

 

［正题名］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副题名］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李丹慧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 分专题论述，包括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

史考察，苏联对华援助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和非斯大林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苏联与中国的

核武器研制的关系等。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49-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苏关系/研究/1949- 

［知识责任］沈志华 著 

［知识责任］李丹慧 著 

  

 

［正题名］逻辑与文化 

［副题名］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桥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将中国近代时期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传播时期，考察和梳理

了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的文化背景、历史进程，重点从中国哲学、史学、教育、科学

四个方面，围绕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述，论述和分析西方逻辑传入对中国文化由传统

向现代转型的影响，并对近代时期西方逻辑的传播背景、传播历程和文化影响进行了深入反

思。 

［主题词］逻辑史/西方国家/传播/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维方式/西方国家/影响/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郭桥 著 

  

 

［正题名］黄侃传 

［第一责任人］叶贤恩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黄侃先生的家世、少年、留学、讲学以及作为国学大师，在文字、音

韵、训诂等方面的学术成就。 



［主题词］语言学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叶贤恩 著 

  

 

［正题名］孔祥熙传 

［第一责任人］王松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孔祥熙的童年、谋刺慈禧、赴美求学、斩露头角、孔宋联烟、追随

中山、当家理财、日暮途穷等。 

［知识责任］王松 著 

  

 

［正题名］重建家园 

［副题名］动荡中的美国华人社会（1940-1965） 

［第一责任人］赵小建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以史学家的严谨，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口述材料，为我们展现了华人融入美

国主流社会的奋斗史，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鲜活的时代亲历者。 

［主题词］华人/社会生活/研究/美国/1940-1965 

［主题词］社会生活/华人/研究/美国/1940-1965 

［知识责任］赵小建 著 

  

 

［正题名］老北京的传说 

［副题名］招牌·招幌·市井 

［第一责任人］刘秋霖…[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品味北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招牌、招幌和市井”为主线，详细介绍了老北京的传统商业文化和普

通的百姓生活。 

［主题词］商业经济/史料/北京 

［主题词］商业广告/商业经济/史料/北京 

［主题词］商业史/史料/北京 

［知识责任］刘秋霖 编著 

［知识责任］刘健 编著 

［知识责任］关琪 编著 

［知识责任］张春元 编著 

［知识责任］邢仙 编著 

  

 

［正题名］人与人间 



［副题名］萧军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萧军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回忆文丛 常君实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部分，内容有：“我的童年”、“从学校到军中”、“忆长春”、“江城

诗话”、“在鲁迅先生身边的日子”、“在延安”等。 

［知识责任］萧军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 

［副题名］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朱佳木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文集/中国/1949-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中国/1949- 

［知识责任］朱佳木 主编 

  

 

［正题名］李玉琴、谭玉龄传 

［副题名］伪满洲国两“贵人” 

［第一责任人］王庆祥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满洲国（1932）/史料 

［知识责任］王庆祥 著 

  

 

［正题名］知识分子论 

［第一责任人］原方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溯源，中篇探究知识分子的历

史变迁，下篇论述知识分子的世纪整合。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原方 著 

  

 

［正题名］访问上海文化名人 

［第一责任人］赵兰英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名人/文化工作者/生平事迹/上海/当代 



［知识责任］赵兰英 著 

  

 

［正题名］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研究 

［第一责任人］曹天生，黄爱军，钱和辉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 创了研究新四军历史新的领域，包括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和

制度，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与皖南“工合”运动，及争取海内外经济支援

的斗争等内容。 

［主题词］华中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研究/1937-1945 

［主题词］经济工作/新四军/研究/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斗争/经济工作/研究 

［知识责任］曹天生 著 

［知识责任］黄爱军 著 

［知识责任］钱和辉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成长 

［副题名］1903-1910 

［第一责任人］王兰萍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以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成长为主题，探讨了 1903-1910 年清末著作权法的

理论与实践。对著作权的词源、如何看待中国古代著作权法文化与近代著作权法的肇始，以

及清末著作权法的输入、清末著作权立法、《大清著作权律》对外国法的移植、清末著作权

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著作权法/版权/研究/中国/1903-1910 

［主题词］版权/著作权法/研究/中国/1903-1910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1903-1910 

［知识责任］王兰萍 著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丛书］近代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 1640-1918 年间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新现象和新特点，国际政治舞

台上资本主义势力的勃兴和封建势力的衰落，各大国为争夺霸权在不同阶段所进行的激烈斗

争以及 19 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对亚、非、拉的殖民扩张，剖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

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教材/1640-1871 



［知识责任］方连庆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元 主编 

［知识责任］刘金质 主编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丛书］近代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 1640-1918 年间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新现象和新特点，国际政治舞

台上资本主义势力的勃兴和封建势力的衰落，各大国为争夺霸权在不同阶段所进行的激烈斗

争以及 19 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对亚、非、拉的殖民扩张，剖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

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教材/1871-1918 

［知识责任］方连庆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元 主编 

［知识责任］刘金质 主编 

  

 

［正题名］日本学 

［书目卷册］第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日学者的论文 31 篇，包括《近世长崎文化及其影响》、《晚清留日学

生报刊与中日关系》、《1929——1937 年青岛城市经济中的日资初探》、《战后日本的和平民

主主义思潮》等。 

  

 

［正题名］图说中国传统行业 

［第一责任人］李露露编 

［出版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按其社会职能把中国古代的三百六十行总结、归纳为十五大行。从古代大

量图版资料中精选出五百余幅行业图像，并配以各行业相应的店铺和劳作场面，介绍了中国

传统行业的起源、发展、特点和相关文化。 

［主题词］职业/中国/古代/图集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古代/图集 

［主题词］行业结构/中国/古代 

［主题词］行业组织/行业协会/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露露 编著 

  



 

［正题名］正说清朝十二王（图文本） 

［副题名］解密历史真相 走出“戏说”误区 

［第一责任人］刘小萌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正说历史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为清朝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饶余

亲王阿巴泰、怡亲王胤祥等十二位王公的列传。 

［主题词］亲王/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小萌 著 

  

 

［正题名］李鸿章与中国铁路 

［副题名］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的艰难起步 

［第一责任人］朱从兵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艰难起步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过程，详细阐述

了李鸿章对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历史贡献和经验教训，分析了李鸿章的铁路建设思想及其认

识水平，对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历史地位作了分析和评价。 

［主题词］铁路运输/交通运输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从兵 著 

  

 

［正题名］中国人类学史 

［第一责任人］胡鸿保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21 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附注内容］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附注内容］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类学、民族学“三科并列”的实际出发，对人类学在中国古代和近现

代某些“无名有实”时期的历史、近代学科的本土化、研究范式转换在大陆与台湾的不同表

现、改革 放以来异军突起的海内外人类学家对大陆的汉人社会研究等做了回溯性的探讨和

新的阐释。 

［主题词］社会人类学/历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主题词］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发展/研究 

［知识责任］胡鸿保 主编 

  

 

［正题名］俯仰之间 

［副题名］中国三代电影女摄影师的记忆 



［第一责任人］雷震霖主编 

［出版者］华龄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家摄影师丛书 老故事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新中国三代女摄影师在历史长途上的足迹，反映了她们所处的不同

时代环境，挖掘她们的时代记忆，展示了她们的心路历程。 

［主题词］电影业/艺术工作者/回忆录/中国/当代 

［主题词］电影摄影/艺术/技术/工作/回忆录 

［知识责任］雷震霖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章学史 

［第一责任人］周振甫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周振甫著作别集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94 年出版。此次收入别集，取自作者生前对初版予以订正的修订

本。 

［附注内容］本书以散文、骈文与赋三种文体为主要脉络，上自先秦，下迄晚清，对中国各

个历史时期各家各派几乎所有重要文论和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与说明。 

［主题词］文学研究/文学史/中国/古代/清后期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中国/古代/清后期 

［知识责任］周振甫 著 

  

 

［正题名］“国民作家”的立场 

［副题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董炳月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第十辑 

［附注内容］本书从个案入手研究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关系，论述的对象有数十年的时间跨度；

关注中国和日本在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中，两国的作家怎样被“国民”化，以及他们的立场

怎样制约，规定了作品的内容和形态。 

［主题词］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日本/现代 

［主题词］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中国/日本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董炳月 著 

  

 

［正题名］转型、变项与传播 

［副题名］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 1945 年） 

［第一责任人］查灿长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澳门丛书 

［附注内容］澳门基金会策划并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对澳门 埠的历史背景及其 埠后的经济活动、政治结构、管理模式、市

民构成、文化特征和传播方式等方面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梳理和

论证，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澳门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全景。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澳门/1840-1945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澳门/1840-1945 

［知识责任］查灿长 著 

  

 

［正题名］台湾先住民史 

［第一责任人］史式，黄大受著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少数民族/台湾 

［主题词］高山族/民族历史/台湾 

［主题词］民族历史/高山族/台湾 

［知识责任］史式 著 

［知识责任］黄大受 著 

  

 

［正题名］老上海 200 旧影 

［并列题名］Shanghai remembrances 

［副题名］[中英文本] 

［第一责任人］李新主编 

［译者］宇红编撰 

［译者］梁瀚杰英文翻译 

［译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 200 幅精彩的老上海照片，分为“老城厢”、“租界始末”、“外滩”、

“东方大埠”、“市政典范”和“文明印记”六部分。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上海/近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李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宇红 编撰 

［次知识责任］梁瀚杰 英文翻译 

  

 

［正题名］百年·上海 

［并列题名］Centennial Shanghai 

［副题名］[中英文本] 

［第一责任人］李新主编 

［译者］汤伟康撰文 



［译者］薛长命…[等]摄影 

［译者］梵非翻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魅力上海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上海/摄影集 

［知识责任］李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汤伟康 撰文 

［次知识责任］薛长命 摄影 

［次知识责任］梵非 翻译 

  

 

［正题名］陆侃如和冯沅君 

［第一责任人］许志杰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冯氏三兄妹；陆侃如师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之师；留法三年；

鲁迅和冯沅君；《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季刊》等篇章，讲述了陆侃如和冯沅君的生平事

迹。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许志杰 著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第一责任人］蒙文通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晚周至汉、六朝至唐、中唐两宋、明清四部分内容。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蒙文通 著 

  

 

［正题名］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德）阿尔弗雷德·韦伯著 

［译者］姚燕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史前史与原始人”、“初级发达文化”、“二级文化第一阶段：小亚细

亚和地中海古典文化”、“二级文化第二阶段：公元 1500 年之前的东方世界”等章节。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世界 

［主题词］文化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韦伯 著 



［知识责任］Weber 著 

［次知识责任］姚燕 译 

  

 

［正题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实景记录 

［第一责任人］徐占权，徐婧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徐占权 著 

［知识责任］徐婧 著 

  

 

［正题名］马衡日记（附诗钞）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 

［第一责任人］[马衡撰] 

［译者］施安昌，华宁释注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故宫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分日记、诗钞及其它、附录三个部分。 

［附注内容］马衡日记，自 1948 年 12 月 13 日起到 1955 年 3 月 24 日止。记录了在 1949

年前后的历史大变动中，社会和故宫的经历。引导人们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了解作者以及

中国的博物馆事业。 

［主题词］故宫/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马衡 撰 

［次知识责任］施安昌 释注 

［次知识责任］华宁 释注 

  

 

［正题名］史学史导论 

［第一责任人］周文玖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史学史/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文玖 著 

  

 

［正题名］余英时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沈志佳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

《皇权与皇极》、《从政治生态看朱熹学与王阳明学之间的异同》等 11 篇文章。 

［主题词］理学/关系/政治/文化/中国/两宋时代 

［主题词］理学/关系/政治/文化/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佳 编 

  

 

［正题名］余英时文集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历史人物考辨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沈志佳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历史人物考辨”和“方以智晚节考”两部分。 

［主题词］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佳 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 

［并列题名］Chronology of the intellectual disput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1895 to 1989 (Chiness version) 

［第一责任人］（日）竹内实主编 

［译者］程麻译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以年表的形式，将在近代和现代中国曾发生过的种种争论（包括争论的批

判运动）排列起来。争论涉及政治、外交、军事、法律、经济、人口、道德、历史、科学、

教育、语言、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并在不同争论观点下摘编参加争论的文

章提要。 

［主题词］思想斗争/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年表 

［主题词］历史事件/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年表 

［主题词］近代史/现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近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现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竹内实 主编 

［次知识责任］程麻 译补 

  

 

［正题名］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50 年 

［第一责任人］任俊明主编 



［译者］李立新…[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五十年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对 21 世纪的

中国哲学进行了展望。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中国/1949- 

［知识责任］任俊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立新 著 

［次知识责任］普元 著 

［次知识责任］任俊明 著 

［次知识责任］石仲泉 著 

［次知识责任］汤群英 著 

［次知识责任］佟玉琨 著 

［次知识责任］徐素华 著 

［次知识责任］王巨才 著 

  

 

［正题名］追寻毛泽东的革命轨迹 

［副题名］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韩国）李中著 

［译者］崔文哲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 1998 年到 1999 年间，分两次利用五十多天时间，行程 3 万里，实

地调查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生长、生活和进行革命活动的地

方，以此为据，通过三位伟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人们交流了自己特有的感受和思想。 

［知识责任］李中 著 

［次知识责任］崔文哲 译 

  

 

［正题名］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陈弱水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中生代思想书系 

［主题词］国民/道德/研究/文集/中国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陈弱水 著 

  

 

［正题名］犬与鬼 

［副题名］现代日本の坠落 

［并列题名］Dogs and demons:the fall of modern Japan 

［第一责任人］（美）阿列克斯·科尔著 



［译者］周保雄等译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危机重重的日本：僵化腐败的官僚体制、导致金融体

系崩溃的命令型资金供给体系、浪费资源的基本建设投资等等。全书分十七章进行叙述。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科尔 著 

［知识责任］Kerr 著 

［次知识责任］周保雄 译 

  

 

［正题名］滇缅公路 

［副题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壮丽史诗 

［并列题名］The Burma road: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in world war II 

［第一责任人］（美）多诺万·韦伯斯特著 

［译者］朱靖江译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极为重要的一方战场——“中国-缅甸-印度战场”

上非同凡响的历史故事。作者重走当年 20 万军人和百姓用生命和鲜血筑成的老路，通过采

访再现了曾发生在中缅印战场上的中、美、英等国反法西斯战士并肩战斗，参与军事计划和

冒险行动的血火战史。 

［主题词］抗日战争/战场/史料/1937-1945 

［知识责任］韦伯斯特 著 

［知识责任］Webster 著 

［次知识责任］朱靖江 译 

  

 

［正题名］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 

［副题名］透视日本宪政的百年历程 

［第一责任人］魏晓阳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宪政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历史学、宪法学和政治学等综合知识和研究方法，系统地探讨了文化

与制度模式中日本宪政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过程、结构与社会功能，较充分地揭示了日本

文化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中宪政发展的基本特点和经验。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日本 

［主题词］宪政运动/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魏晓阳 著 

  

 

［正题名］上海档案史料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特稿、专题研究、口述历史、档案指南、档案架等栏目，收录了《近

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东西部经济关系》、《抗战时期上海银钱业关系初探》等文章。 

［主题词］地方史/档案/史料/研究/上海/丛刊 

  

 

［正题名］尘劫 

［副题名］知青畅想曲 

［第一责任人］丁晓禾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老三届三部曲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身为“老三届”的全国知识青年在上

山下乡中的真实遭遇。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国/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丁晓禾 编著 

  

 

［正题名］八十年代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查建英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是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访谈了八十年代的风云人

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清、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

等。 

［主题词］名人/回忆录/生平事迹/中国/1980-1989 

［主题词］访问记/中国/1980-1989 

［知识责任］查建英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论 

［副题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 

［第一责任人］许俊达…[等]著 

［出版者］学习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阐述了社会形态学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形态学说的理论

渊源、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确立与建构、列宁的社会形态观与社会主义实践等内容。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研究 

［主题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许俊达 著 

［知识责任］任暟 著 

［知识责任］王志红 著 

［知识责任］吴家华 著 

［知识责任］李朝东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书目卷册］医药志 

［第一责任人］邱国珍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至今仍然存在于民间或者刚刚消失不久的医药民俗事象，时间跨度

约为 20 世纪的 100 年，以前 50 年为主。内容包括：民间信仰与医药民俗、巫术与巫医、民

间治疗方法等。 

［主题词］风俗习惯/社会史/中国 

［主题词］中国医药学/医学史/中国 

［主题词］医学史/中国医药学/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次知识责任］邱国珍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 

［副题名］1912-1937 

［第一责任人］张大庆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主题词］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疾病/医学史/研究/中国/1912-1937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大庆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科技奖励制度 

［第一责任人］曲安京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对我国科技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了我国正在施

行和曾经施行过的各种重要科技奖项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效果，并勾勒出其历史发展的脉



络。 

［主题词］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科研管理/奖励制度/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奖励制度/科研管理/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曲安京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代数史简编 

［第一责任人］冯绪宁，袁向东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对我国近现代代数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研究，分别阐述每个时期国际上

代数学的发展状况、我国代数学家在人才培养与研究成功，并探讨这些成果在我国代数学发

展中的地位及在国际上的地位。 

［主题词］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代数/数学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数学史/代数/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冯绪宁 著 

［知识责任］袁向东 著 

  

 

［正题名］技术与帝国主义研究 

［副题名］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科研机构 

［第一责任人］梁波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从 1895 年到 1945 年间，为发动侵略战争和维护殖

民统治，在中国建立的殖民科研机构及其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情况，论述了“技术帝国主义”

研究的基本理论，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科学技术殖民化的历史过程，并对技术与帝国主

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附录部分整理了若干史料。 

［主题词］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殖民地/科学研究组织机构/研究/中国/1895-1945 

［主题词］科学研究组织机构/殖民地/研究/中国/1895-1945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梁波 著 

  

 

［正题名］日伪时期的殖民地科研机构 



［副题名］历史与文献 

［第一责任人］韩健平，曹幸穗，吴利薇编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满铁和伪满洲国主要研究机构的大致历史脉络，它们在战后被接收情

况和文献的调拨，以及战后相关文献的出版等。 

［主题词］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殖民地/科学研究组织机构/东北地区/1937-1945/史料 

［主题词］敌占区/科学研究组织机构/东北地区/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韩健平 编著 

［知识责任］曹幸穗 编著 

［知识责任］吴利薇 编著 

  

 

［正题名］翁文灏年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通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分“家庭与求学”、“科学工作”、“从政与备战”、“主持战时建设”、“彷徨

与选择”、“思想的转折”、“老骥伏枥的晚年”等阶段，以编年体形式详细记述了翁文灏先生

起伏跌荡、历经坎坷的人生历程。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学通 著 

  

 

［正题名］原来如彼 

［副题名］《南方周末》往事版文录 

［第一责任人］刘小磊编 

［出版者］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恰逢风雨飘摇时”、“板荡之际知人心”、“ 是文人不自由”、

“读史阅世若流水”等几部分。 

［主题词］新闻/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刘小磊 编 

  

 

［正题名］历史背后 

［副题名］政学两界的人和事 

［第一责任人］张耀杰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的是政学两届的旧情往事，包括对《新青年》编辑部的八位轮值主编

的重新考证；对高一涵误写虚构的历史事件的重新还原；对或被抹黑或被遗忘的盲点人物林

纾、郭秉文等人的重新发掘；对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历史人物所涉及的盲点事件的重

新认识。 

［主题词］文化史/史料/中国/现代 

［主题词］名人/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耀杰 著 

  

 

［正题名］历史的呼唤 

［副题名］中国农村田地税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 

［第一责任人］刘长根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赋税制度/经济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赋税/研究/中国 

［主题词］农业税/税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长根 著 

  

 

［正题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简史 

［第一责任人］力平，余熙山，殷子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中央红军

始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红四方面军 始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会等，记述了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的史实。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力平 著 

［知识责任］余熙山 著 

［知识责任］殷子贤 著 

  

 

［正题名］中国慈善简史 

［第一责任人］周秋光，曾桂林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中国慈善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1996-1997 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中国学者课题研究基金资助赴美留学之研究

成果、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 获第八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湖南师大出

版基金与中国近现代史科学、长沙市慈善会出版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慈善事业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内容共分《绪论篇》、《渊源篇》、

《古代篇》、《近代篇》、《当代篇》等 5 篇。 

［主题词］慈善事业/历史/中国 

［主题词］社会救济/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周秋光 著 

［知识责任］曾桂林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副题名］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学术研讨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史学会秘书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历史学/发展/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静升史海钩沉 

［副题名］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第一责任人］王金钉，王儒杰，张百仟（执笔）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乡镇/地方史/史料/山西省/灵石县 

［知识责任］王金钉 编著 

［知识责任］王儒杰 编著 

［知识责任］张百仟 编著 

  

 

［正题名］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益东等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由前言、理论与方法篇、简史篇、案例研究篇，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组成。

内容涵盖了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各主要领域。案例研究篇运用多机制型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框架对中国计算机产业中 有代表性的软件、集成电路和互联网三个领域进行了案例研究。 

［主题词］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电子计算机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主题词］经济发展/电子计算机工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刘益东 著 

［知识责任］李根群 著 

  

 



［正题名］跨文化对话 

［书目卷册］第 18 辑 

［第一责任人］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 

［译者］钱林森执行主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内设“协同治理专辑”、“埃德加·莫兰专辑”、“海外传递”、“专论”、“新

书快览”、“文化对话”等专栏。 

［主题词］东西文化/比较文化/研究/文集 

［主题词］比较文化/东西文化/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乐黛云 主编 

［知识责任］李比雄 主编 

［知识责任］Pichon 主编 

［次知识责任］钱林森 执行主编 

  

 

［正题名］清代人物生卒年表 

［第一责任人］江庆柏编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医药卫生、文化教育、文学、艺

术、收藏等方面的人物，共计 25000 余人。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中国/清代 

［主题词］生卒年表/历史人物/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江庆柏 编著 

  

 

［正题名］占有论 

［副题名］历史新视角 

［第一责任人］孟驰北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历史与心理、生命的本质是占有、占有和人的心理、混血现象、中国

的权力场、中国的考场、欧洲的神场等内容。 

［主题词］比较文化/民族历史/传统文化/世界 

［主题词］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孟驰北 著 

  

 

［正题名］香港政治发展 

［副题名］1980-2004 

［第一责任人］周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香港 近二十多年来政治发展的专著。1840 年鸦片战争

以后，英国 始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并形成了殖民性质的港英政治形态。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出现以后，港英政府便 始对香港的政制进行改革，从而促成

了香港迅速的政治发展。 

［主题词］政治/研究/特别行政区/1980-2004 

［知识责任］周平 著 

  

 

［正题名］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 

［第一责任人］周建波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洋务运动，论述了时代变局与洋务现代化

思想的形成、洋务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等。并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失败原因以及历史地位等问

题也有新的见解。 

［主题词］洋务运动/关系/现代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现代化/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建波 著 

  

 

［正题名］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运转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皓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以国民党派系斗争为透视点，探讨了 1928-1937 年五院制国民党政府的运

转。内容包括：五院制国民政府的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演变等。 

［主题词］派别/中国国民党/关系/国民政府/研究/1928-1937 

［主题词］政治斗争/国民政府/研究/1928-1937 

［知识责任］张皓 著 

  

 

［正题名］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 

［第一责任人］蔡云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论述了战争与城市兴衰之关系、近代战争的特点分析、战争与近代中

国城市的衰落等内容。 

［主题词］战争/影响/城市发展/中国/近代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蔡云辉 著 

  

 

［正题名］圣俗之间 



［副题名］宗教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雄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宗教与社会发展互动的内在机理；宗教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历史

演进；宗教与社会诸要素的互动等六章内容。 

［主题词］宗教社会学/研究 

［主题词］社会发展/宗教/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孙雄 著 

  

 

［正题名］黄宗羲与明清思想 

［第一责任人］吴光主编 

［译者］浙江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编集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6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明清时期/文集 

［知识责任］吴光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回族抗日救亡史稿 

［第一责任人］周瑞海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全方位论述了回族抗日救亡斗争的整个过程，并始终把回族人民的抗日斗

争同其宗教信仰以及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主题词］抗日斗争/回族/历史/研究/中国/1931-1945 

［主题词］回族/抗日斗争/历史/研究/中国/1931-1945 

［知识责任］周瑞海 著 

  

 

［正题名］传统与现代 

［副题名］人文主义的视界 

［第一责任人］陈来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对近代以来有关的文化讨论和社会

科学研究进行了深度反思。作者在揭示“反传统主义和反—反传统主义“的对立中，谋求化

解近代以来传统与现代的紧张，肯定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仍有其意义，

对全盘反传统的文化观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主题词］传统文化/关系/现代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陈来 著 

  

 

［正题名］历史的底稿 

［副题名］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 

［第一责任人］张鸣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文章包括“辫帅的人缘和地缘”、“卢作孚之死”、“吴稚晖的两次‘冤’

的际遇”、“‘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在劣绅与藏书家之间”等。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历史小品/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鸣 著 

  

 

［正题名］民国十五疑案 

［第一责任人］张宏，张晨怡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从民国时期许多至今仍无法破解的谜团中，遴选出当时 具影响的十五宗

重大悬疑案件，力图在 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复员时间的本真面目。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宏 著 

［知识责任］张晨怡 著 

  

 

［正题名］中国人的性格 

［第一责任人］李亦园，杨国枢主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 1972 年在台北初版。1987 年改版发行。现为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简体版。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为主，辅以量化的方法论，剖析中

国人的理想性格及今昔差异，个人与社会、家族之互动关系，从儿童养育、仪式行为、价值

观变迁看性格的塑造。 

［主题词］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民族心理/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亦园 主编 

［知识责任］杨国枢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的心理 

［第一责任人］杨国枢主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 1988 年由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现为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简体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本土心理与行为的论文集。从中国人特有的心理与行

为现象入手分析探讨，文章分别涉及家庭观念、孝道、人情、关系、缘分、面子、报恩、送

礼行为、计策行为、民间信仰及对心理卫生的观念等。各篇论文扬弃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西

方化的观点，改采中国化的角度，探讨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变化。 

［主题词］民族心理/行为/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民族性/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杨国枢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观念与行为 

［第一责任人］文崇一，萧新煌主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多位台湾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来分析一些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产生

的根源，并力图从人生观、人际关系、道德政治、家庭环境等方面作社会学上的观察和分析。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文化传统/民族性/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文崇一 主编 

［次知识责任］萧新煌 主编 

  

 

［正题名］往事何堪哀 

［第一责任人］王彬彬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往事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还原历史的勇气，对现、当代发生过的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事件

重新审视，让人们看到，“左”之痼疾并不限于党内，也不只是从“文革” 始。文章告戒

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历史事件/中国/现代/当代 

［主题词］历史事件/名人/中国/现代/当代/选集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王彬彬 著 

  

 

［正题名］温故 

［书目卷册］之七 

［第一责任人］刘瑞琳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章诒和的《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汪修荣的《沈从

文：寂寞的教授生涯》、蔡瑛的《汪曾祺的“滑铁卢”》等文章。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瑞琳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 

［第一责任人］贺照田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自已多年思想的总结，写作和思考涉及到与当代中国现实有关的

诸多方面和诸多问题，阅读本书可以充分感受到思想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力量。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贺照田 著 

  

 

［正题名］国史十六讲 

［第一责任人］樊树志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著作《国史概要》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对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问

题进行具有深度和新意的解读。 

［主题词］史评/中国 

［主题词］通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樊树志 著 

  

 

［正题名］张群传 

［第一责任人］杨鸿儒，李永铭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知识责任］杨鸿儒 著 

［知识责任］李永铭 著 

  

 

［正题名］风雨彭门 

［副题名］彭德怀家风·家事 

［第一责任人］滕叙兖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研究和描写彭德怀人生经历，把彭德怀当成平常人，寻觅他

与两任妻子及七位侄儿侄女之间的真情，还原出一位对中国革命事业铮铮铁骨和对亲朋晚辈

拳拳慈心的真实可亲的彭老总。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滕叙衮 著 

  

 

［正题名］政治杀手陈立夫 

［第一责任人］汪幸福著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陈立夫真实的一生，包括“帮蒋介石制造清党事件”、“残杀大批革

命者”、“谋刺政敌杨永泰”、“重庆当面与毛泽东论争”、“破坏学生的反美大示威”、“诽谤共

产党”等内容。 

［知识责任］汪幸福 著 

  

 

［正题名］红墙决策 

［副题名］粉碎“四人帮”与共和国拨乱反正 

［第一责任人］薛庆超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客观、深层次的反映了毛泽东辞世，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华国锋

接班，邓小平复出，思想解放运动，实现社会主义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大规模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等历史史实的来龙去脉。 

［主题词］政治运动/史料/中国/1976.10-1978.12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76-1982 

［知识责任］薛庆超 著 

  

 

［正题名］学问人生 

［副题名］季羡林自述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译者］王岳川编 

［出版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季羡林先生《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我的童年》、《我的中学时代》、

《回到祖国》、《牛棚杂忆》、《我的学术总结》等 9 篇文章，反映了他一生的轨迹。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次知识责任］王岳川 编 

  

 

［正题名］清朝第一帝 

［副题名］努尔哈赤 



［第一责任人］阎崇年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全方位描述了努尔哈赤的一生，从他的成长过程写起，直至统一女真各部、

创建八旗制度、促进满族形成、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抚蒙政策等。 

［知识责任］阎崇年 著 

  

 

［正题名］图像晚清 

［副题名］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夏晓虹编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从《点石斋画报》四千幅图像中，“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约 160 幅，

再加以阐释与补充，使晚清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其中均有绝佳的展现。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清后期 

［知识责任］陈平原 编注 

［知识责任］夏晓虹 编注 

  

 

［正题名］张伯苓的大学理念 

［第一责任人］梁吉生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中国高等教育史丛书 第二辑 

［丛编题名］北大高等教育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张伯苓思想档案”和“我看张伯苓”两个部分，精选了张伯苓先生

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说 16 篇，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论选 17 篇。以研究论选的形式集中反映张

伯苓先生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贡献，汇集了上世纪 40 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对张伯苓教育思

想的研究成果。 

［知识责任］梁吉生 主编 

  

 

［正题名］明清进士录 

［第一责任人］潘荣胜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明、清两朝七千七百余位进士的人物资料简介。 

［主题词］进士/列传/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名录/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潘荣胜 主编 

  

 

［正题名］湖北文化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周积明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分文学篇、艺术篇、学术篇、教育篇、科技篇、宗教篇、民族篇、风俗篇、

性格篇，全面介绍了湖北的文化。 

［主题词］文化史/地方文化/湖北 

［主题词］地方文化/历史/湖北 

［知识责任］周积明 主编 

  

 

［正题名］湖北文化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周积明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分文学篇、艺术篇、学术篇、教育篇、科技篇、宗教篇、民族篇、风俗篇、

性格篇，全面介绍了湖北的文化。 

［主题词］文化史/地方文化/湖北 

［主题词］地方文化/历史/湖北 

［知识责任］周积明 主编 

  

 

［正题名］清朝全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日）稻業君山著 

［译者］但燾譯訂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文献整理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1914 年 

［附注内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珍藏本影印 

［附注内容］本书以时间为经，以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事件为纬，

完整清晰地展示了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 

［主题词］清代/历史/中国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稻叶君山 著 

［次知识责任］但焘 译订 

  

 

［正题名］清朝全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日）稻業君山著 

［译者］但燾譯訂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文献整理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1914 年 

［附注内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珍藏本影印 

［附注内容］本书以时间为经，以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事件为纬，

完整清晰地展示了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 

［主题词］清代/历史/中国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稻叶君山 著 

［次知识责任］但焘 译订 

  

 

［正题名］俞正燮全集 

［书目卷册］壹 

［第一责任人］（清）俞正燮撰 

［译者］于石，馬君驊，諸偉奇校點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安徽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资助 国家重点古

籍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四养斋诗稿》、《诗文辑补》4 部著作。

本册收《癸巳类稿》。 

［主题词］古籍/作品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全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俞正燮 撰 

［次知识责任］于石 校点 

［次知识责任］马君骅 校点 

［次知识责任］诸伟奇 校点 

  

 

［正题名］俞正燮全集 

［书目卷册］貮 

［第一责任人］（清）俞正燮撰 

［译者］于石，馬君驊，諸偉奇校點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安徽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资助 国家重点古

籍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四养斋诗稿》、《诗文辑补》4 部著作。

本册收《癸巳存稿》。 

［主题词］古籍/作品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全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俞正燮 撰 

［次知识责任］于石 校点 

［次知识责任］马君骅 校点 

［次知识责任］诸伟奇 校点 

  

 

［正题名］俞正燮全集 

［书目卷册］叁 

［第一责任人］（清）俞正燮撰 

［译者］于石，馬君驊，諸偉奇校點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安徽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资助 国家重点古

籍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四养斋诗稿》、《诗文辑补》4 部著作。

本册收《四养斋诗稿》、《诗文辑补》、《附录》及《篇名索引》。 

［主题词］古籍/作品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全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俞正燮 撰 

［次知识责任］于石 校点 

［次知识责任］马君骅 校点 

［次知识责任］诸伟奇 校点 

  

 

［正题名］张震军事文选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震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军事/理论/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震 著 

  

 

［正题名］张震军事文选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震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军事/理论/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震 著 

  

 



［正题名］那桐日记 

［副题名］1890-1925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那桐著]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收作者光绪十六年（1890）至民国十四年（1925）共 36 年的日记，对晚

清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外交、军事，甚至官僚日常行为生活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1890-1925 

［知识责任］那桐 著 

  

 

［正题名］那桐日记 

［副题名］1890-1925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那桐著]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收作者光绪十六年（1890）至民国十四年（1925）共 36 年的日记，对晚

清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外交、军事，甚至官僚日常行为生活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1890-1925 

［知识责任］那桐 著 

  

 

［正题名］北京志 

［书目卷册］卷 29 

［丛书］世界文化遗产卷 

［丛书］（97）140 

［丛书］故宫志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卷记述故宫作为建立近 6 个世纪的明清皇宫和转为博物院的历史，以及宫殿

营建、使用、维修及有关人物、官署，并对作为文化积淀的典制，文物的收藏，转为博物院

的经历、发展、功绩等均予著录。为故宫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主题词］故宫/历史/史料/北京 

  

 

［正题名］连横研究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汪毅夫主编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汇集近年来有关研究连横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论文，对于进一步

研究连横和《台湾通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思想评论/史学人物/文集 

［知识责任］汪毅夫 主编 

  

 

［正题名］清代宫廷生活 

［第一责任人］万依，王树卿，陆燕贞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故宫博物院藏存的皇室大量生活用品、珍贵文物和历史文献，结合现

存宫殿布置，对清宫生活中大至典礼、政务等政治活动，小至起居、服用、游乐等日常细节，

均做了全面介绍。除紫禁城外，清代皇室活动范围所及，如北京地区的离宫别苑，热河、南

京、扬州等地的行宫以及清帝南巡北狩的遗迹，书中也都一一介绍。 

［主题词］宫廷/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万依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卿 主编 

［知识责任］陆燕贞 主编 

  

 

［正题名］紫禁城宫殿 

［第一责任人］于倬云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故宫/介绍/图集 

［主题词］宫殿/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于倬云 主编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四十七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是以照片为契机关于往事的追忆文集，收录有《我在东北四年（上）》、《寻

找消失的背影》、《母亲的旧照》等 20 篇文章。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四十八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我在东北四年（下）》、《献给三线的青春》、《我的老照片收藏之

路》、《四合院里的家事》、《娘家的故事》、《祖母的老照片》等 18 篇文章。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四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以照片为契机关于往事的追忆文集，收录的故事有《我们的初中生活

（上）》、《我的童年》、《难忘的记忆》等 18 篇。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五十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我们的初中生活（下）》、《1932：中国掠影》、《三十年前的‘教

育改革’》、《廖初江浮沉录》、《‘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人物考证》等文章。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社会学家茶座 

［书目卷册］总第十六辑（2006.3） 

［第一责任人］张立升主编 

［译者］王焱执行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聚焦”、“随笔”、“社会”、“社会思想”、“学术圈”、“文化”、“阅读”、

“世相”、“资讯”等栏目，收录了社会学研究的 28 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张立升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焱 执行主编 

  

 

［正题名］社会学家茶座 

［书目卷册］总第十七辑（2006.4） 

［第一责任人］张立升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聚焦”、“随笔”、“社会”、“社会思想”、“学术圈”、“文化”、“阅读”、

“世相”、“资讯”等栏目，收录了社会学研究的 27 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张立升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焱 执行主编 

  

 

［正题名］历史学家茶座 

［书目卷册］总第四辑[2006.2] 

［第一责任人］王兆成主编 

［译者］肖黎执行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刊设有史家有言、学界、往事、人物、一家之言、解读、书札、名家、访谈、

闲情偶记、札记等栏目。 

［主题词］史学/丛刊 

［主题词］历史/笔记/中国 

［主题词］历史/掌故/中国 

［主题词］历史/旧闻（史料）/中国 

［主题词］历史/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王兆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肖黎 执行主编 

  

 

［正题名］历史学家茶座 

［书目卷册］第六辑[2006.4] 

［第一责任人］王兆成主编 

［译者］肖黎执行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刊设有史家有言、学界、名家、往事、人物、闲情偶记、解读、书札、札记

等栏目。 

［主题词］史学/丛刊 

［主题词］历史/笔记/中国 

［主题词］历史/掌故/中国 

［主题词］历史/旧闻（史料）/中国 

［主题词］历史/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王兆成 主编 

［次知识责任］肖黎 执行主编 

  

 

［正题名］古代榜文告示彚存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杨一凡，王旭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古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民众公布的兼有法律和教化功能的官方

文书——政令、法令，计一千七百余件，以宋、元、明、清四代为主（因清代后期数量巨大，

嘉庆朝以后仅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对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主题词］公告/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主题词］地方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一凡 编 

［知识责任］王旭 编 

  

 

［正题名］古代榜文告示彚存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杨一凡，王旭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古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民众公布的兼有法律和教化功能的官方

文书——政令、法令，计一千七百余件，以宋、元、明、清四代为主（因清代后期数量巨大，

嘉庆朝以后仅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对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主题词］公告/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主题词］地方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一凡 编 

［知识责任］王旭 编 

  

 

［正题名］古代榜文告示彚存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杨一凡，王旭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古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民众公布的兼有法律和教化功能的官方

文书——政令、法令，计一千七百余件，以宋、元、明、清四代为主（因清代后期数量巨大，

嘉庆朝以后仅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对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主题词］公告/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主题词］地方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一凡 编 

［知识责任］王旭 编 



  

 

［正题名］古代榜文告示彚存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杨一凡，王旭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古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民众公布的兼有法律和教化功能的官方

文书——政令、法令，计一千七百余件，以宋、元、明、清四代为主（因清代后期数量巨大，

嘉庆朝以后仅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对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主题词］公告/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主题词］地方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一凡 编 

［知识责任］王旭 编 

  

 

［正题名］古代榜文告示彚存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杨一凡，王旭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古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民众公布的兼有法律和教化功能的官方

文书——政令、法令，计一千七百余件，以宋、元、明、清四代为主（因清代后期数量巨大，

嘉庆朝以后仅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对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主题词］公告/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主题词］地方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一凡 编 

［知识责任］王旭 编 

  

 

［正题名］古代榜文告示彚存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杨一凡，王旭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古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民众公布的兼有法律和教化功能的官方

文书——政令、法令，计一千七百余件，以宋、元、明、清四代为主（因清代后期数量巨大，

嘉庆朝以后仅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对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主题词］公告/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主题词］地方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一凡 编 

［知识责任］王旭 编 

  

 

［正题名］古代榜文告示彚存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杨一凡，王旭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古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民众公布的兼有法律和教化功能的官方

文书——政令、法令，计一千七百余件，以宋、元、明、清四代为主（因清代后期数量巨大，

嘉庆朝以后仅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对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主题词］公告/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主题词］地方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一凡 编 

［知识责任］王旭 编 

  

 

［正题名］古代榜文告示彚存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杨一凡，王旭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古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民众公布的兼有法律和教化功能的官方

文书——政令、法令，计一千七百余件，以宋、元、明、清四代为主（因清代后期数量巨大，

嘉庆朝以后仅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对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主题词］公告/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主题词］地方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一凡 编 

［知识责任］王旭 编 

  

 

［正题名］古代榜文告示彚存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杨一凡，王旭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古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民众公布的兼有法律和教化功能的官方



文书——政令、法令，计一千七百余件，以宋、元、明、清四代为主（因清代后期数量巨大，

嘉庆朝以后仅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对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主题词］公告/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主题词］地方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一凡 编 

［知识责任］王旭 编 

  

 

［正题名］古代榜文告示彚存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杨一凡，王旭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古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民众公布的兼有法律和教化功能的官方

文书——政令、法令，计一千七百余件，以宋、元、明、清四代为主（因清代后期数量巨大，

嘉庆朝以后仅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对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主题词］公告/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主题词］地方政治/法律/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一凡 编 

［知识责任］王旭 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十一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十二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十三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十四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十五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十六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十七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十八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书目卷册］十九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 

［附注内容］本册有附录（原目录） 

［附注内容］本书对收藏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包括中

美两国往来照会文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各种文件、美国军情局有关中国的地区报告和

1906 年以前美国驻中国 18 个城市领事馆的领事报告等）整理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外交文件/1846-1931 

［主题词］照会/中美关系/1846-1931/汇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史论丛 

［第一责任人］朱玉湘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朱玉湘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890-1911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他主持

制订的文件，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当事人事后忆载的可信而

意思完整的演说和谈话，由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委任状、各种证券和收据，以及一部分题

词等，还包括孙中山所写的意思完整的批语以及他的作品。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1912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他主持

制订的文件，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当事人事后忆载的可信而

意思完整的演说和谈话，由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委任状、各种证券和收据，以及一部分题

词等，还包括孙中山所写的意思完整的批语以及他的作品。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1913-1916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4.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他主持

制订的文件，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当事人事后忆载的可信而

意思完整的演说和谈话，由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委任状、各种证券和收据，以及一部分题

词等，还包括孙中山所写的意思完整的批语以及他的作品。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1917-1918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5.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他主持

制订的文件，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当事人事后忆载的可信而

意思完整的演说和谈话，由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委任状、各种证券和收据，以及一部分题

词等，还包括孙中山所写的意思完整的批语以及他的作品。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1919.1-1921.11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5.4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他主持

制订的文件，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当事人事后忆载的可信而

意思完整的演说和谈话，由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委任状、各种证券和收据，以及一部分题

词等，还包括孙中山所写的意思完整的批语以及他的作品。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1921.12-1922.12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5.4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他主持

制订的文件，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当事人事后忆载的可信而

意思完整的演说和谈话，由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委任状、各种证券和收据，以及一部分题

词等，还包括孙中山所写的意思完整的批语以及他的作品。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1923.1-1923.6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5.10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他主持

制订的文件，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当事人事后忆载的可信而

意思完整的演说和谈话，由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委任状、各种证券和收据，以及一部分题

词等，还包括孙中山所写的意思完整的批语以及他的作品。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1923.7-1923.12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6.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他主持

制订的文件，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当事人事后忆载的可信而

意思完整的演说和谈话，由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委任状、各种证券和收据，以及一部分题

词等，还包括孙中山所写的意思完整的批语以及他的作品。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集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1924.1-1924.3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6.4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他主持

制订的文件，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当事人事后忆载的可信而

意思完整的演说和谈话，由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委任状、各种证券和收据，以及一部分题

词等，还包括孙中山所写的意思完整的批语以及他的作品。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1924.4-1924.8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6.4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他主持

制订的文件，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当事人事后忆载的可信而

意思完整的演说和谈话，由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委任状、各种证券和收据，以及一部分题

词等，还包括孙中山所写的意思完整的批语以及他的作品。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丛书］1924.9-1925.3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6.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他主持

制订的文件，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当事人事后忆载的可信而

意思完整的演说和谈话，由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委任状、各种证券和收据，以及一部分题

词等，还包括孙中山所写的意思完整的批语以及他的作品。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莫闲斋诗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俯民，李榕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丛编题名］时代学人思想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由本所王俯民赠阅 

［主题词］诗歌/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俯民 著 

［知识责任］李榕 著 

  

 

［正题名］梁澄宇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梁澄宇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5.10?] 

［知识责任］梁澄宇 著 

  

 

［正题名］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 

［第一责任人］秦和平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西南民族大学宗教学建设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作者秦和平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及其特点、基督教在四川的传播及其特点、道光

以前清政府对天主教的认识及禁教措施、清季基督宗教的活动及官绅士民对其认识、四川基

督宗教的教育及医药事业等等。 

［主题词］基督教/传播/历史/研究/四川 

［知识责任］秦和平 著 

  

 

［正题名］李秉衡评传 

［第一责任人］张天贵著 

［出版者］大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知识责任］张天贵 著 

  

 

［正题名］陈立夫生平与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张珊珍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知识责任］张珊珍 著 

  

 

［正题名］汪精卫传 

［第一责任人］闻少华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知识责任］闻少华 著 

  

 

［正题名］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 

［第一责任人］金光耀，王建朗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复旦史学专刊 第三辑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17832 的一册由作者本所王建朗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涵盖了北洋外交与国际体系，制度、法律与外交，政府外交及内政与

外交的互动，民族主义与国民外交，中外交涉中的个案分析，南方政府的对外交涉等方面。 

［主题词］北洋军 政府/中外关系/研究/文集 

［主题词］中外关系/北洋军 政府/研究/文集 

［主题词］外交史/北洋军 政府/中国/民国/文集 

［知识责任］金光耀 主编 

［知识责任］王建朗 主编 

  

 

［正题名］捻军研究 

［书目卷册］第三集 

［第一责任人］捻军研究学会编 

［主题词］捻军/研究/论文集 

［主题词］农民起义/研究/论文集 

  

 

［正题名］基督教思想评论 

［书目卷册］总第四辑（二○○六年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许志伟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缉分专题为：经典新释；两大教父研究小辑；诠释学；现代神学和宗教哲学

研究；书评与感悟篇等部分。 

［主题词］基督教/思想评论/丛刊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许志伟 主编 

  

 

［正题名］北大史学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论文、读史札记、北大史学论坛、档案和图书资讯及系友追忆等。 



［主题词］史学/世界/研究/中国/文集 

［次知识责任］彭小瑜 执行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润涛 执行主编 

  

 

［正题名］潘光旦图传 

［第一责任人］吕文浩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文化名人图传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由作者本所吕文浩赠阅 

［知识责任］吕文浩 著 

  

 

［正题名］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第一责任人］赵文津编著 

［出版者］地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四组文章，其内容包括：李四光、孙殿卿关于地质学找油理论及其实

际运用，及胡见义、黄第藩对陆地相地层生油理论所做的概述；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的回忆；

黄汲清“向华国锋、邓小平的上书”；赵文津所写有关大庆油田发现过程的基本事实、工作

经验的调查报告等。 

［主题词］石油工业/经济史/中国/史料/1949- 

［主题词］油气勘探/中国/史料/1949- 

［知识责任］赵文津 编著 

  

 

［正题名］中国会票概论 

［丛书］清代会票图录 

［第一责任人］俞鸿昌著 

［出版者］中国古钞学会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展示作为明清商家发行的异地兑现凭证的会票，重点对清代并沿用

至清末民初的发展历程加以分析研究。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票据/研究/中国/明清时期 

［知识责任］俞鸿昌 著 

  

 

［正题名］张自忠在平津 

［第一责任人］张庆隆，车晴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侧重于张自忠将军在平津时期，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在华北和日本人周旋折



冲的一段历史。汇集了当时参与事件的高级人员的回忆和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以求历史

的真实。 

［知识责任］张庆隆 编 

［知识责任］车晴 编 

  

 

［正题名］袁国平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江苏省新四军和华

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袁国平同志一生的革命经历十分丰富，曾发表了大量的讲话、报告、批示和文

章。本书精选了袁国平同志的讲话、批示和文章 40 篇，计 30 万字。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军队政治工作/文集 

［主题词］政论/军队政治工作/文集 

［知识责任］袁国平 著 

  

 

［正题名］荆江 

［副题名］洞庭湖地区的水患与乡村社会 

［第一责任人］杨鹏程主编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中国高校百部优秀社科专著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由作者湘潭师范学院杨鹏程赠阅 

［主题词］水灾/研究/洞庭湖地区/近代/文集 

［主题词］自然灾害/研究/洞庭湖地区/民国/文集 

［主题词］农村/社会生活/研究/洞庭湖地区/近代/文集 

［主题词］农民/生活/状况/研究/洞庭湖地区/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杨鹏程 主编 

  

 

［正题名］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 

［第一责任人］罗检秋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由作者本所罗检秋赠阅 

［主题词］清代哲学/学术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汉学/发展/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罗检秋 著 

  

 



［正题名］台州星座 

［第一责任人］朱汝略等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科学家/生平事迹/浙江/台州/当代 

［知识责任］朱汝略 著 

  

 

［正题名］浙東軍事蕪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朱汝略，奚水宽编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军事/历史/中国/浙江 

［知识责任］朱汝略 编著 

［知识责任］奚水宽 编著 

  

 

［正题名］浙東軍事蕪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朱汝略，奚水宽编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军事/历史/中国/浙江 

［知识责任］朱汝略 编著 

［知识责任］奚水宽 编著 

  

 

［正题名］清至民国蓄妾习俗之变迁 

［第一责任人］程郁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风俗习惯/婚姻/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多妻制/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多妻制/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程郁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 

［副题名］1937-1945 

［第一责任人］黄立人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附注内容］本书收《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 发西南的历史评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

工业内迁初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等 9 篇文章。 

［主题词］抗日战争/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四川/1937-1945/文集 

［知识责任］黄立人 著 

  

 

［正题名］蒋介石年谱初稿 

［第一责任人］万仁元，方庆秋主编 

［译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封面、书脊书名为《蒋介石年谱》 

［附注内容］本书系根据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二书互校辑录。书中照录了曾在初稿秘本中被蒋介石亲手删改的许多文字。 

［知识责任］万仁元 主编 

［知识责任］方庆秋 主编 

  

 

［正题名］凤凰村的变迁 

［副题名］《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 

［并列题名］Changes of Phoenis Village 

［副题名］re-study daniel Kulp's Phoenix Village 

［第一责任人］周大鸣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研究论丛 周晓虹，谢曙光，黄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全方位记录和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

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现状。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 

［主题词］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潮州 

［主题词］社会变迁/乡村/研究/潮州 

［知识责任］周大鸣 著 

  

 

［正题名］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常建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主题词］国家/社会政策/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常建华 著 

  



 

［正题名］清史考辨 

［第一责任人］白新良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论文，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入关前一些重要史实的考察和论述；

第二部分是对靖朝入主中原以迄道光时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及相关文献的考察和论述；第三部

分收录两篇文章。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文集 

［主题词］清代历史事件/考证/文集 

［知识责任］白新良 著 

  

 

［正题名］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王云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大运河/流域/山东/明清时代 

［主题词］大运河/影响/流域/社会变迁/研究/山东/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王云 著 

  

 

［正题名］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历史档案/档案资料/中国/1949-1999 

［主题词］档案资料/历史档案/中国/1949-1999 

  

 

［正题名］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历史档案/档案资料/中国/1949-1999 

［主题词］档案资料/历史档案/中国/1949-1999 

  

 

［正题名］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副题名］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 

［第一责任人］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以太平洋战争前的各

时期的历史事实为研究重点，分析构成今天的日中关系基础的各事件与历史认识的框架；第

二部分“为了实现和解的历史认识”，选取了横亘在现代社会的日中间的课题，并对未来作

了展望。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文集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杰 著 

［知识责任］三谷博 著 

［知识责任］杨大庆 著 

  

 

［正题名］罗瑞卿军事文选 

［第一责任人］[罗瑞卿著] 

［译者］《罗瑞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罗瑞卿同志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七八年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讲话、

文电等八十篇。 

［主题词］军事理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罗瑞卿 著 

  

 

［正题名］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 

［第一责任人］张崇旺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陈支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江淮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江淮地区的灾情

概况、灾害与江淮地区的农耕社会、江淮地区的水利治灾工程、江淮地区的仓储备荒、官府

和民间社会力量在江淮地区的抗灾救灾。 

［主题词］自然灾害/影响/社会发展/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主题词］自然灾害/影响/经济发展/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主题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张崇旺 著 

  

 

［正题名］中国出版史料 

［丛书］现代部分 

［丛书］补卷 

［书目卷册］上册 

［副题名］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宋原放主编 

［译者］陈江辑注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卷基本对应补充收录正编“现代部分（第一卷）：1919 年 5 月五四运动至 1937

年 7 月”中，与出版工作有关的，以及与图书、期刊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科研等有

直接关联的史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史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19-1937/史料 

［知识责任］宋原放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江 辑注 

  

 

［正题名］中国出版史料 

［第一责任人］宋原放主编 

［丛书］现代部分 

［丛书］补卷 

［书目卷册］中册 

［副题名］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吴道弘辑注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卷基本对应补充收录正编“现代部分（第二卷）：1937 年 7 月至 1949 年 9

月”中，与出版工作有关的，以及与图书、期刊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科研等有直接

关联的史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史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37-1949/史料 

［知识责任］宋原放 主编 

［知识责任］吴道弘 辑注 

  

 

［正题名］中国出版史料 

［第一责任人］宋原放主编 

［丛书］现代部分 

［丛书］补卷 

［书目卷册］下册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方厚枢辑注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卷基本对应补充收录正编“现代部分（第三卷）：1949 年 10 月至 1999 年 12

月”中，与出版工作有关的，以及与图书、期刊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科研等有直接

关联的史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史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49-2000/史料 

［知识责任］宋原放 主编 

［知识责任］方厚枢 辑注 

  

 

［正题名］旧时的大学和学人 

［副题名］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们的背影 

［第一责任人］张晓唯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书中描述了上个世纪人们熟知的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南 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的校长们严复、蔡元培、梅贻琦、罗家伦、蒋梦麟和那个

时代有重要代表性的学人如胡适、鲁迅、钱穆等人，描写出了他们周旋于各种势力与局面之

间、学者之间的交往中凸现校长和学人们的个性。 

［主题词］校长/大学/生平事迹/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大学/教育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张晓唯 著 

  

 

［正题名］1911-1912：辛亥首义阳夏之战 

［第一责任人］陈国安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讲述了辛亥首义和阳夏之战的过程和意义，内容包括：慈禧出逃、列

强瓜分中国的“时局图”、立宪派要推倒皇族内 等。 

［主题词］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史料/1911-1912 

［主题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料/1911-1912 

［知识责任］陈国安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人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袁洪亮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人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 钟明华，叶启绩主编 《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系

列丛书 李萍，钟明华，叶启绩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课题系中山大学 985 一期规划项目及广东省“千百十”优秀人才培养基金

项目并得到项目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人学研究的思想史视角：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的深化；中国近代

人学思想的源头：明清之际启蒙人学思想中的近代因素；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早期资产阶级维

新派的人学思想；中国近代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初步发展等。 

［主题词］人学/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袁洪亮 著 

  

 

［正题名］回忆周子健同志 

［第一责任人］《回忆周子健同志》编委会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正题名］晚清悲风 

［副题名］文廷式传 

［第一责任人］肖麦青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乡人的满腔热情，记述清末光绪皇帝亲擢的朝廷命官、珍妃的老师、

作为“后清流”代表、主战派的中坚，还是甚享时誉的晚清四大词家之一的文廷式极具传奇

色彩的一生。并描绘了慈禧专权下晚清朝政的腐败黑暗。 

［知识责任］肖麦青 著 

  

 

［正题名］八十年代文化意识 

［第一责任人］甘阳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主题词］文化/思想性/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甘阳 主编 

  

 

［正题名］李敖全传 

［第一责任人］蒋彦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知识责任］蒋彦 著 

  

 

［正题名］细说北京往事 

［第一责任人］树军编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人文北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撷以前出版的有关北京往事的报刊、杂志、书籍和史料结集而成的《话说

北京城》丛书之精华，汇集成书。 

［附注内容］本书细说了北京建都 800 多年来，上至皇宫下至民间底层的“谜事”、“秘事”、

“怪事”、“婚事”、“丧事”、“幸事”、“憾事”和“耻事”共 113 则，并配有老照片等插图

90 余幅。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 

［知识责任］树军 编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第一责任人］杨牧之总主编 

［丛书］历史学卷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张彤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 20 世纪我国历史学的状况作简要的评述，全书分正编、副编、大事记

三个部分。正编分专题介绍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状况，副编选登一个世纪内 有代表性

的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论文或著作，大事记则按时间顺序，记载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重大事

件。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历史/史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杨牧之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高华 主编 

［知识责任］张彤 主编 

  

 

［正题名］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 

［丛书］中英關係卷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路礦實業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卷所选档案（主件、附件）311 件，内容集中在路矿实业方面，并注明中西

历对照时间。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中国/英国/清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英关系/档案资料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中英关系/档案资料 

［主题词］工业史/中英关系/档案资料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55 年要览 

［副题名］1949-2004 

［第一责任人］杨元华…[等]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资料起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于 2004 年 6 月 10

日。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对外关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



和社会生活十大类。 

［主题词］现代史/大事记/中国/1949-2004 

［主题词］大事记/中国/1949-2004 

［知识责任］杨元华 主编 

［知识责任］沈济时 主编 

［知识责任］陈挥 主编 

［知识责任］高平平 主编 

  

 

［正题名］聊城通史 

［第一责任人］程玉海主编 

［译者］李泉，王芸副主编 

［丛书］古代卷 

［第一责任人］王云，陈昆麟[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 重大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总结了聊城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文化成就，彰显了聊城的历史文化地

位。包括历史进程、典志文化、人物传记等章节。 

［主题词］地方史/山东/聊城 

［知识责任］程玉海 主编 

［知识责任］王云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陈昆麟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泉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芸 副主编 

  

 

［正题名］聊城通史 

［第一责任人］程玉海主编 

［译者］李泉，王芸副主编 

［丛书］近代卷 

［第一责任人］张礼恒，刘如峰[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 重大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总结了聊城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文化成就，彰显了聊城的历史文化地

位。包括历史进程、典志文化、人物传记等章节。 

［主题词］地方史/山东/聊城 

［知识责任］程玉海 主编 

［知识责任］张礼恒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刘如峰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泉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芸 副主编 

  



 

［正题名］聊城通史 

［第一责任人］程玉海主编 

［译者］李泉，王芸副主编 

［丛书］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刘卫东，刘文英[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 重大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总结了聊城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文化成就，彰显了聊城的历史文化地

位。包括历史进程、典志文化、人物传记等章节。 

［主题词］地方史/山东/聊城 

［知识责任］程玉海 主编 

［知识责任］刘卫东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刘文英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泉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芸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音乐史 

［第一责任人］汪毓和编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丛书 

［附注内容］大学本科教材 可供研究生和专业工作者阅读参考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西洋音乐文化的传入及早

期中国新音乐的萌芽；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初期建设等。 

［主题词］音乐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音乐史/高等教育/教材/中国 

［知识责任］汪毓和 编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涂文学，邓正兵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国内外对抗战文化颇有研究的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

以史实为基础，对抗战时期“救亡与发展“的文化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 

［主题词］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 

［主题词］文化史 

［知识责任］涂文学 主编 

［知识责任］邓正兵 主编 

  



 

［正题名］远逝的硝烟 

［副题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方靖亲历纪实 

［第一责任人］方知今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方靖的口述整理而成，详细叙述其三十年戎马生涯，透视了国民党军

队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 

［知识责任］方知今 著 

  

 

［正题名］从兰社到《现代》 

［副题名］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 

［第一责任人］金理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采取社团与人事互为参证的方式，研究从“兰社”而“璎珞社”而“文学

工场”而“水沫社”、直至《现代》杂志的演变，探讨这一社团的聚结、发展、离散过程。 

［主题词］现代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社会团体/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思和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丁帆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金理 著 

  

 

［正题名］民间的文人雅集 

［副题名］南社研究 

［第一责任人］栾梅健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陈思和，丁帆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论者从新文学与旧文学、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多重关系中，重点考察了南社

成员的地缘背景和亦儒亦侠的文人生活方式，从而清晰地彰显出南社在 20 世纪上半叶风云

激荡的文学思潮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价值与意义。 

［主题词］现代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社会团体/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思和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丁帆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栾梅健 著 

  



 

［正题名］寻找归宿的流浪者 

［副题名］创造社研究 

［第一责任人］咸立强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陈思和，丁帆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社团内各种发展取向之间相互激荡的细微梳理与辨析，较为全面地

描述了创造社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历史过程。 

［主题词］现代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社会团体/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思和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丁帆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咸立强 著 

  

 

［正题名］飞扬跋扈为谁雄 

［副题名］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 

［第一责任人］庄森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陈思和，丁帆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将当时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还原到日常生活的逻辑上加以考察，从经济、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材料来探寻新青年社团的形成，披露、考证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主题词］现代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社会团体/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思和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丁帆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庄森 著 

  

 

［正题名］黑暗中的追寻 

［副题名］栎社研究 

［第一责任人］许俊雅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陈思和，丁帆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以日据时期的台湾栎社为研究对象，以日据时期台湾的历史和文化为背景，

通过对栎社相关资料的搜遗钩沉和梳爬辨析，具体考察了栎社本身、栎社与栎社成员、栎社

与社会时代间的互动关系。 

［主题词］现代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社会团体/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思和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丁帆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许俊雅 著 

  

 

［正题名］粟裕年谱 

［第一责任人］朱楹，温镜湖撰稿 

［译者］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搜集了一批粟裕文电和活动资料，经过近几年的编写和反复订正、推敲，

形成了本稿，翔实地记述了粟裕同志的一生。 

［知识责任］朱楹 撰稿 

［知识责任］温镜湖 撰稿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潮史 

［第一责任人］尹继佐，周山主编 

［书目卷册］卷一 

［丛书］子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周山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五章，内容包括：绪论、子学思潮兴起的原因、老子论道、邓析操

“两可”、孔丘讲“仁义”、墨翟倡“兼爱”、孟轲论“性善”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尹继佐 主编 

［知识责任］周山 主编 

［知识责任］周山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潮史 

［第一责任人］尹继佐，周山主编 

［书目卷册］卷二 

［丛书］经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王绍玺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西汉政权创建者对思想统治工具的选择及遗患、独

尊儒术的决策和经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公羊传》对独尊儒术的独特影响、汉代的博士制度

和经学教育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经学/思想史/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主题词］儒家/思想史/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知识责任］尹继佐 主编 

［知识责任］周山 主编 

［知识责任］王绍玺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潮史 

［第一责任人］尹继佐，周山主编 

［书目卷册］卷三 

［丛书］玄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朱义禄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内容包括：东汉末年的名教危机、玄学思潮的兴起、名教与自然之辩、

有无之辩、言意之辩、魏晋风度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玄学/思想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尹继佐 主编 

［知识责任］周山 主编 

［知识责任］朱义禄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潮史 

［第一责任人］尹继佐，周山主编 

［书目卷册］卷四 

［丛书］佛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夏金华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八章，内容包括：隋唐佛学兴起的内因与外缘、天台智顗的思想理

论与实践学说、天台学说的继承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佛学/思想史/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主题词］佛教/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尹继佐 主编 

［知识责任］周山 主编 

［知识责任］夏金华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潮史 

［第一责任人］尹继佐，周山主编 

［书目卷册］卷五 

［丛书］道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徐洪兴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道学与道学思潮、道学思潮产生的背景、唐宋之际

的文化变迁、道学思潮的初兴、道学思潮的高涨、道学思潮的鼎盛、道学的官学化及衰变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道家/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尹继佐 主编 

［知识责任］周山 主编 

［知识责任］徐洪兴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潮史 

［第一责任人］尹继佐，周山主编 

［书目卷册］卷六 

［丛书］心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翁绍军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四章，内容包括：知识群体、学理走向、外部背景、白沙心学、白

沙心学传人、甘泉心学、阳明心学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心学/思想史/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尹继佐 主编 

［知识责任］周山 主编 

［知识责任］翁绍军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潮史 

［第一责任人］尹继佐，周山主编 

［书目卷册］卷七 

［丛书］朴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李海生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四章，内容包括：清代朴学思潮的界定、清代朴学思潮兴起的内在

原因、清代朴学思潮兴起的外部原因、清初的学术转变与朴学思潮的形成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汉学/考据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考据学/汉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尹继佐 主编 

［知识责任］周山 主编 

［知识责任］李海生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潮史 

［第一责任人］尹继佐，周山主编 

［书目卷册］卷八 

［丛书］现代多元学术思潮 

［第一责任人］方松华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现代多元学术思潮兴起的内因外缘、西学思潮的初

起、三民主义、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西学思潮的高峰、激进与保守之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现代哲学/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尹继佐 主编 

［知识责任］周山 主编 

［知识责任］方松华 著 

  

 

［正题名］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桑兵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丛编题名］旋涡·文化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91 年由台北稻禾出版社出版，1995 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现

增订后再版。 

［主题词］学生运动/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封建社会学校/社会变迁/关系/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变迁/教育/关系/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桑兵 著 

  

 

［正题名］帝制末与世纪末 

［副题名］中国文学文化考论 

［第一责任人］陈建华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文集/古代/当代 

［主题词］文化/思想/研究/中国/文集/古代/当代 

［知识责任］陈建华 著 

  

 

［正题名］从历史看人物 

［副题名］在台湾洪建全基金会敏隆讲座上的讲演 



［第一责任人］许倬云[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丛编题名］许倬云作品 

［主题词］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许倬云 著 

  

 

［正题名］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译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我的第二

次学术生命》、《晋商的理财文化》、《人文价值再思考》等文章。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费老一生研究文化特别是文化自觉问题的主要论著，有助于费老学

术思想特别是文化自觉论的研究与传播。 

［主题词］文化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1945-2005 年台湾地区清史论著目录 

［第一责任人］周惠民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论著目录系列 

［主题词］专题目录/清代/历史/研究/台湾地区/1945-2005 

［主题词］清代/历史/研究/专题目录/台湾地区/1945-2005 

［知识责任］周惠民 主编 

  

 

［正题名］1971-2006 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 

［第一责任人］马钊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论著目录系列 

［主题词］专题目录/清代/历史/研究/美国/1971-2006 

［主题词］清代/历史/研究/专题目录/美国/1971-2006 

［知识责任］马钊 主编 

  

 

［正题名］天有凶年 

［副题名］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夏明方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救灾/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社会救济/自然灾害/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自然灾害/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知识责任］夏明方 主编 

  

 

［正题名］永利与黄海 

［副题名］近代中国化工的典范 

［第一责任人］陈歆文，周嘉华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中国近代著名的民营化工企业——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和民营化工研究

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从创立到 1952 年转制的历程，展示范旭东、侯德榜、孙学悟、

李炷尘等一批早期留学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宏愿和实践，体现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坎坷经历与血泪教训。 

［主题词］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化学工业/工业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化工企业/经济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陈歆文 著 

［知识责任］周嘉华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电力技术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黄晞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路甬祥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中国发电设备制造技术和电力生产技术发展。按旧中国、新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脉络，系统全面地阐述中国电力发展的历程、特征和前景；并对发达国家电力工业

的技术进步加以研究。 

［主题词］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电力工业/工业技术/技术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黄晞 著 

  

 

［正题名］抗日爱国名将潘文华将军传 



［第一责任人］潘夕潮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潘夕潮 著 

  

 

［正题名］宋庆龄年谱 

［副题名］1893-1981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盛永华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依年月日次序记载革命家宋庆龄的生平事迹，分上下两编，上编（1893～

1949）记述她的家世，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和支援解放区的工作；下编（1949～1981）记述

了她作为新中国领导人之一的政务活动。 

［知识责任］盛永华 主编 

  

 

［正题名］宋庆龄年谱 

［副题名］1893-1981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盛永华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依年月日次序记载革命家宋庆龄的生平事迹，分上下两编，上编（1893～

1949）记述她的家世，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和支援解放区的工作；下编（1949～1981）记述

了她作为新中国领导人之一的政务活动。 

［知识责任］盛永华 主编 

  

 

［正题名］孙文选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黄彦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次知识责任］黄彦 编 

  

 

［正题名］孙文选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黄彦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次知识责任］黄彦 编 

  

 

［正题名］孙文选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黄彦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次知识责任］黄彦 编 

  

 

［正题名］曾国荃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奏疏 

［第一责任人］（清）曾国荃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 

［主题词］奏议/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曾国荃 著 

  

 

［正题名］曾国荃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奏疏 

［第一责任人］（清）曾国荃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 

［主题词］奏议/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曾国荃 著 

  

 

［正题名］曾国荃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书札 

［第一责任人］（清）曾国荃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 

［主题词］书信/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曾国荃 著 

  

 

［正题名］曾国荃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书札 电稿 

［第一责任人］（清）曾国荃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 

［主题词］电报信函/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曾国荃 著 

  

 

［正题名］曾国荃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家书 

［第一责任人］（清）曾国荃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 

［主题词］书信/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曾国荃 著 

  

 

［正题名］曾国荃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公牍·批牍·文集·诗词·联语·题铭·附录 

［第一责任人］（清）曾国荃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 

［知识责任］曾国荃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通史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近代 

［主题词］社会发展/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知识责任］张海鹏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通史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 

［第一责任人］虞和平，谢放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知识责任］虞和平 著 

［知识责任］谢放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通史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通史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李细珠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知识责任］张海鹏 著 

［知识责任］李细珠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通史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民国的初建（1912-1923） 

［第一责任人］汪朝光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知识责任］汪朝光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通史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 

［第一责任人］王奇生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知识责任］王奇生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通史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内战与危机（1927-1937） 

［第一责任人］杨奎松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知识责任］杨奎松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通史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抗日战争（1937-1945） 

［第一责任人］王建朗，曾景忠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知识责任］王建朗 著 

［知识责任］曾景忠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通史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 

［第一责任人］汪朝光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知识责任］汪朝光 著 

  

 

［正题名］沈家本未刻書集纂補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沈家本撰 

［译者］韓延龍，劉海年，沈厚鐸等整理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文集/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法学/文集/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沈家本 撰 

［次知识责任］韩延龙 整理 

［次知识责任］刘海年 整理 

［次知识责任］沈厚铎 整理 

  

 

［正题名］沈家本未刻書集纂補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沈家本撰 

［译者］韓延龍，劉海年，沈厚鐸等整理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文集/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法学/文集/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沈家本 撰 

［次知识责任］韩延龙 整理 

［次知识责任］刘海年 整理 

［次知识责任］沈厚铎 整理 



  

 

［正题名］中国乡村研究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美）黄宗智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论文包括：《离婚法实践》，《乡村司法的图景》，《乡村-政府之间的合

作》，《宗族、民族-国家与现代性》，《农民国家观念形成机制的求解》，《一种惯习的传承、

自救与消解》，《宗族复兴背景下的人口迁移》等。 

［主题词］农村/问题/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黄宗智 主编 

  

 

［正题名］祭往 

［副题名］挽联中的近代名人 

［第一责任人］刘磊，方玉萍著 

［出版者］中国长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以挽联故事的形式记录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胡

适、陈独秀等近代名人对生死之感慨，对时事之追怀，对人物之评价。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挽联/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磊 著 

［知识责任］方玉萍 著 

  

 

［正题名］走过青春 

［副题名］100 名知青的命运写照 

［第一责任人］黑明撰文/摄影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黑镜头 中国的故事 09 

［附注内容］1966-2006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老三届毕业 40 年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国/摄影集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黑明 撰文/摄影 

  

 

［正题名］大突破 

［副题名］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第一责任人］马立诚著 

［出版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用了大量确凿的史实，记录了中国私营经济从 1949 年到 2005 年的兴衰、

发展的历史，记录了围绕私营经济的理论的演变与突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政策

的变化与发展，记录了私营经济对改革 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主题词］私营经济/经济史/中国/1949-2005/史料 

［主题词］经济发展模式/历史/中国/1949-2005 

［知识责任］马立诚 著 

  

 

［正题名］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七卷 

［第一责任人］袁行霈主编 

［译者］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故宫往事 

［第一责任人］向斯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章，以丰富的史料，展现民国时期紫禁城里发生的政界要事、文坛

轶事、皇城旧事以及宫廷珍宝的命运等。 

［主题词］史料/故宫/民国 

［主题词］故宫/史料/民国 

［知识责任］向斯 著 

  

 

［正题名］1900 年的北京 

［第一责任人］（意）阿德里亚诺·马达罗(Adriano Madaro)著 

［译者］项佳谷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它在 100 年之后重新打 一系列敏感的外交文件，对

中华帝国的终结做出了解释，让历史的真相浮出了水面。同时，也让那个日渐远去的老北京

浮现在人们的面前。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史料 

［知识责任］马达罗 著 

［知识责任］Madaro 著 

［次知识责任］项佳谷 译 

  

 

［正题名］慈禧画传 



［第一责任人］徐彻著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书馆考究·人物影像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关于慈禧的 10 大谜案，并配图 200 余篇，向读者展示一个接近历

史真实的慈禧。 

［知识责任］徐彻 著 

  

 

［正题名］尹达集 

［第一责任人］[尹达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郭沫若与古代社会

研究》、《悼嵇文甫同志》等文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考古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尹达 著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二编 

［丛书］江西全省輿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二编 

［丛书］江西全省輿圖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二编 

［丛书］江西全省輿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二编 

［丛书］廣西輿地圖說 廣西輿地全國圖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二编 

［丛书］湖北輿地圖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地图集汇编 

［书目卷册］二编 

［丛书］山東全省考古輿圖 江南安徽全圖 全臺輿圖 

［第一责任人］古道编委会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清代地图集是根据一定主题、用途和区域范围，经过统一设计，将有机联系与

相互补充的一定数量地图汇编成册的地图作品集。它是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防军事、科

学研究及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工具书。本图集所汇选清代地图集以区域性地图集为主，近期已

有影印本问世的清代地图集将不再收录。 

［主题词］历史地图/中国/清代 

  

 

［正题名］满族宗谱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林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满族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编、中编、下编三部分，上编为史事综述，综合论述宗谱中要点；中

编为宗谱分析，选择有代表性的宗谱；下编为宗谱节选，选录典型宗谱之精华部分。 

［主题词］氏族谱系/满族/研究 

［主题词］满族/氏族谱系/研究 

［知识责任］李林 著 

  

 

［正题名］由传统走向现代 

［副题名］论中国史学的转型 

［第一责任人］刘俐娜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20世纪 初30年间中国史学由传统研究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的历程。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1900-1930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刘俐娜 著 

  

 

［正题名］清代藩部研究 

［副题名］以政治变迁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张永江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章，包括：历史传统与清代藩属制度、清代藩部形成的政治背景、

地理环境、建置沿革、行政模式等内容。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边疆地区/地方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民族地区/民族问题/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永江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海疆史纲 

［第一责任人］安京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主题词］海疆/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安京 著 

  

 

［正题名］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常建华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古代社会生活图记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从皇宫帝苑到市井闾巷的悠悠往事，分析中国各种节日的起源、演变、

性质和民俗，系统地反映出中国古代岁时节日的基本面貌，并提出一些新说。 

［主题词］节日/风俗习惯/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常建华 著 

  

 

［正题名］乡村基督教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结构性位秩 

［副题名］华南 Y 县 X 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峰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第七辑 

［附注内容］本书以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基督教为个案，通过对基督教在当地社会所表

现出的特征和功能的分析，探讨基督教宗教性和社会性的表达形式及在社会结构中的界限

（地位）问题。 

［主题词］乡村/基督教/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基督教/教会/社会地位/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李峰 著 

  

 

［正题名］近代东亚的社会转型与法制变迁 



［第一责任人］赵立新，毕连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法制的传统与现代化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近代以前东亚的社会与法秩序，中国传统重负下的法制改革，日

本法律的模仿与创新，朝鲜由被动到自觉的法制变革等。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东亚/近代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东亚/近代 

［知识责任］赵立新 著 

［知识责任］毕连芳 著 

  

 

［正题名］中国地理学家及地理单位名录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理学会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地理学家/人名录/中国/当代 

［主题词］地理学/研究机构/中国/当代 

  

 

［正题名］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 

［第一责任人］侯德仁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区域地理/历史/研究/西北地区/清代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侯德仁 著 

  

 

［正题名］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 

［第一责任人］常建华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古代社会生活图记 

［附注内容］本书上下两编。上编将古代有关婚姻思想、政策、制度与社会实际状况结合起

来考察；下编收入《明代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清代溺女婴问题》、《明清女性世纪丛说》

等文章。 

［主题词］女性/婚姻问题/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婚姻问题/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常建华 著 

  

 

［正题名］阅读梁启超 

［第一责任人］夏晓虹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学苑话题 03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作者研究梁启超的随笔、书评、序跋、论文等，共 23 篇。 

［知识责任］夏晓虹 著 

  

 

［正题名］当年游侠人 

［副题名］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学苑话题 01 

［主题词］文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著 

  

 

［正题名］生命的沉湖 

［第一责任人］钱理群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学苑话题 02 

［附注内容］本书分生命的沉湖、精神散步、运交华盖、炼狱之火、魂归何处五辑。内容涉

及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人物研究等诸多方面。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钱理群 著 

  

 

［正题名］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第一责任人］江滢河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2 

［丛编题名］中外交流历史文丛 蔡鸿生主编 

［主题词］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绘画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绘画史/中外关系/文化交流/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江滢河 著 

  

 

［正题名］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 

［第一责任人］齐思和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丛编题名］名师讲义 



［主题词］史学/概论/教材 

［知识责任］齐思和 著 

  

 

［正题名］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 

［第一责任人］吕思勉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丛编题名］名师讲义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教材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教材 

［知识责任］吕思勉 著 

  

 

［正题名］风雨七十年 

［副题名］时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 

［第一责任人］周克口述 

［译者］顾训中整理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走上革命之路、抗日烽火中的地下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在

共和国初创的日子里、非常岁月、激情满腔的拨乱反正等章节，记录了作者七十多年的革命

历程。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克 口述 

［次知识责任］顾训中 整理 

  

 

［正题名］中日乡土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铁军…[等]著 

［出版者］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民俗·文化·传播丛书 

［附注内容］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资金资助出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社会文化项目 

“中日乡土文化研究”编写组成员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华北地区宗教信仰的历史变迁与转型、中日两国“家”意识变迁

研究、日本农村传统家庭中的宗教信仰、日本的佛龛、神龛、墓地、农村家庭生活基础与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信仰的构筑与文化身份的确立等。 

［主题词］比较文化/文化传统/中国/日本 

［主题词］传统文化/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知识责任］铁军 著 

［知识责任］周洁 著 

［知识责任］江新兴 著 

［知识责任］侯越 著 



  

 

［正题名］民國廣東商業史 

［第一责任人］黄增章著 

［译者］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进會合編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嶺南文庫 

［附注内容］本书按时间顺序分述广东商业在民国年间不同时段的发展状况，同时分类叙述

各商业行业的情况，反映了广东商业发展的脉络和广东商业的地方特色。 

［主题词］商业史/广东省/民国 

［知识责任］黄增章 著 

  

 

［正题名］朱希祖文存 

［第一责任人］朱希祖著 

［译者］周文玖選編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中華學術叢書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选收历史学家朱希祖在新中国成立前发表的政论、文学、史学、学科

建设、序跋等方面的论著。 

［知识责任］朱希祖 著 

［次知识责任］周文玖 选编 

  

 

［正题名］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 

［副题名］五四思想史论 

［第一责任人］洪峻峰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主题词］五四运动（1919）/研究 

［知识责任］洪峻峰 著 

  

 

［正题名］中国风俗丛谈 

［第一责任人］齐如山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齐如山作品系列 

［主题词］风俗习惯/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齐如山 著 

  

 



［正题名］人文与理性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译者］程嫩生，罗群等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丛编题名］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 何俊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多篇论文组成，集中研究中国思想史，涉及 3 世纪到当代，体裁有专论、

书评、条目和序跋，曾发表于 1980-2000 年。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程嫩生 译 

［次知识责任］罗群 译 

  

 

［正题名］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 

［第一责任人］李剑鸣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历史/研究方法 

［主题词］史学家/修养 

［知识责任］李剑鸣 著 

  

 

［正题名］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 

［第一责任人］钱理群，严瑞芳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教育工作者/北京大学/生平事迹/文集 

［知识责任］钱理群 主编 

［知识责任］严瑞芳 主编 

  

 

［正题名］非常言 

［副题名］1840-1949 中国人的非常话语 

［第一责任人］李异鸣编 

［出版者］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附注内容］本书以《世说新语》类似的体裁，摘取近代各种人物的言行举止、思想碎片，

通过细节显现出人性真实的一面，将真实还原于历史。全书分为史景、国事、武运、军事、

革命、将帅、世道、爱憎、廉耻、诙谐、文坛、学者、言论、敬挽、苦难等 15 篇。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名人/语言/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李异鸣 编 



  

 

［正题名］中国高考史述论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杨学为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高考/历史/研究/中国/1949-1999 

［主题词］入学考试/高等学校/研究/中国/1949-1999 

［主题词］高等教育史/研究/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杨学为 著 

  

 

［正题名］失败的遗产 

［副题名］中华首届国会制宪 

［副题名］1913-1923 

［第一责任人］严泉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依据民初制宪会议的原始记录，对民初

制宪政治和民主转型终以失败结束予以分析；同时还将民国制宪与美、法等国制宪过程进行

了比较。 

［主题词］民主政治/法制史/研究/中国/1913-1923 

［主题词］议会/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宪法/法制史/研究/中国/1913-1923 

［知识责任］严泉 著 

  

 

［正题名］打 尘封的记忆 

［副题名］细说档案里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山东省档案局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主题词］档案/史料/山东/近代/现代 

  

 

［正题名］学术随感录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分“学界观察”、“出版遐想”、“书林漫话”三部分，汇集作者有关文学、

教育、出版等方面的文章及书评数篇，均限于有关“学术”的随感。 

［主题词］学术/研究/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平原 著 

  

 

［正题名］寻访东洋人 

［副题名］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 

［副题名］1868-1945 

［第一责任人］陈祖恩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文字与图象的组合，重现日侨群体与近代上海都市共同成长，从移居、

发展到离去的全过程，展示在沪日侨经济、文化、社会诸多侧面的百年往事。 

［主题词］侨民/史料/日本/1868-1945 

［主题词］中日关系/侨民问题/1868-1945 

［知识责任］陈祖恩 著 

  

 

［正题名］蒋介石日记揭秘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秀章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15-1949 年间蒋介石的日记文本相关内容进行解析、评注、诠释。围

绕蒋氏自身的“独白”与“自供”，评述其在大陆的功与过、是与非。 

［知识责任］张秀章 编著 

  

 

［正题名］蒋介石日记揭秘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秀章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15-1949 年间蒋介石的日记文本相关内容进行解析、评注、诠释。围

绕蒋氏自身的“独白”与“自供”，评述其在大陆的功与过、是与非。 

［知识责任］张秀章 编著 

  

 

［正题名］市场与调控 

［副题名］李鹏经济日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鹏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2 

［主题词］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当代 

［主题词］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当代 



［主题词］中国经济/国民经济管理/当代 

［知识责任］李鹏 著 

  

 

［正题名］市场与调控 

［副题名］李鹏经济日记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李鹏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2 

［主题词］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当代 

［主题词］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当代 

［主题词］中国经济/国民经济管理/当代 

［知识责任］李鹏 著 

  

 

［正题名］市场与调控 

［副题名］李鹏经济日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鹏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2 

［主题词］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当代 

［主题词］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当代 

［主题词］中国经济/国民经济管理/当代 

［知识责任］李鹏 著 

  

 

［正题名］法国文化史 

［并列题名］Histoire culth1urelle de la France 

［第一责任人］（法）让－皮埃尔·里乌，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 

［书目卷册］Ⅰ 

［丛书］中世纪 

［并列题名］Le moyen age 

［第一责任人］ （法）米歇尔·索托，让－帕特里斯·布代，阿尼达·盖鲁－雅拉贝著 

［译者］杨剑译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法克兰诸王统治下的文化遗产与革新、创造的时代（11-13 世

纪）、中世纪文化绚丽多彩的暮秋（14-15 世纪）等。 

［主题词］文化史/法国 

［主题词］文化史/法国/中世纪 

［知识责任］里乌 主编 

［知识责任］Rioux 主编 



［知识责任］西里内利 主编 

［知识责任］Sirinelli 主编 

［知识责任］索托 著 

［知识责任］Sot 著 

［知识责任］布代 著 

［知识责任］Boudet 著 

［知识责任］盖－鲁雅拉贝 著 

［知识责任］Guerreau-Jalabert 著 

［次知识责任］杨剑 译 

  

 

［正题名］法国文化史 

［并列题名］Histoire culth1urelle de la France 

［第一责任人］（法）让－皮埃尔·里乌，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 

［书目卷册］Ⅱ 

［丛书］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 

［并列题名］De la renaissance a l'aube des lumieres 

［第一责任人］（法）阿兰·克鲁瓦，让·凯尼亚著 

［译者］傅绍梅，钱林森译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旧世界、缓慢的革命（约 1520 年-约 1580 年）、还人之为人（约

1580 年-约 1660 年）和古典主义时期（约 1660 年-约 1720 年）等。 

［主题词］文化史/法国 

［主题词］文化史/法国/中世纪 

［知识责任］里乌 主编 

［知识责任］Rioux 主编 

［知识责任］西里内利 主编 

［知识责任］Sirinelli 主编 

［知识责任］克鲁瓦 著 

［知识责任］Croix 著 

［知识责任］凯尼亚 著 

［知识责任］Queniart 著 

［次知识责任］傅绍梅 译 

［次知识责任］钱林森 译 

  

 

［正题名］法国文化史 

［并列题名］Histoire culth1urelle de la France 

［第一责任人］（法）让－皮埃尔·里乌，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 

［书目卷册］Ⅲ 

［丛书］启蒙与自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 

［并列题名］Lumieres et liberte: les dix-huitieme et dix-neuvieme siecles 

［第一责任人］（法）安东尼·德·巴克， 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著 



［译者］朱静，许光华译 

［译者］李棣华校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启蒙时代文化、文化共享、文化政治化、从评论家文化到公民

文化、文化遗产、走向民主的文化等。 

［主题词］文化史/法国 

［主题词］文化史/法国/十八世纪/十九世纪 

［知识责任］里乌 主编 

［知识责任］Rioux 主编 

［知识责任］西里内利 主编 

［知识责任］Sirinelli 主编 

［知识责任］巴克 著 

［知识责任］Baecque 著 

［知识责任］梅洛尼奥 著 

［知识责任］Melonio 著 

［次知识责任］朱静 译 

［次知识责任］许光华 译 

［次知识责任］李棣华 校 

  

 

［正题名］法国文化史 

［并列题名］Histoire culth1urelle de la France 

［第一责任人］（法）让－皮埃尔·里乌，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 

［书目卷册］Ⅳ 

［丛书］大众时代：二十世纪 

［并列题名］Le temps des masses: le vingtieme siecle 

［第一责任人］（法）让－皮埃尔·里乌，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著 

［译者］吴模信，潘丽珍译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世俗化、大众化、分裂（1885-1918）；加速的时代（1918-1962）；

世纪末（60 年代至今）等。 

［主题词］文化史/法国 

［主题词］文化史/法国/二十世纪 

［知识责任］里乌 主编 

［知识责任］Rioux 主编 

［知识责任］西里内利 主编 

［知识责任］Sirinelli 主编 

［知识责任］里乌 著 

［知识责任］Rioux 著 

［知识责任］西里内利 著 

［知识责任］Sirinelli 著 

［次知识责任］吴模信 译 



［次知识责任］潘丽珍 译 

  

 

［正题名］科举百年祭 

［第一责任人］刘海峰主编 

［译者］罗金远，程克夷副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文集/当代 

［知识责任］刘海峰主编 主编 

［次知识责任］罗金远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程克夷 副主编 

  

 

［正题名］明清文化史札记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名家名著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天瑜 著 

  

 

［正题名］两头蛇 

［副题名］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第一责任人］黄一农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社会·经济·观念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三章，第一章尝试勾勒在大航海时代中，欧洲天主教国家往外拓殖和

传教的历史背景；第二章介绍深刻影响在华天主教“补儒易佛”策略的瞿汝夔；第三章则铺

陈利玛窦等早期耶稣会士与士绅之间的对话；接下来的三章，分别以奉教的王徵、魏学濂、

韩霖为个案，探索异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等。 

［主题词］罗马公教/基督教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基督教史/罗马公教/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黄一农 著 

  

 

［正题名］20 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 

［主题词］史学家/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南腔北调 

［副题名］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 

［第一责任人］江晓原，刘兵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科学/文化/关系/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专题文化/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江晓原 著 

［知识责任］刘兵 著 

  

 

［正题名］现代国学大师学记 

［第一责任人］卞孝萱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篇，上篇为辛亥革命前已著名于世的章炳麟等四人；中篇为“五四”

以来研治中国历史驰誉的柳诒徵等五人；下篇为擅长文献学、校勘学、版本目录学的章钰等

三人。揭示诸位大师的治学道路、方法、经验，并表彰其爱国精神。 

［主题词］哲学家/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卞孝萱 著 

  

 

［正题名］台海历史纵横 

［第一责任人］田鹤年…[等]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海峡两岸/国家统一/一国两制/研究 

［知识责任］田鹤年 编著 

［知识责任］李永铭 编著 

［知识责任］陈奇文 编著 

［知识责任］郝骏 编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编年史 

［副题名］1949.10-2004.10 

［第一责任人］齐鹏飞，杨凤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2 

［主题词］编年史/中国/1949-2004 

［主题词］大事记/中国/1949-2004 



［知识责任］齐鹏飞 主编 

［知识责任］杨凤城 主编 

  

 

［正题名］1904-1948：岁月东北 

［第一责任人］秦风编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的形式阐述了 1904 年至 1948 年,日俄列强爆发战争,结果日本全胜,

从帝俄手中夺得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经营权,欲掌控中国东北的史实。 

［主题词］近代史/地方史/史料/东北地区/1904-1948/摄影集 

［主题词］现代史/地方史/史料/东北地区/1904-1948/摄影集 

［知识责任］秦风 编著 

  

 

［正题名］史学新书评 

［副题名］2000-2003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2 

［附注内容］本书对 2000-2003 年间出版的史学新书进行评介，包括《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

原形及其早期历史行程》、《关于近代粮食亩产的估算问题》、《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等篇目。 

［主题词］史学/书评/中国/2000-2003 

［主题词］书评/史学/中国/2000-2003 

［知识责任］沈志华 主编 

  

 

［正题名］记忆·台湾·启示 

［副题名］台海往事和台湾“二·二八”事件 

［第一责任人］张高陵著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2 

［附注内容］本书从日本侵占台湾，台湾人民抗击侵略者起，记述到台湾“二·二八”事件、

金门之战、海南岛战役和三军首战一江山等往事，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

实现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主题词］解放台湾/史料 

［主题词］台湾省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史料 

［知识责任］张高陵 著 

  

 

［正题名］往事 

［第一责任人］毛彦文著 

［译者］罗久芳，罗久蓉校订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知识责任］毛彦文 著 

［次知识责任］罗久芳 校订 

［次知识责任］罗久蓉 校订 

  

 

［正题名］国学大师之死 

［副题名］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 

［第一责任人］同道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康有为、王国维、辜鸿铭、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

陈寅恪、顾颉刚、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 13 位国学大师死亡情形的再现，解读其文化价

值观与现实社会的激烈冲突，展示其在时代变局中所作的历史抉择；从文化价值观传承的角

度看，“国学大师之死”象征着“国学”的衰亡，即在民国一代学人手中，“国学”的价值内

涵发生了大断裂。 

［主题词］名人/国学/人物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同道 著 

  

 

［正题名］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第一责任人］沈国凡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知识责任］沈国凡 著 

  

 

［正题名］百年商海 

［第一责任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上海三盛宏叶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编写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在中国近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一批具有超常商业智慧和 拓精神

的中国商界精英的创业历程。 

［主题词］企业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民族工业/工业史/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商业史/中国/近代/现代 

  

 

［正题名］说吧，北京 

［第一责任人］李江树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分：人与故居、京城格局、京城八百年、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老北京生

活几个部分。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摄影集 

［知识责任］李江树 著 

  

 

［正题名］清史译丛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是翻译外国学者研究清史的文集，通过“专题研究”、“学术综述”、“论著

及文献选译”“名家访谈”、“海外专家与清史研究”、“书评”、“目录与摘要”等栏目，介绍

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 

［主题词］历史/研究/译文/世界/清代 

［知识责任］于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科学翻译史 

［第一责任人］黎难秋著 

［出版者］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科学史/翻译/语言学史/中国 

［主题词］翻译/语言学史/科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黎难秋 著 

  

 

［正题名］五十年来 

［第一责任人］袁木…[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燕雀文丛 邓立群主编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研究/中国/1949-1999/文集 

［知识责任］袁木 著 

［知识责任］季龙 著 

［知识责任］马蓥伯 著 

［知识责任］刘日新 著 

  

 

［正题名］历史地理 

［书目卷册］第二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邹逸麟，周振鹤主编 

［译者］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宋代吴淞江两岸大浦考》、《试



论晋国的都城区位》等文章。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邹逸麟 主编 

［知识责任］周振鹤 主编 

  

 

［正题名］从老庄哲学至晚清方术 

［副题名］中国神秘主义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荣明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六点学术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老子》首章七解、老庄哲学与印度《奥义书》及东方神秘主义、朱

熹思想与佛教哲学、朱熹与道家、道教、古代气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等内容。 

［主题词］古典哲学/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老子/哲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庄周/哲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方术/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荣明 著 

  

 

［正题名］此间曾著星星火 

［副题名］中共创建及中共中央在上海 

［第一责任人］倪兴祥、陆米强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知识责任］倪兴祥 编著 

［知识责任］陆米强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 

［第一责任人］游国立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第二批 

［附注内容］教育部“211 工程”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隐蔽战线的有关理论问题、白色恐怖下的隐蔽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的隐蔽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隐蔽战线、隐蔽战线斗争的主要内容、隐蔽战线

若干史实评析。 

［主题词］地下斗争/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知识责任］游国立 著 

  

 

［正题名］巍巍帝都 



［副题名］北京历代建筑 

［第一责任人］萧默编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主题词］古建筑/简介/北京 

［知识责任］萧默 编著 

  

 

［正题名］晚清四十家詩鈔 

［第一责任人］吴闓生評選 

［译者］寒碧點校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古体诗/中国/清后期/选集 

［主题词］诗词/作品集/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吴闿生 评选 

［次知识责任］寒碧 点校 

  

 

［正题名］重读张伯苓 

［第一责任人］沈卫星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纪念张伯苓先生诞辰 130 周年的书籍，主要记述了六部分内容，包

括校友追忆、海外回声、南 追思、教坛解读、剧评寄思以及相关的图文资料来源等。 

［知识责任］沈卫星 主编 

  

 

［正题名］翁文灏的石油业绩 

［第一责任人］张叔岩著 

［出版者］石油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翁文灏是著名学者，中国现代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

的重要官员。本书主要记述了翁文灏的石油业绩。 

［主题词］油气勘探/中国/近代/史料 

［主题词］石油工业/工业史/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张叔岩 著 

  

 

［正题名］朱克靖传 

［第一责任人］赵勤轩，康青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丛书 



［附注内容］朱克靖是中共早期优秀党员，大革命时期和新四军著名政治工作者，八一南昌

起义参加者。本书记述朱克靖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立志做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为中国人

民的自由解放而奋斗；投身大革命洪流，漂泊十年历尽艰辛，独自坚持党的工作等传奇的一

生。 

［主题词］革命烈士/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勤轩 著 

［知识责任］康青星 著 

  

 

［正题名］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与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共中央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共

产党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等。 

  

 

［正题名］穆藕初 

［副题名］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 

［第一责任人］唐国良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浦东新区政协文史丛书 12 

［附注内容］本书除了从学术上介绍穆藕初的思想成果外，还记录描述了他的家庭生活、学

习生活和社会生活。 

［主题词］企业家/生平事迹/现代 

［知识责任］唐国良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百人百事 

［第一责任人］肖甡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事件/1921-1949 

［知识责任］肖甡 著 

  

 

［正题名］抗俘 

［副题名］中国抗日战俘写真 

［第一责任人］樊建川编著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令人震撼的历史照片，对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俘虏的我军官兵被日军残害



致死或被掠到日本当劳工、以及幸存下来艰难活着的战俘们不为人知的悲惨命运予以记录、

研究。 

［主题词］侵略战争/战俘问题/中国/摄影集/1937-1945 

［主题词］战争罪行/战俘问题/抗日战争/中国/摄影集 

［知识责任］樊建川 编著 

  

 

［正题名］民国初期尊孔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卫波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主题词］思想史/社会思潮/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传统文化/文化思潮/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卫波 著 

  

 

［正题名］长征档案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译者］中国现代史学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多次进行人物专访，以第一手史料全面真实地再现

了长征岁月。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共产党员坚定执着的革命

信念。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长征档案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译者］中国现代史学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多次进行人物专访，以第一手史料全面真实地再现

了长征岁月。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共产党员坚定执着的革命

信念。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长征档案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译者］中国现代史学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多次进行人物专访，以第一手史料全面真实地再现

了长征岁月。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共产党员坚定执着的革命

信念。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 

［书目卷册］五 

［丛书］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 

［第一责任人］徐占权主编 

［译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实现的光辉战斗历程，

反映了三大主力红军在实现会师中的每一次重大行动。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徐占权 主编 

  

 

［正题名］历史瞬间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孙明山主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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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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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公安/工作/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孙明山 主编 

  

 

［正题名］荣毅仁 

［第一责任人］计泓赓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知识责任］计泓赓 著 

  

 

［正题名］枕碧楼丛书 



［第一责任人］（清）沈家本编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枕碧楼是中国近代法律之父沈家本先生于京城治学所用书斋，藏书约 2 万余册。

本丛书是沈家本先生晚年心怀将孤本旧钞“公诸天下”，“长留于天壤”之愿，“检旧藏钞本”

所编丛书。 

［主题词］古籍/中国/清代/丛书 

［知识责任］沈家本 编 

  

 

［正题名］中国空军纪事 

［第一责任人］罗胸怀编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空军成长过程的客观进程为基本线索，以准确的史料、全景式的描

绘，展示中国空军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 

［主题词］空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史料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空军/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罗胸怀 编著 

  

 

［正题名］正在消逝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郑国明编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可视为是一部中国非物质文明遗产的悼词，书中讲述那些正在消失的，即

将成为历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曾经镌刻人类智慧和文明进程的正在成为消逝的历史，这是

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忘却的也是不容忽视的。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史料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郑国明 编著 

  

 

［正题名］張舜徽集 

［书目卷册］第二輯[7] 

［丛书］愛晚廬隨筆 

［第一责任人］張舜徽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将爱晚庐随笔之一学林脞录（论及学术）、爱晚庐随笔之二艺苑丛话（论

及书画、工艺、图书、武术）两部分合刊而成。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农政系论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李文学著 

［附注内容］本书共三卷，分时鲜思考篇、系列时评篇、理论升华篇、乡村调查篇、专题研

究篇五部分。比较系统地对农业增长方式、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

业应对 WTO 战略、农民就业、农民权益保障以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等 20 个系列问题进

行研究。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农村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文学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农政系论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李文学著 

［附注内容］本书共三卷，分时鲜思考篇、系列时评篇、理论升华篇、乡村调查篇、专题研

究篇五部分。比较系统地对农业增长方式、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

业应对 WTO 战略、农民就业、农民权益保障以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等 20 个系列问题进

行研究。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农村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文学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农政系论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李文学著 

［附注内容］本书共三卷，分时鲜思考篇、系列时评篇、理论升华篇、乡村调查篇、专题研

究篇五部分。比较系统地对农业增长方式、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

业应对 WTO 战略、农民就业、农民权益保障以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等 20 个系列问题进

行研究。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农村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文学 著 

  

 

［正题名］被忽略的大师 

［副题名］李宗吾新传 

［第一责任人］陈远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知识责任］陈远 著 

  

 

［正题名］我的父亲郑振铎 

［第一责任人］郑尔康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目击历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副

主席郑振铎先生的一生。 

［知识责任］郑尔康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 

［副题名］1949.10-2004.12 

［第一责任人］倪兴祥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 1949 年 10 月至 2004 年 12 月间发表的研究中共创建史（1917-1923）

的著作和论文目录。 

［知识责任］倪兴祥 主编 

  

 

［正题名］中国书评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邓正来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主题词］书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邓正来 主编 

  

 

［正题名］现代中国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论文、演讲、书评三部分，包括：《梁启超曲论与剧作探微》、《海上

新传奇》、《胡适理解的哲学》、《行政官与演说家》、《千古文章未尽才》、《苏雪林的文学成就》、

《重绘中国近代小说史的地图》等文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丛书］中国卷 

［第一责任人］程恩富主编 

［译者］马艳，郝国喜，漆光瑛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从中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创新的角度，阐述了旧中

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传播与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研究、中国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程恩富 主编 

［次知识责任］马艳 著 

［次知识责任］郝国喜 著 

［次知识责任］漆光瑛 著 

  

 

［正题名］振荡中发展 

［副题名］新中国经济 30 年 

［第一责任人］于景森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和研究新中国经过三年恢复的 1952 年到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宣布拨乱

反正任务胜利结束的 30 年间，经济在振荡中发展、在跃进中调整的历程，体现了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952-1982 

［主题词］中国经济/经济建设/中国/1952-1982 

［知识责任］于景森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兵杰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历史时期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经济思想和政策思想两方面对

近代公务员工资制度进行研究，同时试图对困扰人们至今的高薪养廉问题、公务员工资激励

问题、中西文化结合问题、中国官本位文化对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影响问题作出理论上的阐释

和回答，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公务员/工资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资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兵杰 著 

  

 

［正题名］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 

［第一责任人］雷炳炎著 

［出版者］中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博士论丛 

［附注内容］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从有清世爵世职封赠的特点立意，以八旗的封赠为截面，主要从两个层面

考察有清八旗世爵世职及相关问题：其一，从制度形成、演变层面进行探讨，并揭示清文献

及清史学界关于世爵世职表述中的常见错误；其二，从清代世爵世职的特殊地位出发，考察

八旗世爵世职与清代社会政治的关系。 

［主题词］八旗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分封制/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雷炳炎 著 

  

 

［正题名］清史译丛 

［并列题名］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是翻译外国学者研究清史的文集，通过“论著及文献选译”、“学术综述”、

“图书评价”、“阶段成果”、“论点摘编”等栏目，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

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 

［主题词］历史/研究/译文/世界/清代 

［知识责任］于沛 主编 

  

 

［正题名］疾风知劲草 

［副题名］毛泽东与王稼祥 

［第一责任人］朱仲丽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知识责任］朱仲丽 著 

  

 

［正题名］張舜徽集 

［书目卷册］第二輯[1] 

［丛书］清代揚州學記 

［丛书］顧亭林學記 



［第一责任人］張舜徽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张舜徽先生的两篇著作。《清代扬州学记》是现代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

系统论述扬州学派的代表性著作。介绍了扬州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的特点，阐述了

清代扬州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和治学方法。《顾亭林学记》对明清之际大学者顾

炎武的身世、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等予以全面概括说明。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扬州市/清代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張舜徽集 

［书目卷册］第二輯[1] 

［丛书］清儒學記 

［第一责任人］張舜徽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清代学术流派和学者学术成就。包括顾炎武、张履祥、戴震、钱大昕、

孙诒讓以及颜李学派、浙东学术、湖南学术、扬州学术、常州学派等共十记内容。 

［主题词］儒家/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 

［副题名］1880-2005 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 

［并列题名］Index of translation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1880-2005 

［第一责任人］文军主编 

［出版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880-2005 年中国出版物中有关翻译史的论文和论著的相关信息九

百余条，每条按照序号、作品名、作者、刊名、刊期、摘要等顺序编写。 

［主题词］翻译/语言学史/论文/中国/1880-2005/索引 

［主题词］翻译/语言学史/著作/中国/1880-2005/索引 

［主题词］翻译史研究 

［知识责任］文军 主编 

  

 

［正题名］你不知道的抗战 

［副题名］新民晚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报道合辑 

［第一责任人］胡劲军主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是《新民晚报》从 2005 年 5 月 28 日至 9 月 3 日“百日特别报道”活动，



以整版报纸的形式推出的《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新闻作品集，歌颂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

作用，描述八路军、新四军英勇的敌后抗战，也介绍正面战场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例。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中国/纪念文集 

［主题词］新闻报道/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劲军 主编 

  

 

［正题名］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 

［并列题名］A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第一责任人］伍昆明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文献、档案，详细论述了西藏近三百年以来政治历史的真实状况，有

力的论证了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关系，证实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系

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对西藏的侵略和分裂的阴谋与罪行。 

［主题词］政治/历史/研究/西藏 

［主题词］政治事件/研究/西藏 

［知识责任］伍昆明 主编 

  

 

［正题名］民歌與國學 

［副题名］民國早期“歌謠運動”的回顧與思考 

［第一责任人］徐新建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附注内容］四川大学十五“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四川大学“九八五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从民国早期的“歌谣运动”入手，梳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官、士、民各阶

层在对待民俗传统上的不同立场和文化原因，同时对中国文论和诗学演变的过程加以辨析，

并由此回顾和反思自那时以来“中西交往”的因果关系。 

［主题词］民间文学评论/中国/民国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近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化思想/传统文化/比较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徐新建 著 

  

 

［正题名］周逸群传 

［第一责任人］唐承德，姜之铮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周逸群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党我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短暂的一生



中，革命的足迹遍布贵州、上海、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特别是在创建湘鄂西革命

根据地中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书翔实地记述了他在暂短的一生中所作出的光

辉业迹。 

［知识责任］唐承德 著 

［知识责任］姜之铮 著 

  

 

［正题名］万历十五年 

［副题名］增订纪念本 

［第一责任人］（美）黄仁宇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该年前后的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

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

训。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黄仁宇 著 

  

 

［正题名］为了忘却的纪念 

［副题名］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国镛，陈一容著 

［出版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以学术专题而形成的研究专集。全书通过解决新形式下中国抗战重

庆历史地位研究中若干新问题，揭示了近现代重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主题词］抗日战争/国民政府/研究/重庆/1937-1945 

［主题词］国民政府/抗日战争/重庆/1937-1945 

［知识责任］张国镛 著 

［知识责任］陈一容 著 

  

 

［正题名］香港早期报纸教育资料选萃 

［第一责任人］方骏，麦肖玲，熊贤君编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搜集、精选了 1905-1955 年间香港官方档案以外的中文报纸所载教育资料，

主要是香港民间和知识分子群体关于教育的建言与见解、评价，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早

期各级各类教育的面貌、问题和推进、发展状况，是官方档案资料的重要补充。 

［主题词］教育/资料/香港/1905-1955/汇编 

［主题词］报纸/教育/资料/香港/1905-1955/汇编 

［知识责任］方骏 编著 

［知识责任］麦肖玲 编著 

［知识责任］熊贤君 编著 



  

 

［正题名］中国幼儿教育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eschool education 

［第一责任人］廖其发主编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江铭，谢长法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中国自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幼儿教育实践发生、发展、演

变的历史，包括历代幼儿教育政策、机构、内容、教材、方法等方面发展演变的历史，同时

兼及一些著名幼儿教育思想家的幼儿教育思想。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幼儿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铭 总主编 

［知识责任］谢长法 总主编 

［知识责任］廖其发 主编 

  

 

［正题名］中国师范教育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cher education 

［第一责任人］崔运武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江铭，谢长法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从师范教育思想与师范教育制度的相互关系出发，将对两者的分析阐述结

合起来，探求对师范教育制度产生影响的思想，即思想家和思潮，也研究师范教育制度对师

范教育思想发展演变的推动或制约。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师范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铭 总主编 

［知识责任］谢长法 总主编 

［知识责任］崔运武 著 

  

 

［正题名］中国小学教育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mary education 

［第一责任人］吴洪成主编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江铭，谢长法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年代为顺序，论述了我国自先秦迄现代，小学教育在观念和制度等方面

所经历的变化过程。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初等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铭 总主编 

［知识责任］谢长法 总主编 

［知识责任］吴洪成 主编 

  

 

［正题名］中国留学教育史 

［并列题名］The educational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第一责任人］谢长法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江铭，谢长法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全面考察并深入分析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

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了留学教育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发展特点，并旁及留学生在教育领域的

活动及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所起的作用。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铭 总主编 

［知识责任］谢长法 总主编 

［知识责任］谢长法 著 

  

 

［正题名］中国女子教育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female's education 

［第一责任人］熊贤君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江铭，谢长法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勾勒了从远古到 20 世纪中叶女子教育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过

程，分析阐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女子教育的方针政策以及影响女子教育的历史文化。全书既对

女子教育的相关教材和通俗读物做了介绍，也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女子教育组织形式的特

点，并展示了历代女子教育家及其女子教育思想绚丽多姿的画卷。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妇女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铭 总主编 

［知识责任］谢长法 总主编 

［知识责任］熊贤君 著 

  

 

［正题名］中山大学校史 

［副题名］1924-2004 

［第一责任人］吴定宇主编 

［译者］陈伟华，易汉文副主编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 1924 至 2004 年中山大学 80 年的发展历程，以新中国成立划线，

分为前后两大阶段，然后在分若干时期，钩沉史实，备述沿革、院系构建、设备情况、科研

成果、师资力量、发展规模、学生活动以及今后发展方向等等。 

［主题词］校史/高等学校/中山大学/1924-2004 

［知识责任］吴定宇 主编 

  

 

［正题名］《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 

［并列题名］The China review & the literatur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第一责任人］段怀清，周俐玲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丛书 

［附注内容］浙江大学侨福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以刊行于 1872-1901 年间的西方汉学期刊《中国评论》为中心，论述汉学

家广泛的中国研究对中英关系特别是文学方面的影响。本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总论：《中

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专论：汉学家与中国文学；参考书目；《中国评论》目录（共

125 期）。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文化交流/中国/英国/清后期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英关系/研究/清后期 

［知识责任］段怀清 编著 

［次知识责任］周俐玲 编著 

  

 

［正题名］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 

［第一责任人］罗苏文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名家讲现代中国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近代上海的社会现状，共分九讲，包括：租界商业空间的拓展、远

东国际性大都市的雏形、石库门与里弄居民、晚清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区、外滩与公园、近

代戏剧与都市居民、清末女界与都市时尚女装、袖珍国际都会的侨民社区等。 

［主题词］社会生活/上海/近代/史料 

［主题词］城市/社会生活/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罗苏文 著 

  

 

［正题名］晋商与晋中社会 

［第一责任人］殷俊玲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以清代和民初晋中社会为考察中心，从社会史的视角入手，在人口流动、

婚姻、生意场、市场等具体场景中呈现晋商形象，勾勒晋商生活与地方社会百态图。 



［主题词］商人/文化/社会生活/研究/山西/近代 

［主题词］商业史/研究/山西/近代 

［知识责任］殷俊玲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 

［第一责任人］倪兴祥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辞典选收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思潮、事件、会议、团体、组织、文献、

文章、报刊、书籍、人物、旧址等方面的有关词目，近 1700 条。 

［知识责任］倪兴祥 主编 

  

 

［正题名］曾国藩传统文化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育民著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近代湘籍政治家思想研究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湖南省中国近代史国家重点学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拟对曾国藩传统文化思想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力图从这一视角解析

曾国藩之谜。全书共分八章，主要从治学为人、立身处世、治家修身等等方面进行探讨。 

［主题词］思想评论/传统文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传统文化/思想评论/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育民 著 

  

 

［正题名］蔡锷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邓江祁著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近代湘籍政治家思想研究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湖南省中国近现代史国家重点学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七章，内容包括：维新变法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国权思想、政党思

想、宪政思想等。 

［知识责任］邓江祁 著 

  

 

［正题名］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 

［第一责任人］朱林著/摄影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用文字和图象记录在民间传诵了 70 年的红军长征故事。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朱林 著/摄影 

  

 

［正题名］向守志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向守志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代军事家向守志先生的回忆录，分为血泪童年、初上征途、万水千山、

浴血敌后、平原作战、乘胜反击、中原逐鹿、渡江南征、抗美援朝、和平年代、砺剑岁月等

18 个部分。 

［主题词］军事家/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向守志 著 

  

 

［正题名］周恩来年谱 

［副题名］一八九八—一九四九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正题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主编 

［译者］刘宋斌副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国民党改组的若干历史问题再研究》、《试论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

中的独立自主问题》、《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等文章。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黄修荣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宋斌 副主编 

  

 

［正题名］寻找英雄 

［副题名］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 

［第一责任人］陈真主编 

［译者］田川，林平芳编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抗战的口述史，口述者大都是普通人，并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英

雄”。他们以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亲友口述的方式，从一个个曾被欺凌但知道抗争、有血性而

日后又被漠视的灵魂内发出的真切的声音。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斗争/中国/史料/1937-1945 

［知识责任］陈真 主编 

［次知识责任］田川 编著 

［次知识责任］林平芳 编著 

  

 

［正题名］国民党在台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刘红，郑庆勇著 

［出版者］九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两编。上编讲述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推行专制统治、强化专制机构、

调整专制统治和启动政治改革；下编则记述了国民党在台湾的挫折，内容包括惨遭分化瓦解、

面临强烈挑战等。 

［知识责任］刘红 著 

［知识责任］郑庆勇 著 

  

 

［正题名］救国会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周天度，孙彩霞编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关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史料集。内容涉及救国会的酝酿产生、

发展及结束，“七君子”事件的原始资料，以及救国运动倡导者积极参与者的日记、书信、

纪实、回忆和编者的访谈录等。 

［主题词］抗日救亡运动/史料/中国/1931-1945 

［知识责任］周天度 编 

［知识责任］孙彩霞 编 

  

 

［正题名］老北京的三百六十行 

［并列题名］360 jobs in old Beijing 

［第一责任人］李德生著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从林林总总的行业当中，选出了两百个 具有老北京特色的老行当，按内

容分为“衣”、“食”、“住”、“行”、“农”、“工”、“育”、“乐”、“卫”、“杂”十大类，并配有

五百余幅旧图，为广大读者展 了一幅百年前老北京的“清明上河图”式的巨幅长卷，重现

了当年的市井生活和世情百态。 

［主题词］职业/北京/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生活习惯/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李德生 著 

  

 



［正题名］中国民族政策史 

［第一责任人］龚荫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自夏迄清王朝施行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

深入的研究，并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历代王朝施行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 

［主题词］民族政策/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龚荫 著 

  

 

［正题名］铁蹄下的南京 

［第一责任人］秦风辑图 

［译者］杨国庆，薛冰撰文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秦风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两百余幅历史图片，多从日本军方刊布的画册中辑选，虽然原始目的

是美化日军侵略，但仍不经意间揭露其侵略罪行，记录了民众在南京沦陷时期的生存和苦难。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1937-1945/史料 

［主题词］敌占区/侵华暴行 y 日本/史料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侵华暴行/史料 

［知识责任］秦风 辑图 

［次知识责任］杨国庆 撰文 

［次知识责任］薛冰 撰文 

  

 

［正题名］湖北抗日战争史 

［副题名］1931-1945 年 

［第一责任人］敖文蔚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地记述了湖北省 14 年抗日战争的历史。包括抗战前的政治经济实力、

抗战前的准备、正面战场持续作战、国民政府管辖区的艰难撑持、励精图治的抗日民主根据

地等 9 章。 

［主题词］抗日战争/湖北/1931-1945/史料 

［知识责任］敖文蔚 主编 

  

 

［正题名］中国革命军事文物鉴赏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见证历史 

［主题词］革命文物/鉴赏/中国/1919-1949 



［主题词］军事文物 

［知识责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编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税制改革思想研究 

［副题名］1900-1949 

［第一责任人］夏国祥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章，介绍了清末税制改革思想的产生、北洋政府时期税制改革思想

的发展、国民政府前期税制改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国民政府后期税制改革思想的曲折发展

等。 

［主题词］税收改革/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1900-1949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夏国祥 著 

  

 

［正题名］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合编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南国商港黄埔的明清宫藏原始档案，均为实物翻拍或原件影印，包括

“皇上”的亲笔御批，均属久存大内、秘不示人之珍品，是研究和认识黄埔乃至中国近代历

史 为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档案/地方史/广州/黄埔区/明清时代 

  

 

［正题名］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合编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南国商港黄埔的明清宫藏原始档案，均为实物翻拍或原件影印，包括

“皇上”的亲笔御批，均属久存大内、秘不示人之珍品，是研究和认识黄埔乃至中国近代历

史 为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档案/地方史/广州/黄埔区/明清时代 

［主题词］港口/档案/广州/黄埔区/明清时代 

  

 

［正题名］中国经济学百年经典 

［并列题名］The China Economics 100 Years Clsssics 

［第一责任人］王振中总主编 

［书目卷册］中卷 



［丛书］1949-1978 

［第一责任人］剧锦文本卷主编 

［出版者］广东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经济学/研究/中国/1949-1978/文集 

［主题词］经济思想/文集/中国/1949-1978/汇编 

［知识责任］王振中 总主编 

［知识责任］剧锦文 本卷主编 

  

 

［正题名］我的父亲张元济 

［第一责任人］张树年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讲述了张元济家庭生活中的琐事，从侧面反映了其在文化事业上的成

就，个人修养，及其为国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树年 著 

  

 

［正题名］晚清民风百俗 

［副题名］图文本 

［第一责任人］王稼句编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晚清写照”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晚清时期《点石斋画报》中精选出一百五十幅有关“风俗”的图画，写

出了各种民风民俗的内容和渊源，可窥 19 世纪后期国人的生活；而且风俗活动的场景和细

节。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清后期/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清后期/史料 

［知识责任］王稼句 编著 

  

 

［正题名］帝国的背影 

［副题名］解读大清王朝的另类历史 

［第一责任人］司马哲编著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读史长智慧 

［附注内容］本书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不需要与前后文相连，而整本书的排列

又是以历史的发展为主线，将清代分为几个大的历史时期，读起来既融汇贯通，又单独成体。 

［主题词］古代史/故事/中国/清代 

［主题词］清代历史事件/中国/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司马哲 编著 

  

 

［正题名］清帝遜位與列强（1908-1912） 

［副题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 

［第一责任人］（美）李约翰著 

［译者］孙瑞芹，陈泽宪译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清史别丛 

［附注内容］本书成书于 1934 年，原文书名为《Manchu abdication and the powers: an episode 

of pre-war diplomacy》。中译本曾于 1982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利用大量的事件参与国官方外交档案及参与人的著作、回忆录等资料，采

用编年的形式，对各国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中国的外交活动及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作了

详尽的叙述和分析。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1908-1912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1908-1912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外关系/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约翰 著 

［知识责任］Reid 著 

［次知识责任］孙瑞芹 译 

［次知识责任］陈泽宪 译 

  

 

［正题名］马鞍村的百年沧桑 

［副题名］中国村庄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文勉，武力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十二章，1～2 章对马鞍村的自然环境、村的来历以及发展历程作了

概况性的介绍。第 3～6 章对马鞍村的经济发展史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7～8 章则是叙述马

鞍村的社区管理、党、政、群组织以及村与国家的关系。9～12 章是这 100 年来马鞍村在人

口迁徙、文教卫生、生活水平以及风俗文化的变迁。 

［主题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江苏/无锡/20 世纪 

［主题词］村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江苏/无锡/20 世纪 

［知识责任］吴文勉 著 

［知识责任］武力 著 

  

 

［正题名］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 

［第一责任人］孔繁丰，纪亚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当代 



［知识责任］孔繁丰 著 

［知识责任］纪亚光 著 

  

 

［正题名］顾颉刚先生学行录 

［第一责任人］王煦华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怀念颉兄》、《终身以发展学术为事业的学者》、《顾颉刚悼词》、

《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回忆与希望》等文章。 

［知识责任］王煦华 编 

  

 

［正题名］何苦生在帝王家 

［副题名］大清公主命运实录 

［第一责任人］李景屏，康国昌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对清代 12 位公主的命运、婚姻以及其在清代兴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所受的苦痛进行了详细介绍，展示了封建政治体制彻底剥夺女性在原有家族的继承权的同时

却负载着政治的使命。揭示出中国 后一个封建王朝兴衰废替的历史必然。 

［主题词］公主/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主题词］妇女/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主题词］和亲政策/政治/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景屏 著 

［知识责任］康国昌 著 

  

 

［正题名］中国外汇制度变迁 

［第一责任人］吕进中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外汇制度变迁的环境，外汇制度变迁的过程，外汇制度变迁的影

响，外汇制度变迁的展望。 

［主题词］外汇管理/制度/研究/中国 

［主题词］对外金融/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吕进中 著 

  

 

［正题名］中国土地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赵冈，陈钟毅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赵冈·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针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几个专题，研讨其演变的过程。包括土地所有权制、

耕地面积的变动、人口与耕地的比率、农业经营方式、租佃制度等，不但提供贯通历代的纵

向观察，也澄清一些西方经济史观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错误观念。 

［主题词］土地制度/农业经济/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土地问题/中国 

［知识责任］赵冈 著 

［知识责任］陈钟毅 著 

  

 

［正题名］“五四”运动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 

［第一责任人］张牛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重庆邮电学院教授、博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史学/哲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张牛 著 

  

 

［正题名］与中国汽车同行 

［副题名］赵晟八十自述 

［第一责任人］赵晟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中国汽车发展的风雨历程。内容包括：

汽车的幻象、汽国救国、汽车上尉、静悄悄的上海滩、京师岁月、汽车化油器的兴衰、圆我

第一个汽车梦等。 

［主题词］汽车工业/工程技术人员/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汽车工业/工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赵晟 著 

  

 

［正题名］百年中俄关系 

［第一责任人］杨闯，高飞，冯玉军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 杨闯，周启朋丛书主编 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清末和北京政府时期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时期的中日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邦交不正常时期等。 

［主题词］中俄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20 世纪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俄关系/研究/20 世纪 

［知识责任］杨闯 著 

［知识责任］高飞 著 

［知识责任］冯玉军 著 



  

 

［正题名］百年中英关系 

［第一责任人］王为民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 杨闯，周启朋丛书主编 3 

［附注内容］本书囊括了清政府中后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充分展示了

各个时期中国与英国的外交政策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评述了主要历史事件。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20 世纪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英关系/研究/20 世纪 

［知识责任］王为民 主编 

  

 

［正题名］民主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李华兴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论严复的国家学说》、《评孙

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等共 25 篇文章。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华兴 著 

  

 

［正题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和谐社会建设 

［副题名］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2005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文集 

［第一责任人］汪青松，罗本琦主编 

［出版者］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丛书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学术会议/中国/2005 

［知识责任］汪青松 主编 

［知识责任］罗本琦 主编 

  

 

［正题名］百年中日关系 

［第一责任人］张历历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 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清末和北京政府时期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时期的中日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邦交不正常时期等。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20 世纪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日关系/研究/20 世纪 



［知识责任］张历历 著 

  

 

［正题名］百年中德关系 

［第一责任人］潘琪昌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 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德关系、中国与德国的关系、中国与联邦

德国的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中德关系的新发展等。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德国/研究/20 世纪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外关系/德国/研究/20 世纪 

［知识责任］潘琪昌 主编 

  

 

［正题名］八十忆语 

［副题名］一个早期归国工程师的自述 

［第一责任人］李瑞骅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作者回忆了童年时期的趣事、青年时代的求学过程、在国外生活的美好经历以

及与诸多社会名流交往的故事，其中记述了不少重大经历中的花絮和一些鲜为人知的遗闻轶

事。 

［主题词］工程技术人员/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瑞骅 著 

  

 

［正题名］近代哲匠录 

［副题名］中国近代重要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名录 

［第一责任人］赖德霖主编 

［译者］王浩娱，袁雪平，司春娟编 

［出版者］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有关中国近代建筑师生平及事务所概况的工具书，收录了 250 位中

国近代建筑师和 11 所建筑事务所，并辅以建筑和事务所的经历或简史及其相关资料和作品，

比较完整地介绍了中国近代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的情况，展现了中国近代建筑事业的发展情

况和成就。 

［主题词］建筑师/人名录/中国/近代 

［主题词］建筑设计/研究机构/中国/近代/名录 

［主题词］研究机构/建筑设计/中国/近代/名录 

［知识责任］赖德霖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浩娱 编 

［次知识责任］袁雪平 编 



［次知识责任］司春娟 编 

  

 

［正题名］中华刑罚发达史 

［副题名］野蛮到文明的嬗变 

［第一责任人］罗翔著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中国刑罚的发展历史，包括八章内容：刑罚的起源与发展；反反复

复的肉刑兴废；并不轻松的笞杖之刑、生死离别的流刑、徒刑之苦、形形色色的死刑、以钱

赎刑、株连。 

［主题词］刑罚/法制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法制史/刑罚/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罗翔 著 

  

 

［正题名］改变世界的日子 

［副题名］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第一责任人］孔东梅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分序幕、1969·初露端倪、1970·有朋远来、1971·小球大球、1972·改

变世界等五章，详细勾勒出了毛泽东晚年的外交生活。 

［主题词］外交/史料/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孔东梅 著 

  

 

［正题名］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副题名］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 

［第一责任人］余三乐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以北京四座天主教堂的创建、扩建和灾后重建的历史为纲，叙述了自 1601

年利玛窦进京 始，到 18 世纪末耶稣会被解散为止近 200 年在北京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

碰撞的历史。 

［主题词］罗马公教/基督教史/北京/明清时代 

［主题词］教堂/罗马公教/北京/明清时代 

［主题词］文化交流/东西文化/研究/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余三乐 著 

  

 

［正题名］大战略决定命运 

［副题名］清代兴盛衰亡历史解释 

［第一责任人］徐兆仁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从宏观角度分析清王朝自兴盛至衰亡的过程，抓住“大战略”这一关键环

节，考察清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决策与实施情况，指出其成败得失。 

［主题词］清代/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徐兆仁 著 

  

 

［正题名］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 

［副题名］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 

［第一责任人］尤西林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新世纪学人文萃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1996 年 

［附注内容］本书试图从人文哲学角度对知识分子的本质提供一种阐释。本书又不属于教科

书式的“知识分子学”原理研究，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作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潮录。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尤西林 著 

  

 

［正题名］中西文化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张国刚，吴莉苇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概述了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往，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讲述明代中叶以前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重点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的交往及文化成果；下编讲述晚明

和盛清时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主要是中国与欧洲的往来及文化交流成果，并将西方的“中

国观”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加以评论。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历史/中国/西方国家 

［主题词］文化史/文化交流/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张国刚 著 

［知识责任］吴莉苇 著 

  

 

［正题名］现代世界的起源 

［副题名］全球的、生态的述说 

［第一责任人］（美）罗伯特·B. 马克斯著 

［译者］夏继果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全球史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认为，从 1400 年到 1800 年，世界经济 发达的核心地区在亚洲，特别是

中国和印度，而不是在欧洲。现代世界的特征是工业、民族国家、国家间的战争，世界上



富裕与 贫穷地区间巨大而不断增长的差距、“旧生态体制”的摆脱。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 

［知识责任］马克斯 著 

［知识责任］Marks 著 

［次知识责任］夏继果 译 

  

 

［正题名］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 

［副题名］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第一责任人］张思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教育部 2001 年度重大研究项目“明清以来华北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社会秩序

研究”经费资助 南 大学“211 工程”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项目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集中考察了近代华北农村在农耕生产上的各种结合关系，特别是在当时极

为流行的搭套、合具、换工、帮忙、役畜借用等农耕结合习惯，并尝试通过对这些农耕习惯

的“近代特征”的阐释来说明处在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时代性质。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华北地区/近代 

［主题词］农业合作/研究/华北地区/近代 

［主题词］农村调查/华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张思 著 

  

 

［正题名］为学与为道 

［副题名］中国学人的学术之路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邴正，邵汉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 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人物思想风范的一个侧面。除了老

一代大师泰斗之外，还选取了一部分近年来较活跃的中青年学者，以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当

代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走向。 

［主题词］学术思想/名人/评传/中国/现代 

［主题词］名人/学术思想/评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邴正 主编 

［知识责任］邵汉明 主编 

  

 

［正题名］为学与为道 

［副题名］中国学人的学术之路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邴正，邵汉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 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人物思想风范的一个侧面。除了老

一代大师泰斗之外，还选取了一部分近年来较活跃的中青年学者，以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当

代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走向。 

［主题词］学术思想/名人/评传/中国/现代 

［主题词］名人/学术思想/评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邴正 主编 

［知识责任］邵汉明 主编 

  

 

［正题名］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黎红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章，阐述了思潮产生的宏观与微观背景、思潮的历史脉络和结构分

析、整理与改造旧学、“调和论”——文化保守主义者创造新文化、输入与运用西学等。 

［主题词］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文化思潮/保守主义/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五四运动/文化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黎红 著 

  

 

［正题名］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 

［第一责任人］杨军，王秋彬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东亚前国际体系、朝鲜半岛的方国极限、新体系—羁縻、

宗藩朝贡、“平等关系的确立与破裂等。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朝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杨军 著 

［知识责任］王秋彬 著 

  

 

［正题名］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 

［并列题名］Historical existence of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第一责任人］刘丽霞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文化新批评 

［附注内容］济南大学博士基金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基督教文学作了第一次较为全面完整的梳理和论析，既从新教和天



主教两个方面理清了狭义和广义的基督教文学在中国形成、发展的主要线索；又对冰心、老

舍等文学家的纯基督教文学作品作出的新的阐释。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宗教文学/基督教/文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丽霞 著 

  

 

［正题名］清史满族史讲义稿 

［第一责任人］王锺翰著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名师讲义”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什么是清史满族史，如何研究清史满族史，关于满族形成与发

展中的几个历史问题，清前期满族政治与社会诸问题，“清宫四大疑案”是怎么回事等。 

［主题词］清代/历史/研究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满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历史/满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锺翰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辨疑 

［第一责任人］刘书楷，郭思敏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研究 

［知识责任］刘书楷 主编 

［知识责任］郭思敏 主编 

  

 

［正题名］中共中央东南局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中共中央东南局自 1938 年 1 月成立至 1941 年 1 月由于皖南事变被迫

停止工作期间的资料。上卷为照片、综述、回忆录、专题、人物传略和大事记。下卷为文献

资料。共计近 80 万字。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华东地区/中南地区/1938-1941/史料 

  

 

［正题名］中共中央东南局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中共中央东南局自 1938 年 1 月成立至 1941 年 1 月由于皖南事变被迫

停止工作期间的资料。上卷为照片、综述、回忆录、专题、人物传略和大事记。下卷为文献

资料。共计近 80 万字。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华东地区/中南地区/1938-1941/史料 

  

 

［正题名］明亡清兴六十年 

［副题名］1583-1644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阎崇年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CCTV-10 百家讲坛 

［附注内容］全书分二十四讲，讲述了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努尔啥赤起兵到清顺治元

年（1644 年）福临定都北京这六十年的历史。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1583-1644/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阎崇年 著 

  

 

［正题名］中国乡村生活 

［并列题名］Village life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美）明恩溥（Arthur H.Smith）著 

［译者］陈午晴，唐军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杨念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原文初版于 1899 年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1845-1932）1872 年来华，在华生活近五十年，特别熟悉下层农民

的生活。他向世界介绍了清末民初中国乡村——中华帝国的缩影——的方方面面，如：乡村

结构、乡村名称、乡村道路、乡村商店、乡村戏剧、乡村庙宇和宗教团体、市场及集会的协

作、乡村婚礼和葬礼、乡村头面人物、乡村生活的单调和贫乏、中国家庭的不牢靠的平衡等

内容。 

［主题词］乡村/生活/研究/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黄兴涛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念群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明恩溥 著 

［知识责任］Smith 著 

［次知识责任］陈午晴 译 

［次知识责任］唐军 译 

  



 

［正题名］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副题名］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末 

［第一责任人］时殷弘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21 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 李景治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 16 世纪初至 19 世纪初的现代国际权势斗争和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在

多维度地揭示和说明 19 世纪孕育的 20 世纪基本趋势之后，本书分别以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

翼大国的兴盛、超级强国的对抗和竞争、超级强国以外的主要新力量、大众政治/新技术/新

国际规范为四大分支性主题，阐述和论说 20 世纪全球性国际政治的历史。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外交史/研究/世界/16 世纪-20 世纪 

［主题词］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16 世纪-20 世纪 

［知识责任］时殷弘 著 

  

 

［正题名］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英）约·罗伯茨(J. A. G. Roberts)编著 

［译者］蒋重跃，刘林海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杨念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 世纪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的部分来华人员的著作、手稿、日

记以及官方档案进行分类摘编，内容涉及政府与法律、宗教与科学、社会生活、妇女和儿童、

经济、军事、旅行、中国人的特性等方面。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9 世纪 

［主题词］古代史/史料/中国/19 世纪 

［主题词］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史料/中国/19 世纪 

［知识责任］黄兴涛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念群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罗伯茨 编著 

［知识责任］Roberts 编著 

［次知识责任］蒋重跃 译 

［次知识责任］刘林海 译 

  

 

［正题名］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并列题名］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英）麦高温(John Macgowan)著 

［译者］朱涛，倪静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杨念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包括：土地与土地法则、帝国统治之

道、中国的军事制度、文人阶层、中国的经典著作、学校与教师等。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中国/清后期/史料 

［主题词］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历史/中国/清后期/史料 

［知识责任］黄兴涛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念群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麦高温 著 

［知识责任］Macgowan 著 

［次知识责任］朱涛 译 

［次知识责任］倪静 译 

  

 

［正题名］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副题名］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 

［并列题名］Village transition and peasant memory 

［副题名］a case study on land reform in Shandong base area（1941-1951） 

［第一责任人］张学强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社会史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莒南抗日根据地创建的过程，考察了莒南县土地改革前农村土地占

有和使用关系，梳理了 1941～1946 年莒南减租减息运动的过程，考察了 1946 年莒南和平土

改的过程、土改复查运动等内容。 

［主题词］土地改革/研究/山东/莒南县/1941-1951 

［主题词］解放区/土地改革/社会生活/研究/山东/莒南县/1941-1951 

［知识责任］张学强 著 

  

 

［正题名］鄧寶珊傳 

［第一责任人］王劲著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对爱国民主人士邓宝珊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讲

述了他所参与的一些地区性的历史事件，如新疆伊犁起义、陕西护法运动等。 

［知识责任］王劲 著 

  

 

［正题名］中国广播之父 

［副题名］刘瀚传 

［第一责任人］陈尔泰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中国广播之父——刘瀚先生是 中国广播事业之先河的人，是铸就一代辉煌伟

绩的人。把他的人生足迹勾画出来，对于了解中国广播的历史，了解中国广播文化的发展，



了解中国广播人造福国家、民族、社会的情怀，显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主题词］广播事业/文化工作者/传记/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尔泰 著 

  

 

［正题名］明末清初的学风 

［第一责任人］谢国桢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82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编入丛书重新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研究明清史的十二篇文章，包括：《清初东北流人考》、《记宣

南诗会图卷》、《记明万历四十八年平价米票》等。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谢国桢 著 

  

 

［正题名］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第一责任人］谢国桢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82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次编入丛书重新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涉及：万历时代之朝政及各党之纷争、南明三朝之党争、复社始末、

大江南北诸社、浙中诸社附闽中诸社等。 

［主题词］明代历史事件/研究 

［主题词］清代历史事件/研究 

［知识责任］谢国桢 著 

  

 

［正题名］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美）马士著 

［译者］张汇文…[等]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世纪文人系列丛书 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00 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此次编入丛书重新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译者还有姚曾廙、杨志信、马伯煌、伍丹戈。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三卷，作者客观地叙述了 1834 年至 1911 年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外关

系史。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1834-1911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外关系/1834-1911 

［知识责任］马士 著 



［知识责任］Morse 著 

［次知识责任］张汇文 译 

［次知识责任］姚曾廙 译 

［次知识责任］杨志信 译 

［次知识责任］马伯煌 译 

［次知识责任］伍丹戈 译 

  

 

［正题名］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美）马士著 

［译者］张汇文…[等]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世纪文人系列丛书 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00 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此次编入丛书重新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译者还有姚曾廙、杨志信、马伯煌、伍丹戈。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三卷，作者客观地叙述了 1834 年至 1911 年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外关

系史。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1834-1911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外关系/1834-1911 

［知识责任］马士 著 

［知识责任］Morse 著 

［次知识责任］张汇文 译 

［次知识责任］姚曾廙 译 

［次知识责任］杨志信 译 

［次知识责任］马伯煌 译 

［次知识责任］伍丹戈 译 

  

 

［正题名］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美）马士著 

［译者］张汇文…[等]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世纪文人系列丛书 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00 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此次编入丛书重新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译者还有姚曾廙、杨志信、马伯煌、伍丹戈。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三卷，作者客观地叙述了 1834 年至 1911 年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外关

系史。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1834-1911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外关系/1834-1911 

［知识责任］马士 著 



［知识责任］Morse 著 

［次知识责任］张汇文 译 

［次知识责任］姚曾廙 译 

［次知识责任］杨志信 译 

［次知识责任］马伯煌 译 

［次知识责任］伍丹戈 译 

  

 

［正题名］地图的发现 

［第一责任人］杨浪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以个人收藏的地图作为写作和研究的对象，在轻松流畅的随笔式的文字里，

经纬文史，缩放物事，把枯燥的地图写活了。 

［主题词］地图/私人收藏/通俗读物 

［主题词］私人收藏/地图/通俗读物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浪 著 

  

 

［正题名］1950 年代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吴景平，徐思彦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复旦史学专刊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6 篇论文，涉及外交、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社会以及人物

研究等领域，对推进 1950 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作了讨论。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1950/文集 

［知识责任］吴景平 主编 

［知识责任］徐思彦 主编 

  

 

［正题名］北京：我童年的故乡 

［第一责任人］（俄）司格林（尼·斯别什涅夫）著 

［译者］于培才，刘薇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饱含深情地叙述了作者——一个出生并生长在北京的俄罗斯人、一位学识

渊博的汉学家，在北京的生活经历。 

［主题词］汉学家/生平事迹/俄罗斯/现代 

［知识责任］司格林 著 

［次知识责任］于培才 译 

［次知识责任］刘薇 译 

  



 

［正题名］毛泽东与河北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省档案局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毛泽东的选集、文集、文稿等中与河北有关的史料，分四部分：第

一部分是毛泽东评说的河北古人，第二部分是毛泽东与河北的重要事件及活动，第三部分是

毛泽东与河北各级组织的联系，第四部分是毛泽东与河北今人。 

  

 

［正题名］毛泽东与河北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省档案局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毛泽东的选集、文集、文稿等中与河北有关的史料，分四部分：第

一部分是毛泽东评说的河北古人，第二部分是毛泽东与河北的重要事件及活动，第三部分是

毛泽东与河北各级组织的联系，第四部分是毛泽东与河北今人。 

  

 

［正题名］清史两种 

［第一责任人］（民国）陈怀撰 

［译者］胡珠生点校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温州文献丛书 第四辑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清史要略、中国近百年史要两种。清史要略记述自上古唐虞时代的满

洲，下迄清末宣统逊位，民国成立。重点在明代以后的清史。内分 4 编：崛兴时期、隆盛时

期、衰弱时期、灭亡时期。中国近百年史要内分 20 章，记述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的历史。 

［主题词］清代/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陈怀 撰 

［次知识责任］胡珠生 点校 

  

 

［正题名］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 

［副题名］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责任人］李世众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温州的生活世界、19 世纪中叶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教会势力

的楔入、学务场域中的权力角逐等。研究分属两个范畴，即区域社会范畴和权力关系范畴，

区域社会聚焦晚清温州，权力关系的考察以士绅为中心。 



［主题词］士/关系/地方政治/研究/温州/清后期 

［主题词］权力/关系/地方政治/研究/温州/清后期 

［主题词］地方政治/关系/知识分子/研究/温州/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世众 著 

  

 

［正题名］五十年的回望 

［副题名］中共八大纪实 

［第一责任人］杨胜群，陈晋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亲历者的记忆 

［附注内容］本书为纪念党的八大召 50 周年而编辑，分为“亲历者说”、“八大史述”和

“文献摘述”三部分。 

［知识责任］杨胜群 主编 

［知识责任］陈晋 主编 

  

 

［正题名］林枫传略 

［第一责任人］穆欣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 10 章，包括了“战斗的青春”、“在黑暗中拼搏”、“晋西事变的风暴”、

“夺取东北的斗争”等。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穆欣 著 

  

 

［正题名］毛泽东生平研究史 

［第一责任人］周一平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对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生平研究的发展历史作了深入的

研究，对各个时期的代表著作作了详尽的分析，对毛泽东研究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作了

系统的总结。 

［知识责任］周一平 著 

  

 

［正题名］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 

［第一责任人］喜饶尼玛，苏发祥编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藏学研究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 工程”建设项目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专项资金



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从 1928 年（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成立后的档案史料中，以

西藏地方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加以编排，介绍了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

府之间的关系及西藏社会的真实面貌。 

［主题词］地方史/档案/西藏/汇编/民国 

［知识责任］喜饶尼玛 编著 

［知识责任］苏发祥 编著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中国财政起源和夏商西周卷 

［第一责任人］吴才麟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二编，内容包括：导论；中国财政的起源；夏、商、西周财政等。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三代时期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三代时期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知识责任］吴才麟 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春秋战国、秦汉卷 

［第一责任人］黄文模，李洪波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卷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和“秦汉时期的财政”两篇，其中包括春秋

战国时期各国的财政改革、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思想、秦汉时期的财政收入、秦汉时期的财

政支出、秦汉时期的财政管理等内容。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春秋战国时代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知识责任］黄文模 著 

［知识责任］李洪波 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魏晋南北朝卷 

［第一责任人］李炜光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共分六章。内容包括：总的历史背景与

重要的财政分配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本财政政策与财政改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

收入等。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炜光 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隋唐卷 

［第一责任人］孙翊刚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卷讲述了隋唐期的财政，包括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概况、隋唐时期的财政收

入、隋唐时期的财政支出、隋唐时期的财政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隋唐时期的财政思想等五

章的内容。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隋唐时代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翊刚 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五代两宋卷 

［第一责任人］叶青编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五代两宋的财政”，共分五章。内容包括：政治经济背景、五代两

宋的财政收入、五代两宋的财政支出、五代两宋的财政管理等。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次知识责任］叶青 编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辽、金、元卷 

［第一责任人］赵云旗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卷讲述了辽金元时期的财政，包括了辽金元时期的政治、经济与财政；元代

财政制度的建立与改革；辽金元时期的财政收入；辽金元时期的财政支出；辽金元时期的财

政体制与管理制度等六章的内容。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辽代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金代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云旗 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明代卷 

［第一责任人］陈光焱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明代财政”，共分五章。内容包括：明王朝的兴衰、明代财政收入、

明代的财政支出、明代的财政管理等。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光焱 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清代卷 

［第一责任人］陈光焱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清前、后期的财政”，共分十章。内容包括：清前期的盛衰嬗变与

财政改革、清前期的财政收入、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及其财政、清后期的财政思想等。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光焱 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中华民国卷 

［第一责任人］刘孝诚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中华民国财政”，共分六章。内容包括：推翻帝制后的中国社会、

现代财政模式的尝试与建设、民国财政收入、民国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体系等。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孝诚 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革命根据地卷 

［第一责任人］冯田夫，李炜光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卷对革命根据地的 创与根据地财政的建立、土地革命发展时期的财政、抗

日根据地财政的建立与发展、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财政、抗战 后阶段的方针政策与中共七

大的的召 等内容作了论述。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次知识责任］冯田夫 著 



［次知识责任］李炜光 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当代卷 

［第一责任人］贾康，赵全厚编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当代中国的财政”，共八章。内容包括：当代中国的财政、奠定社

会主义经济基础时期的财政、计划经济时期的经验总结和走向改革 放之路等。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次知识责任］贾康 编著 

［次知识责任］赵全厚 编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通史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译者］贾康副主编 

［丛书］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刘翠微，史卫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卷对原始社会、夏、商、秦、汉、五代、辽、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等各代财政通史的大事件做了论述，并包括附录。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财政/大事记/中国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翠微 著 

［次知识责任］史卫 著 

［次知识责任］贾康 副主编 

  

 

［正题名］资深院士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韩存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裘维蕃等著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裘维蕃（真菌学家、病毒学家）、任美锷（地理学家、海岸科学家）、

张涤生（整形外科学家、显微外科学家）、郑国锠（植物细胞学家）、陈述彭（地理学家、地

图学家、遥感应用与地球信息科学专家）、陆宝麟（昆虫学家）、张光斗（水利水电专家）、

陈太一（通信技术专家）等 9 人的回忆文章，生动地体现了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 

［主题词］院士/回忆录/中国/现代 

［主题词］回忆录/科学工作者/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韩存志 主编 

［知识责任］裘维蕃 著 

  

 

［正题名］“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外国军事势力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玉海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东北边疆与民族”丛书 

［附注内容］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外国军事势力侵入中国东北境内以

及由此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主题词］帝国主义/侵华/研究/东北地区 

［主题词］军事/战备/帝国主义/侵华/研究 

［知识责任］胡玉海 著 

  

 

［正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学术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学术论文，并附相关活动的文件。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纪念文集 

［主题词］抗日战争/研究/论文集 

  

 

［正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学术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学术论文，并附相关活动的文件。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纪念文集 

［主题词］抗日战争/研究/论文集 

  

 

［正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学术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学术论文，并附相关活动的文件。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纪念文集 

［主题词］抗日战争/研究/论文集 

  

 

［正题名］性别与历史 

［副题名］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 

［第一责任人］陶飞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人文社科新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论文 17 篇。从文献与资料、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女传教士与女

基督徒等方面对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生动再现了近代中国女性

在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 

［主题词］基督教史/妇女史学/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妇女史学/基督教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陶飞亚 编 

  

 

［正题名］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 

［第一责任人］赵冈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赵冈·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制，讨论历史上的经营地主现象，

经营农场的雇佣劳动，探讨历史上的租佃制度等。 

［主题词］土地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土地所有权/分配经济/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赵冈 著 

  

 

［正题名］历史、身体、国家 

［副题名］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 

［副题名］1895-1937 

［第一责任人］黄金麟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中生代思想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以四个议题来证明和揭示身体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分别是：身体的国家化、



法权化、时间化、空间化。 

［主题词］社会发展/社会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1895-1937 

［知识责任］黄金麟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第一责任人］赵冈，陈钟毅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赵冈·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普通经济学的观点，检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性质，全书共分 11 章，

第一章至第六章，讨论生产要素的市场；第七章至第十一章讨论成品市场。 

［主题词］经济制度/经济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经济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赵冈 著 

［知识责任］陈钟毅 著 

  

 

［正题名］中日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孙乃民主编 

［译者］赵鸣岐，郭洪茂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张声振，郭洪茂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全面系统论述发生、发展和

变化的通史性著作。论述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卷：第一卷自古代至辛亥革命；第二卷自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1914.8）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9）；第三卷自日本投降（1945.8）至

当前两国关系。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孙乃民 主编 

［知识责任］张声振 著 

［知识责任］郭洪茂 著 

［次知识责任］赵鸣岐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洪茂 副主编 

  

 

［正题名］中日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孙乃民主编 

［译者］赵鸣岐，郭洪茂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高书全，孙继武，顾民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全面系统论述发生、发展和

变化的通史性著作。论述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卷：第一卷自古代至辛亥革命；第二卷自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1914.8）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9）；第三卷自日本投降（1945.8）至

当前两国关系。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孙乃民 主编 

［知识责任］高书全 著 

［知识责任］孙继武 著 

［知识责任］顾民 著 

［次知识责任］赵鸣岐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洪茂 副主编 

  

 

［正题名］中日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孙乃民主编 

［译者］赵鸣岐，郭洪茂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冯瑞云，高秀清，王升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全面系统论述发生、发展和

变化的通史性著作。论述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卷：第一卷自古代至辛亥革命；第二卷自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1914.8）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9）；第三卷自日本投降（1945.8）至

当前两国关系。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孙乃民 主编 

［知识责任］冯瑞云 著 

［知识责任］高秀清 著 

［知识责任］王升 著 

［次知识责任］赵鸣岐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洪茂 副主编 

  

 

［正题名］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端祥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共和国历史上沉重的

一笔，作者在本书中从城市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 

［主题词］人民公社化运动/城市/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城市管理/研究/中国/当代 

［主题词］城市经济/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端祥 著 

  

 

［正题名］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 

［第一责任人］国风著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从村落到国家、新石器时代、史前先民的居址、古代聚落的内

部结构、不同地区建筑的差异、建筑的进步、食粮等，从多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农村的历史变

迁过程。 

［主题词］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国风 著 

  

 

［正题名］寻访京城清王府 

［第一责任人］冯其利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北京城里的清宗室王公府第、蒙古王公府第、汉军等世爵王公府第

的基本情况。 

［主题词］古建筑/简介/北京/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冯其利 著 

  

 

［正题名］国民党将士话长征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以当年国民党将士的亲身经历，介绍了蒋介石的部署、设置四道封 线、

堵截红军四渡赤水、堵截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大渡河及过雷山等内容。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1934-1936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 

［第一责任人］饶怀民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事论丛 

［附注内容］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以辛亥革命为主线，通过对孙中山、黄兴等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革命活动的



论述，以及对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历史实践的论述，探讨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

失败的过程，探讨了辛亥革命对清末明初社会的影响。 

［主题词］辛亥革命/关系/社会变迁/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变迁/关系/辛亥革命/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饶怀民 著 

  

 

［正题名］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 

［副题名］1840-1876 

［第一责任人］（美）M. G.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著 

［译者］杨德山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杨念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原文出版于 1938 年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本书是一本综论 1840 至

1876 年间西方人“中国观”之纵向演变与横向差异的著作。作者选取从群体到个体、从专

家到一般人的大量人群作为认识主体进行分析；认识客体涵盖了性格、社会、文学、语言、

哲学、宗教、科学、艺术、习惯、风俗等诸多内容。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黄兴涛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念群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马森 著 

［知识责任］Mason 著 

［次知识责任］杨德山 译 

  

 

［正题名］真正的中国佬 

［并列题名］Real Chinaman 

［第一责任人］（美）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著 

［译者］鞠方安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杨念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原文出版于 1895 年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曾于 1869-1885 年来中国。本书是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幅全方位、

大视角、内容较为生动丰富的画卷，涉及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语言教育文化、家庭社会生

活、官民关系、财政金融等方面，是近代西方人中国观的代表性著作。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心理/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黄兴涛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念群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何天爵 著 



［知识责任］Holcombe 著 

［次知识责任］鞠方安 译 

  

 

［正题名］红军 

［并列题名］RED ARMY 

［副题名］1934-1936 

［第一责任人］师永刚，刘琼雄编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介绍长征时期的红军。内容包括：红军说明书、在路上、长征地理、

长征 10 秘境、红军食谱、红军病历、敌人、她们、长征器物手册、长征时期的中华民国、

流散的红星等。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1934-1936 

［主题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史料 

［知识责任］师永刚 编著 

［知识责任］刘琼雄 编著 

  

 

［正题名］少年中国学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小龙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对五四时期影响 大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内容

包括“少中”从筹备到成立的历程及其多方面的活动，“少中”会员们的理想追求和他们对

社会改造问题的种种思考，以及这种思考和探索过程中必然面对的 尖锐的问题等方面。 

［主题词］社会团体/研究/中国/1919-1925 

［知识责任］吴小龙 著 

  

 

［正题名］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 

［并列题名］Dairy of first front red army over long march 

［第一责任人］费侃如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以日志的形式，记录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在长征中经历的大小战斗及所遇

到的艰难险阻等史实。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费侃如 编著 

  

 

［正题名］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 

［第一责任人］张君劢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张君劢儒学著作集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1935 年。此次编入丛书，进行了一些校订。 

［附注内容］本书集著者于 1931 年至 1935 年所作之二十余篇文字，总结著者在论战爆发十

年的心路历程，这些文字可视为著者将论战中之稳痛发而为对科学精神之更深刻阐发及对中

华人民族存绪之际文化路向的清醒见地。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正题名］新儒家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张君劢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张君劢儒学著作集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86 年在台北出版。此次编入丛书，进行了一些校订。 

［附注内容］本书所谓“新儒家”，乃相对于先秦原创性儒家而言，是指生发流变于中唐韩

愈以迄晚清曾国藩间大约一千之久的儒学新思潮。作者审慎而详尽地考辨这一始终涵淹着道

统认同却又不无新精神创发的思潮的嬗演，意在为文化危机中的现代人提供一种儒学再度复

兴的历史启示。 

［主题词］新儒学/思想史 

［主题词］思想史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正题名］明日之中国文化 

［副题名］中印欧文化十讲 

［第一责任人］张君劢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张君劢儒学著作集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1936 年。此次编入丛书，进行了一些校订。 

［主题词］比较文化/研究/中国/印度/亚洲/欧洲/文集 

［主题词］文化/专题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正题名］“三农”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峰著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农村经济/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峰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婚姻法近代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新宇著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力图以一个完整、全方位的立体布局，对民国时期的婚姻法近代化进行多

层次、多方位的揭示。全书分 5 章，包括：中国婚姻法近代化的前奏、民国婚姻立法的两面

性、北洋政府时期的婚姻司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婚姻司法、近代化婚姻法的流变与反思。 

［主题词］婚姻法/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王新宇 著 

  

 

［正题名］王芳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王芳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王芳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他阅历丰富，经历传奇。书中他回首往事，

叙述了鲜为人知的经历，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 

［主题词］公安机关/领导人员/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王芳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 

［第一责任人］钟祥财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对 20 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作了扼要的梳理和评论。采用理论范畴系

统分析的体系，即把 20 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分别纳入目标导向、学理范式、体制模式、产业

发展、企业治理、收入分配等板块，然后展 纵向的线索勾勒和理论评析。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 

［知识责任］钟祥财 著 

  

 

［正题名］一代外交家顧維鈞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biography of V. K. wellington koo : the life of a diplomat i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金光耀，趙胜土編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外交家顾维钧先生的一生，并生动记叙了他无论处于怎样的政治环

境中，为中国人民的权利和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合法地位而所作的奋斗。 



［知识责任］金光耀 编著 

［知识责任］赵胜土 编著 

  

 

［正题名］变化中的中国人 

［并列题名］The changing Chinese 

［第一责任人］（美）E. A. 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著 

［译者］公茂虹，张皓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杨念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英文版出版于 1911 年 

［附注内容］本书大体反映了中华帝国寿终正寝前夕的历史风貌。作者从东西文化冲突的视

角，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剖析。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黄兴涛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念群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罗斯 著 

［知识责任］Ross 著 

［次知识责任］公茂虹 译 

［次知识责任］张皓 译 

  

 

［正题名］渤海国史 

［第一责任人］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东北边疆研究 第 2 批 

［附注内容］渤海国是公元 8-10 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地方民族政权。本书深入浅出地论

述了这个被誉称为“东海盛国”的政权是靺鞨人的国家，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它的疆域、人

口、民族、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习俗以及对外关系，并阐明了其在我国以

及东北亚地区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澄清了渤海史研究中的许多疑点和迷惑。 

［主题词］渤海国/民族历史/古代民族/研究/中国/东北地区 

［主题词］渤海（古族名）/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魏国忠 著 

［知识责任］朱国忱 著 

［知识责任］郝庆云 著 

  

 

［正题名］民国书业经营规章 

［第一责任人］汪耀华选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上海书业商会、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重庆市出版商业同业公会、

商务印书馆、 明书店、三联书店等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 

［主题词］出版事业史/规章制度/中国/民国/汇编 

［主题词］出版事业/发行机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中国/民国/汇编 

［主题词］规章制度/出版事业/发行机构/中国/民国/汇编 

［知识责任］汪耀华 选编 

  

 

［正题名］拐点 

［副题名］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 

［第一责任人］老枪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中国和日本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以及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形成的

心理冲突和情感冲突。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日关系/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老枪 著 

  

 

［正题名］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并列题名］The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Mongoli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第一责任人］（韩）金成修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从“政教二道”蒙古化与政治中心转移之间的联系入手，探讨了藏传佛教

在蒙古地区复兴的历史背景、原因及对蒙古社会的影响。阐述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等。 

［主题词］佛教史/喇嘛宗/蒙古族/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蒙古族/喇嘛宗/佛教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金成修 著 

  

 

［正题名］近现代云南女子学校教育发展研究 

［第一责任人］颜绍梅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西南边疆民族文库·边疆文化研究丛书 

［主题词］妇女教育/学校教育/教育史/研究/云南/近代 

［主题词］妇女教育/学校教育/教育史/研究/云南/现代 

［知识责任］颜绍梅 著 

  

 



［正题名］清代方略研究 

［第一责任人］姚继荣著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对仅出现于清代的官修纪事本末体史书——方略予以研究。共分为 7 章，

介绍了方略在清代官修史书中的地位，方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方略编纂的繁盛、延续

与低落，方略的社会历史观等。 

［主题词］政治/谋略/中国/清代/研究 

［主题词］清代战争/史料/研究 

［知识责任］姚继荣 著 

  

 

［正题名］从自然到人文 

［第一责任人］位梦华著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一个科学家的时空漫游与人性探索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近几年来的见闻随笔，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讲述了从宇宙的起

源，到地球的生成；从大气层的重要，到南北两极的作用；从生命世界的演化，到人性真谛

的反思等。 

［主题词］科学知识/普及读物/文集 

［知识责任］位梦华 著 

  

 

［正题名］红军长征人物谱 

［第一责任人］刘培一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刘培一 主编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史 

［并列题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生物及相关技术 

［并列题名］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书目卷册］第一分册 

［丛书］植物学 

［并列题名］Botany 

［第一责任人］（英）李约瑟著 

［译者］鲁桂珍协助 

［译者］黄兴宗独特贡献 

［译者］袁以苇…[等]译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主题词］植物学/自然科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约瑟 著 

［知识责任］Needham 著 

［次知识责任］鲁桂珍 协助 

［次知识责任］黄兴宗 独特贡献 

［次知识责任］袁以苇 译 

  

 

［正题名］袁世凯传 

［第一责任人］李宗一著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袁世凯既是清朝重臣，又是民国元首，是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纨绔子弟，科考失败，弃文从武，投靠吴长庆，取悦西太后等等工于心计的他施展手腕，长

袖善舞，终于位极人臣。本书即讲述了这位民国大总统传奇的一生。 

［知识责任］李宗一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 

［副题名］1860-1949 

［第一责任人］陈歆文编著 

［出版者］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包括军火工业、纯碱工业、电化学工业、化肥工业等我国近代时期

主要化学工业的兴起、发展、起伏、兴衰的历史，并对这些行业在国际上发展的总趋势和技

术更新换代的状况做了讲解。 

［主题词］化学工业/工业史/中国/1860-1949 

［主题词］工业史/化学工业/中国/1860-1949 

［知识责任］陈歆文 编著 

  

 

［正题名］论明清时期的对外交流与边治 

［第一责任人］徐明德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采取论证的手法，是围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与边治”这个中心，通过具

体分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政策，研究了对明清时期的中外交流与边治的历史。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明清时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外关系/研究/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徐明德 著 



  

 

［正题名］川大史学 

［第一责任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丛书］中国古代史卷 

［第一责任人］刘复生主编 

［译者］粟品孝副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册为中国古代史卷，收录了“中国上古天文学史发凡”、“清谈与魏晋政治”、

“论北魏孝文帝”、“五国伐秦考”、“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等论文。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刘复生 主编 

［次知识责任］粟品孝 副主编 

  

 

［正题名］川大史学 

［第一责任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丛书］中国近现代史卷 

［第一责任人］杨天宏主编 

［译者］杨兴梅副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论李

叔同》等共 24 篇论文。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杨天宏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杨兴梅 副主编 

  

 

［正题名］川大史学 

［第一责任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丛书］世界史卷 

［第一责任人］王挺之，孙锦泉主编 

［译者］刘耀春副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卷分为“西方史学与理论篇”、“古希腊史篇”、“文艺复兴篇”、“美国史篇”、

‘亚非史篇“等 6 篇，收录了《初民社会》、《亚狄加(希腊)悲剧的起源》、《文艺复兴小史》

等论文。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王挺之 主编 

［知识责任］孙锦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耀春 副主编 

  

 

［正题名］川大史学 

［第一责任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丛书］考古学卷 

［第一责任人］霍巍主编 

［译者］黄伟副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四川史前文化》、《东下冯文化的相关问题》、《论良渚文化玉琮的

分期》、《西藏西部陶器制作工艺的观察和初步研究》等 30 余篇论文。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考古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霍巍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伟 副主编 

  

 

［正题名］川大史学 

［第一责任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丛书］历史文献学卷 

［第一责任人］彭裕商，舒大刚主编 

［译者］张尚英副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儒学文献研究、出土文献研究、宋代文献研究等，共收录了《孔子生

日考》、《经疑》、《孔氏古文说》、《怎样考释古文字》、《宋代文献研究》等 46 篇论文。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校勘学/文献学/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史籍研究/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彭裕商 主编 

［知识责任］舒大刚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尚英 副主编 

  

 

［正题名］川大史学 

［第一责任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丛书］专门史卷 

［书目卷册］（一） 

［丛书］中国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陈廷湘主编 



［译者］李德英副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孔子与今文学》、《刘宋初期的皇权政治与佛教》、《漫谈中国的咏

史诗》等共 22 篇论文。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陈廷湘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德英 副主编 

  

 

［正题名］川大史学 

［第一责任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丛书］专门史卷 

［书目卷册］（二） 

［丛书］城市史 

［第一责任人］何一民主编 

［译者］邱国盛副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城市发展周期初探》、《成都城池变迁

史考述》、《试论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等共 17 篇论文。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城市地理/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何一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邱国盛 副主编 

  

 

［正题名］川大史学 

［第一责任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丛书］专门史卷 

［书目卷册］（三） 

［丛书］民族史 

［第一责任人］石硕主编 

［译者］徐君副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夜郎史迹初探》、《北朝之鲜卑语》、《说“锅庄”》、《试论西南少

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等共 26 篇论文。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石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君 副主编 

  



 

［正题名］川大史学 

［第一责任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丛书］历史地理卷 

［第一责任人］王小红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卷选取川大教师历年发表的有关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历

史民族地理研究这三个专题的历史地理学术论文，包括有《西藏四大圣湖》、《山海经及其神

话》、《明代三吴水利考》、《治水及其人物》、《论郡县制度》等。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小红 编 

  

 

［正题名］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路遇，滕泽之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联系中国历史上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式、自然

地理条件、社会文化环境等，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历史人口进行全面综合考证。 

［主题词］人口/历史/考证/中国 

［主题词］历史人口学/人口统计/中国 

［知识责任］路遇 著 

［知识责任］滕泽之 著 

  

 

［正题名］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路遇，滕泽之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联系中国历史上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式、自然

地理条件、社会文化环境等，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历史人口进行全面综合考证。 

［主题词］人口/历史/考证/中国 

［主题词］历史人口学/人口统计/中国 

［知识责任］路遇 著 

［知识责任］滕泽之 著 

  

 

［正题名］周逸群文集 

［第一责任人］高振亚主编 

［译者］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文集共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

宣传家、活动家，共产党军队的早期缔造者之一周逸群的文章 113 篇，诗词 17 首。 

［知识责任］周逸群 著 

［次知识责任］高振亚 主编 

  

 

［正题名］ 国大镇反 

［第一责任人］白希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以纪实文学的手法，展示了建国初期“三大运动”的全过程，对当年一些

具体案件侦破的回顾和对群众运动场景的真实还原，再现了当年全国各地对特务、恶霸、反

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声势浩大的斗争。 

［主题词］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白希 著 

  

 

［正题名］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 

［第一责任人］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坚强领导者、

在一二九运动史学研究中认识的谷景生、荣辱不惊谷景生等。 

［主题词］将军/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一二·九运动(1935)/史料/中国 

  

 

［正题名］蒋介石的处事为人 

［第一责任人］陈枫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知识责任］陈枫 著 

  

 

［正题名］近代日本政治体制 

［并列题名］The modern Japanese political system 

［第一责任人］殷燕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以现有研究成果特别是日方研究成果和日本政府发布的公 官方史料为基

础，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论述近代日本政治体制与其对外扩张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殷燕军 著 

  

 

［正题名］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行龙，杨念群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区域社会学/对比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比较社会学/社会变迁/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地方史/社会变迁/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行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念群 主编 

  

 

［正题名］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 

［副题名］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 

［第一责任人］罗志田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博雅 

［附注内容］本书讨论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一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五四”前夕的

士人心态与政治的关联，到“五四”后各种思想观念、行为取向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以

及这些因素在竞争中的互动，并从区域、文武、新旧等文化因素与政治斗争的纠结考察北伐

前数年军政格局的演变。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1918-1927/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1918-1927/文集 

［知识责任］罗志田 著 

  

 

［正题名］命运与使命 

［副题名］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第一责任人］冯建辉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近代史各个时期中的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等作

了深入的研究。 

［主题词］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冯建辉 著 

  

 

［正题名］方显廷回忆录 

［副题名］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 

［第一责任人］方显廷著 



［译者］方露茜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9 

［主题词］经济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方显廷 著 

［次知识责任］方露茜 译 

  

 

［正题名］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 

［第一责任人］杨胜群，陈晋主编 

［译者］孙东升副主编 

［译者］王香平，高长武编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亲历者的记忆 

［附注内容］本书选取长征中的十余次重要会议，从决策的角度来解读，反映中共中央领导

层在长征途中判断形势、把握机遇、制定战略行动方针、维护红军团结等方面的情况。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决策/史料 

［知识责任］杨胜群 主编 

［知识责任］陈晋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东升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香平 编辑 

［次知识责任］高长武 编辑 

  

 

［正题名］中国的思维世界 

［第一责任人］（日）沟口雄三，（日）小岛毅主编 

［译者］孙歌等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品力作，各篇所论涉及哲学、

科技、政治、社会、礼仪等各个方面。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沟口雄三 主编 

［知识责任］小岛毅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歌 译 

  

 

［正题名］中国学习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申国昌，史降云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论述了中华民族自孔子以来两千年的学习思想,包括儒家、道家、法

家、宋明理学、近现代学者等主流学派及非主流学派的学习思想。 

［主题词］学习/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学习/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申国昌 著 

［知识责任］史降云 著 

  

 

［正题名］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师张玉泉 

［第一责任人］费麟，费琪编著 

［译者］《建筑创作》杂志社承编 

［出版者］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中国一位执业女建筑师的人生历程，描绘华夏一代女建筑师不朽的创

作画卷，首次介绍中国近现代国防工程先师业绩，展示中国建筑界鲜为人知的建筑师伉俪。 

［主题词］建筑师/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费麟 编著 

［知识责任］费琪 编著 

  

 

［正题名］彀外譚屑 

［副题名］近五十年闻见摭忆 

［第一责任人］赵珩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捡拾人生经历中的片断印象和见闻感受，以亲历者的视角，将那些飘

逝的礼俗风物、旧时人物、琴棋书画、饮食游乐娓娓道来。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赵珩 著 

  

 

［正题名］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 

［副题名］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第一责任人］朱浒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细致、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救

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 

［主题词］社会救济/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救灾/社会问题/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朱浒 著 

  



 

［正题名］清史论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捷先，成崇德，李纪祥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是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3 年组织的两岸清史研究专家及

海外学者参加的清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汇编。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陈捷先 主编 

［知识责任］成崇德 主编 

［知识责任］李纪祥 主编 

  

 

［正题名］清史论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捷先，成崇德，李纪祥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是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3 年组织的两岸清史研究专家及

海外学者参加的清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汇编。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陈捷先 主编 

［知识责任］成崇德 主编 

［知识责任］李纪祥 主编 

  

 

［正题名］变迁 

［副题名］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史 

［第一责任人］黄德海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在陕西渭北高原上的韩城，至今还屹立着一个古老的村落——党家村，它已有

六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曾经“日进白银千两”的商业神话等。 

［主题词］商业史/乡村/陕西/韩城 

［主题词］乡村/商业史/陕西/韩城 

［主题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陕西 

［知识责任］黄德海 著 

  

 

［正题名］中國學研究 

［书目卷册］第九辑 

［第一责任人］吴兆路，甲斐胜二，林俊相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设有“专家论坛”、“古代诗学纵横”、“古代文论漫笔”、“古代小说研究”、

“古代戏曲研究”、“传统文化与文献”等栏目。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吴兆路 主编 

［知识责任］甲斐胜二 主编 

［知识责任］林俊相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的人性 

［并列题名］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第一责任人］（美）阿瑟·亨德森·史密斯著 

［译者］姚锦镕译 

［出版者］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 27 章，精辟地论述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性格特征、行为方式、习

惯习俗等诸多方面，勾画出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 

［主题词］民族性/文化传统/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史密斯 著 

［知识责任］smith 著 

［次知识责任］姚锦镕 译 

  

 

［正题名］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叶扬兵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的纷繁复杂现象，并生动描述了众多基层干

部和广大农民在运动中的心态和行为，再现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原貌。在此基础上，

客观分析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败得失，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主题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研究/中国 

［主题词］农业集体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叶扬兵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宪法文本的历史解读 

［第一责任人］卞修全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对近代以来不同阶段（清朝末期、民国初期、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政府时

期）出现的宪法文本的内容进行分析与研究。 

［主题词］宪法/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宪法/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卞修全 著 

  

 

［正题名］远东背影 

［副题名］哈尔滨老公馆 

［并列题名］Historical houses in Harbin 

［第一责任人］阿成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城市史/建筑/史料/哈尔滨 

［主题词］居住遗址/史料/哈尔滨 

［知识责任］阿成 著 

  

 

［正题名］丁肇中传 

［第一责任人］周金品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科学大师人生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生动的笔触，翔实地再现了诺贝尔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J 粒子

的发现者——丁肇中博士的成长经历和勇于创新的人生风采。 

［主题词］物理学家/传记/美国 

［知识责任］周金品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书目卷册］2005 年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 2005 年度召 的近代史研究所第七届青年讨论会论文 27 篇，包括

《齐彦槐与道光初年海运》、《19 世纪中期安徽的田赋征收制度》、《徐承祖与中日〈天津条

约〉》等。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文集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作年鉴 

［书目卷册］（2003）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作年鉴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设有综述、特载、专文、大事记、党史机构、工作成果、工作经验交流、

党史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索引等八个部分，记载了 2003 年全国中共党史工作的基本情况。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工作/2003/年鉴 

  

 

［正题名］中日民法近代化比较研究 

［副题名］以近代民法典编纂为视野 

［第一责任人］孟祥沛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上海法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从立法背景、立法原则、立法过程、法典编制结构、法典的内容和特点、

影响和评价等多个层次和角度出发，对中日两国民法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比

较研究。 

［主题词］民法/对比研究/中国/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孟祥沛 著 

  

 

［正题名］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 

［第一责任人］程念祺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中生代思想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的研究思路，不是纯经济史，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史的进路——将政治体制

与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而后又加入赋税财政体制，三者互动，变迁的图景是立体的。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程念祺 著 

  

 

［正题名］孙中山 

［副题名］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第一责任人］（美）韦慕庭著 

［译者］杨慎之译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以客观的态度讲述了屡次受挫，却勇往直前， 终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孙中

山的人生历程。 

［知识责任］韦慕庭 著 

［知识责任］Wilbur 著 

［次知识责任］杨慎之 译 

  

 

［正题名］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副题名］1932-1982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932-1937 



［第一责任人］张篷舟主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沿用大事记及附录体裁，备载 1932 年至 1982 年间之中、日有关大事，及

附录重要文献，按年分五卷编印。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大事记/1932-1982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日关系/大事记/1932-1982 

［知识责任］张篷舟 主编 

  

 

［正题名］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副题名］1932-1982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1938-1941 

［第一责任人］张篷舟主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沿用大事记及附录体裁，备载 1932 年至 1982 年间之中、日有关大事，及

附录重要文献，按年分五卷编印。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大事记/1932-1982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日关系/大事记/1932-1982 

［知识责任］张篷舟 主编 

  

 

［正题名］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副题名］1932-1982 

［书目卷册］第三卷 

［副题名］1941-1945 

［第一责任人］张篷舟主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沿用大事记及附录体裁，备载 1932 年至 1982 年间之中、日有关大事，及

附录重要文献，按年分五卷编印。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大事记/1932-1982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日关系/大事记/1932-1982 

［知识责任］张篷舟 主编 

  

 

［正题名］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副题名］1932-1982 

［书目卷册］第四卷 

［副题名］1946-1958 

［第一责任人］张篷舟主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沿用大事记及附录体裁，备载 1932 年至 1982 年间之中、日有关大事，及

附录重要文献，按年分五卷编印。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大事记/1932-1982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日关系/大事记/1932-1982 

［知识责任］张篷舟 主编 

  

 

［正题名］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副题名］1932-1982 

［书目卷册］第五卷 

［副题名］1959-1982 

［第一责任人］张篷舟主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沿用大事记及附录体裁，备载 1932 年至 1982 年间之中、日有关大事，及

附录重要文献，按年分五卷编印。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大事记/1932-1982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日关系/大事记/1932-1982 

［知识责任］张篷舟 主编 

  

 

［正题名］孙中山经济思想 

［副题名］中国建设前瞻者的思考 

［第一责任人］黄明同，卢昌健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孙中山研究系列 

［主题词］经济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黄明同 著 

［知识责任］卢昌健 著 

  

 

［正题名］孙中山建设哲学 

［书目卷册］中国现代系统思维的 启及运用 

［第一责任人］黄明同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孙中山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赞助出版 

［附注内容］以独特的视角、将孙中山建设哲学置于世界自经典物理学转向现代科学、中国

从革命转向建设的新时代大视野中，进行审视。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明同 著 



  

 

［正题名］趣谈老北京古建筑 

［第一责任人］施连芳，上官文轩编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趣谈老北京 

［附注内容］本书选择介绍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如：天安门；“内九”、“外七”等十六座

城门；紫禁城内的古建筑：颐和园、北海等皇家园林以及燕京八景等。 

［主题词］古建筑/北京/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施连芳 编著 

［知识责任］上官文轩 编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龚延明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辞书收词时限：上起三代、下迄清末。内容包括中国历代王朝国家管理机构

正式官名的各种别称，共计收词 9400 余条。 

［主题词］官制/词典/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龚延明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刘国铭主编 

［译者］黄晋明，陈予欢，王叔凯副主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是系统介绍中国国民党自 1894 年兴中会成立以来的人物工具书，共收录

21458 人，其中有肖像 9580 幅。人物资料收至 1999 年，个别涉录至 2005 年。 

［主题词］政治人物/中国国民党/列传 

［主题词］社会人物/中国国民党/列传 

［知识责任］刘国铭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晋明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予欢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叔凯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刘国铭主编 



［译者］黄晋明，陈予欢，王叔凯副主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是系统介绍中国国民党自 1894 年兴中会成立以来的人物工具书，共收录

21458 人，其中有肖像 9580 幅。人物资料收至 1999 年，个别涉录至 2005 年。 

［主题词］政治人物/中国国民党/列传 

［主题词］社会人物/中国国民党/列传 

［知识责任］刘国铭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晋明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予欢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叔凯 副主编 

  

 

［正题名］李六如与六十年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凌辉，栗树林，金良超编著 

［出版者］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李六如是清末知识分子中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典型人物。本书介绍了他与中

国革命的进程惊人地合拍、同步，如形影之相随的人生轨迹。 

［知识责任］凌辉 编著 

［知识责任］栗树林 编著 

［知识责任］金良超 编著 

  

 

［正题名］中央红军长征纪实 

［第一责任人］刘秉荣著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真实地记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全过程。不仅是一部好的文

学作品，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主题词］中国工农长征红军/史料 

［知识责任］刘秉荣 著 

  

 

［正题名］历史地理学丛稿 

［第一责任人］韩光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人物、学史、历史地图、研究方法四编。具体包括孙兰的地理学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特点及其贡献、历史地理图集的理论问题等内容。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地理学家/传记 

［知识责任］韩光辉 著 

  



 

［正题名］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 

［第一责任人］那思陆著 

［译者］范忠信，尤陈俊勘校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由绪论、州县衙门、刑事审判程序、民事审判程序和结论五章组成，其中，

篇幅 大的是第三章，刑事审判程序，占全书篇幅的大部分。 

［主题词］审理/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审理/地方政府/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那思陆 著 

［次知识责任］范忠信 勘校 

［次知识责任］尤陈俊 勘校 

  

 

［正题名］傅斯年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傅斯年著] 

［译者］欧阳哲生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卷收作者早年（1918-1926 年）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为作者在大学时代和

在欧洲留学时期所作，大多曾发表在《新潮》、《新青年》、《晨报》等刊上。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主编 

  

 

［正题名］傅斯年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傅斯年著] 

［译者］欧阳哲生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卷收作者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诗经讲义稿》、《战国子家叙论》、

《史学方法导论》、《史记研究》、《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主编 

  

 

［正题名］傅斯年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傅斯年著] 

［译者］欧阳哲生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卷收作者 1927 年以后撰写、发表的学术论文；为各种文集、刊物撰写的序

跋、发刊词；未刊的学术论文手稿读书札记。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主编 

  

 

［正题名］傅斯年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傅斯年著] 

［译者］欧阳哲生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卷收作者 1932 年以后发表的时评政论；作者在国民参政会等机构的提案和

口头质询等；并酌情收入了部分有关傅斯年与记者谈话的报导。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主编 

  

 

［正题名］傅斯年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傅斯年著] 

［译者］欧阳哲生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卷收作者 1927 年留学归国以后撰写、发表的有关教育、医学、人物方面的

文章、序跋和诗歌；作者撰写的提案、机构文件等；作者为友人所作的序跋、赠诗。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主编 

  

 

［正题名］傅斯年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傅斯年著] 

［译者］欧阳哲生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卷收作者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28-1950 年）和北京大学

代理校长期间所提供的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各种相关的文件、会议记录。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主编 

  

 



［正题名］傅斯年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傅斯年著] 

［译者］欧阳哲生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卷收作者致各方面人士、机构的书信、电文、公函，共 261 通。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 

［第一责任人］国风著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从中国农业的起源、古代聚落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伦理道德的逐步规范

化等文化视角，诠释了“三农”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内在联系。 

［主题词］农民/生活/概况/中国 

［主题词］农村/风俗习惯/中国 

［主题词］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国风 著 

  

 

［正题名］中国地方军 大结局 

［第一责任人］刘革学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晋系军 阎锡山、西北军缔造者冯玉祥、桂系首尊李宗仁、“南

天王”陈济棠、武功过人的龙云、争霸四川的杨森、心狠手辣的盛世才、川军名将刘湘等。 

［主题词］军 /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刘革学 著 

  

 

［正题名］民国政要的 后岁月 

［第一责任人］范小方，李永铭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 30 余名民国军政要人 后岁月的记述，通过平实的叙述，展示民

国政治军事要人不同的政治和生命的归属。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政治人物 

［知识责任］范小方 著 

［知识责任］李永铭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副题名］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 

［第一责任人］（日）滨下武志著 

［译者］高淑娟，孙彬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附：地图（第 430-440 页）；中国海关史资料（第 441-852 页）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中国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研究入手，通过清末财政与海

关、赫德与中国海关、海关与贸易统计和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等问题，对中国地方经济与中

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域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状态作了

深入研究。 

［主题词］海关史/财政/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对外贸易/贸易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通商口岸/贸易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财政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滨下武志 著 

［次知识责任］高淑娟 译 

［次知识责任］孙彬 译 

  

 

［正题名］自治与官治 

［副题名］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法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联合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岭南博士文库 第一批 

［附注内容］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自治与官治体制为中心，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法及其实践入手考察

其县政甚至地方政制的发展变化，追溯前此的政治传统，描述当时的政治状况，以从制度上

揭示其迅速崩溃的历史规律。 

［主题词］地方自治法/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周联合 著 

  

 

［正题名］清代内蒙古东三盟史 

［第一责任人］阎光亮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丛编题名］“东北边疆与民族”丛书 

［附注内容］教育部“十五”“211 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清代漠南蒙古(内蒙古)六盟中处于东部地区的哲里木盟、卓索图盟、

昭乌达盟三盟的历史。东三盟地跨今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自治区，在

满族统一东北、击溃察铪尔蒙古、征服朝鲜、出征明朝的诸次战役中，都是一支重要的方面

军，发挥了较重要的军事作用。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中国/内蒙古/清代 

［知识责任］阎光亮 著 

  

 

［正题名］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 

［副题名］五四女性思潮中的周作人女性思想 

［第一责任人］徐敏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是对周作人女性思想主要内容的梳理概括、对其特点的归纳和对其思

想基础和来源的考察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周作人女性思想的流变及意义。 

［主题词］妇女学/研究 

［知识责任］徐敏 著 

  

 

［正题名］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并列题名］Studies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王晓德主编 

［译者］南 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设有“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国际关系史·地区国别史”、“综述”等三

个栏目。包括《上海金融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中国留学生的发展历程及与现代化

历程的关系》、《中日早期西学差异论析》、《朝鲜战争与日本政府的对策》、《早期工业化进程

中的美国妇女》等 22 篇论文。 

［主题词］世界史/近代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世界史/现代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王晓德 主编 

  

 

［正题名］杨希枚集 

［第一责任人］[杨希枚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姓字古义析证》、《论晋语黄帝传说与秦晋联姻的故事》、《论先秦姓

族和氏族》、《古饕餮民族考》等多篇学术性文章。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杨希枚 著 

  

 

［正题名］左联史 

［第一责任人］姚辛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白色恐怖中集结、在红色巨潮中诞生、在残酷

围剿中壮大、在艰难险阻中创造的历史过程。 

［主题词］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现代 

［主题词］左翼文化运动/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姚辛 著 

  

 

［正题名］新视野下的台湾近现代佛教史 

［第一责任人］江灿腾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近代以前台湾佛教的源流与特征》、《二十世纪前期日本帝国主义操

控下的台湾海峡两岸汉传佛教互动与新旧思潮的冲击》、《当代台湾“人间佛教”思想的溯源

与纠葛》等 8 篇论文。 

［主题词］佛教史/研究/台湾/近代 

［主题词］佛教史/研究/台湾/现代 

［主题词］佛教/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江灿腾 著 

  

 

［正题名］历有争议的陈炯明 

［第一责任人］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编著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为对有关陈炯明研究提供参考，着重介绍 50 年代后特别是争论日趋激烈

的 90 年代后的各种论著的代表性观点，尤其注重关键时期的关键问题。本书还以附录形式

列举了内含争议内容的目录索引，计图书二百五十种、文章四百二十三篇。 

［知识责任］段云章 编著 

［知识责任］沈晓敏 编著 

［知识责任］倪俊明 编著 

  

 

［正题名］清代帝后的归宿 

［第一责任人］于善浦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对清代皇陵的选址、堪舆、兴工以及陵寝祭祀、管理及沿革进行了研

究。对清代帝后墓主人的身世、尤以入葬后妃的记载，有较大的突破。 

［主题词］陵墓/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于善浦 著 

  

 

［正题名］明清论丛 

［并列题名］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王天有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有关明史地位的四个问题》、《明代的义官义民》、《明代通俗小说

的传播方式》、《关于清初后妃改嫁问题的考察》、《圆明园始建年代考》等文章。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天有 主编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二十一期（二○○六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6/丛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正题名］我的前半生（全本） 

［第一责任人］爱新觉罗·溥仪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爱新觉罗·溥仪的家世、出身、童年，到他当上末代皇帝，以及接

受改造的经过。 

［知识责任］爱新觉罗·溥仪 著 

  

 

［正题名］林增平文存 

［第一责任人］林增平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的史学文章有：《加强对祖国历史的学习和研究， 展爱国主义

的宣传教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洋务运动》

等。 



［主题词］中国/近代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林增平 著 

  

 

［正题名］浙大的校长们 

［第一责任人］张达寿等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名校人物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林启、陆懋勋、吴雷川、竺可桢、马寅初、钱三强等 15 位历届浙

江大学的校长的生平事迹。并附有浙江大学史料。 

［主题词］校长/浙江大学/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杨达寿 著 

  

 

［正题名］往事 

［副题名］杨虎城之子回忆 

［第一责任人］杨拯民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祖父母与少年时期的父亲、青年时代的父亲、坚守西安、母丧

东里堡、青岛治病、为母祝寿等。 

［知识责任］杨拯民 著 

  

 

［正题名］张学良 

［副题名］毁誉由人 

［第一责任人］赵杰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沿着张学良的生命旅程，以迥异的视角和厚重的笔触展现张学良将军在西

安事变后的人生轨迹和感情生活，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对悬疑的诸多历史问题作了理性的分析

和解读。 

［知识责任］赵杰 著 

  

 

［正题名］俄罗斯文化史 

［副题名］历史与现代 

［第一责任人］（俄）T.C.格奥尔吉耶娃著 

［译者］焦东建，董茉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作者重点揭示了俄罗斯社会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

着重研究了俄罗斯人个性特点和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同时分析了过去几个世纪和今天阻碍



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强调研究如何在充分利用俄罗斯民族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文化创作

与发展的问题，如何克服各种阻力和寻求新的发展途径的问题。 

［主题词］文化史/俄罗斯 

［知识责任］格奥尔吉耶娃 著 

［知识责任］Георгиева 著 

［次知识责任］焦东建 译 

［次知识责任］董茉莉 译 

  

 

［正题名］中国历史年表 

［第一责任人］柏杨著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以表格形式，上自 天辟地，下至中华民国成立，数千年间的重要事件与

人物都一应网罗其中。 

［主题词］历史年表/中国 

［知识责任］柏杨 著 

  

 

［正题名］北洋军 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副题名］武夫当国 

［书目卷册］壹 

［第一责任人］陶菊隐著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 33 年的历史。本

册为第一部“前传（1895-1911）”和第二部“袁世凯时代（1912-1916）”的前半部分。 

［主题词］北洋军 史/1895-1928/史料 

［主题词］洪宪帝制/史料 

［知识责任］陶菊隐 著 

  

 

［正题名］北洋军 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副题名］武夫当国 

［书目卷册］贰 

［第一责任人］陶菊隐著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 33 年的历史。本

册为第二部“袁世凯时代（1912-1916）”的后半部分和第三部“群魔乱舞（1916-1920）”的

前半部分。 

［主题词］北洋军 史/1895-1928/史料 

［主题词］洪宪帝制/史料 

［主题词］段祺瑞（1865-1936）/北洋军 政府/史料 



［知识责任］陶菊隐 著 

  

 

［正题名］北洋军 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副题名］武夫当国 

［书目卷册］叁 

［第一责任人］陶菊隐著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 33 年的历史。本

册为第三部“群魔乱舞（1916-1920）”的后半部分。 

［主题词］北洋军 史/1895-1928/史料 

［主题词］段祺瑞（1865-1936）/北洋军 政府/史料 

［知识责任］陶菊隐 著 

  

 

［正题名］北洋军 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副题名］武夫当国 

［书目卷册］肆 

［第一责任人］陶菊隐著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 33 年的历史。本

册为第四部“直系当家（1920-1924）”。 

［主题词］北洋军 史/1895-1928/史料 

［知识责任］陶菊隐 著 

  

 

［正题名］北洋军 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副题名］武夫当国 

［书目卷册］伍 

［第一责任人］陶菊隐著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 33 年的历史。本

册为第五部“北伐军来了（1924-1928）”。 

［主题词］北洋军 史/1895-1928/史料 

［知识责任］陶菊隐 著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1 



［丛书］粵海挥塵录 

［第一责任人］李俊权，莫仲予，黄炳炎主编 

［译者］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李俊权 主编 

［知识责任］莫仲予 

［知识责任］黄炳炎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2 

［丛书］八桂香屑录 

［第一责任人］唐侬鳞主编 

［译者］广西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唐侬鳞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3 

［丛书］海上春秋 

［第一责任人］华道一主编 

［译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华道一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4 

［丛书］津門史綴 

［第一责任人］孙竞宇，王大川，陈嘉祥主编 

［译者］天津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孙竞宇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大川 主编 

［知识责任］陈嘉祥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5 

［丛书］穹廬譚故 

［第一责任人］孔庆臻，耿鸿钧，李吉吾主编 

［译者］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孔庆臻 主编 

［知识责任］耿鸿钧 主编 

［知识责任］李吉吾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6 

［丛书］巴蜀述闻 

［第一责任人］高朴实，李有明，章小谷主编 

［译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高朴实 主编 

［知识责任］李有明 主编 

［知识责任］章小谷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7 

［丛书］京華風物 

［第一责任人］章长炳，宁玉环主编 

［译者］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章长炳 主编 

［知识责任］宁玉环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8 

［丛书］秦中舊事 

［第一责任人］章培礼，孔珞，江弘基主编 

［译者］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章培礼 主编 

［知识责任］孔珞 主编 

［知识责任］江弘基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9 

［丛书］中州轶闻 

［第一责任人］魏玉林，王华农，刘家骥主编 

［译者］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魏玉林 主编 



［知识责任］王华农 主编 

［知识责任］刘家骥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10 

［丛书］两浙轶闻 

［第一责任人］杨炳，洪昌文主编 

［译者］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杨炳 主编 

［知识责任］洪昌文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11 

［丛书］潇湘絮语 

［第一责任人］彭小峰主编 

［译者］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彭小峰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12 

［丛书］闽海过帆 

［第一责任人］陈虹，吴修秉主编 

［译者］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陈虹 主编 

［知识责任］吴修秉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13 

［丛书］沽上文艺 

［第一责任人］孙京宇，王大川，陈嘉祥主编 

［译者］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孙京宇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大川 主编 

［知识责任］陈嘉祥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14 



［丛书］滇云片羽 

［第一责任人］李群杰，王樵，顾峰主编 

［译者］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李群杰 主编 

［知识责任］王樵 主编 

［次知识责任］顾峰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15 

［丛书］耄年話滄桑 

［第一责任人］章长炳，宁玉环，张永林主编 

［译者］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章长炳 主编 

［知识责任］宁玉环 主编 

［知识责任］张永林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16 

［丛书］隴史掇遺 

［第一责任人］王惠科，赵志凡，赵世英主编 



［译者］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王惠科 主编 

［知识责任］赵志凡 主编 

［知识责任］赵世英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17 

［丛书］风雨长安 

［第一责任人］鱼闻诗，段克正，关睢主编 

［译者］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鱼闻诗 主编 

［知识责任］段克正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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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18 

［丛书］三吴风采 

［第一责任人］倪明主编 

［译者］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倪明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19 

［丛书］鶏林採珍 

［第一责任人］孙晓野，杨蔚斌，丁朝玉主编 

［译者］吉林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孙晓野 主编 

［知识责任］杨蔚斌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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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20 

［丛书］黔故谈荟 

［第一责任人］冯楠，陈福桐，张彦夫主编 

［译者］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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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冯楠 主编 

［知识责任］陈福桐 主编 

［知识责任］张彦夫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21 

［丛书］孤山拾零 

［第一责任人］杨炳，洪昌文主编 

［译者］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杨炳 主编 

［知识责任］洪昌文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22 

［丛书］楚天筆薈 

［第一责任人］吴丈蜀主编 

［译者］湖北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吴丈蜀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23 

［丛书］黑土金沙錄 

［第一责任人］张淑媛，王竞，柳彦章主编 

［译者］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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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张淑媛 主编 

［知识责任］王竞 主编 

［知识责任］柳彦章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书目卷册］24 

［丛书］昆侖采玉錄 

［第一责任人］陈希明，欧阳克嶷，吾提库尔主编 

［译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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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25 

［丛书］史迹文踪 

［第一责任人］蒋路，刘北汜，尚爱松主编 

［译者］中央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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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26 

［第一责任人］李俊昌，张蕾，萧思贵主编 

［译者］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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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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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27 

［丛书］桂海遗珠 

［第一责任人］唐侬麟主编 

［译者］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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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28 

［丛书］朔漠前尘 

［第一责任人］孔庆臻，耿鸿钧，李吉吾主编 

［译者］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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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29 

［丛书］辽海鹤鸣 

［第一责任人］马坤，郑殿起，刘俊主编 

［译者］辽宁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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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30 

［丛书］隴原鴻跡 

［第一责任人］王惠科，师纶，唐学亮主编 

［译者］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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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31 

［丛书］豫章史撷 



［第一责任人］鄢鹤龄主编 

［译者］江西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鄢鹤龄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32 

［丛书］江淮逸闻 

［第一责任人］陈基余，李建功，王成志主编 

［译者］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陈基余 主编 

［知识责任］李建功 主编 

［知识责任］王成志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33 

［丛书］江汉采风 

［第一责任人］陈松，吴先铭，张正亚主编 

［译者］武汉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陈松 主编 

［知识责任］吴先铭 主编 

［知识责任］张正亚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34 

［丛书］三秦轶事 

［第一责任人］张培礼，孔珞，江弘基主编 

［译者］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张培礼 主编 

［知识责任］孔珞 主编 

［知识责任］江弘基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35 

［丛书］中州钩沉 

［第一责任人］魏玉林，王华农，刘家骥主编 

［译者］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魏玉林 主编 

［知识责任］王华农 主编 

［知识责任］刘家骥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36 

［丛书］陪都星云录 

［第一责任人］徐立阳，彭伯通，沙欧主编 

［译者］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徐立阳 主编 

［知识责任］彭伯通 主编 

［知识责任］沙欧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37 

［丛书］海岱寻踪 

［第一责任人］李骏昌，张蕾，萧思贵主编 

［译者］山东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李骏昌 主编 

［知识责任］张蕾 主编 

［知识责任］萧思贵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38 

［丛书］岭嶠拾遗 

［第一责任人］李俊权，黄炳炎主编 

［译者］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李俊权 主编 

［知识责任］黄炳炎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39 

［丛书］汾晋遗珠 

［第一责任人］华而实主编 

［译者］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华而实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40 

［丛书］羊城撷采 

［第一责任人］熊雨鹃，李曲斋，龙劲风主编 

［译者］广州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熊雨鹃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曲斋 主编 

［知识责任］龙劲风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41 

［丛书］沪滨掠影 

［第一责任人］华道一主编 

［译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华道一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42 

［丛书］津沽旧事 

［第一责任人］王大川，陈嘉祥主编 

［译者］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大川 主编 

［知识责任］陈嘉祥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43 

［丛书］云岭拾穗 

［第一责任人］李群杰，王樵，顾峰主编 

［译者］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李群杰 主编 

［知识责任］王樵 主编 

［知识责任］顾峰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44 



［丛书］益州集粹 

［第一责任人］高朴实，李有明，张小谷主编 

［译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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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45 

［丛书］宁夏述闻 

［第一责任人］徐梦麟，孙鸿述，王绍坤主编 

［译者］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徐梦麟 主编 

［知识责任］孙鸿述 主编 

［知识责任］王绍坤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46 

［丛书］沈鸿 羽 

［第一责任人］李仲元，王恩涛主编 



［译者］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李仲元 主编 

［知识责任］王恩涛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47 

［丛书］巴渝故实录 

［第一责任人］徐立阳，彭伯通，沙鸥主编 

［译者］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徐立阳 主编 

［知识责任］彭伯通 主编 

［知识责任］沙鸥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48 

［丛书］衡岳漫话 

［第一责任人］彭小峰主编 

［译者］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彭小峰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49 

［丛书］黑水十三篇 

［第一责任人］韩福林，张淑媛，王竞主编 

［译者］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知识责任］韩福林 主编 

［知识责任］张淑媛 主编 

［知识责任］王竞 主编 

  

 

［正题名］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50 

［丛书］丛书综览 

［第一责任人］萧乾主编 

［译者］中央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 32 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

史笔记丛书》问世已经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重印这套丛书，

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

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故再版时没有刊用。本册共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丛书主要人名索引；二是部分报刊评论；三是丛书副主编、上



海文史馆馆长王国忠先生所写的《编后絮语》。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索引/笔记/史料/中国/1840-1949/丛刊 

［主题词］索引/文史资料/中国/1840-1949/丛刊 

［知识责任］萧乾 主编 

  

 

［正题名］法国汉学 

［书目卷册］第十辑 

［丛书］粟特人在中国 

［副题名］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 

［第一责任人］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 

［译者］《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粟特萨宝与商队贸易”、“粟特聚落与地方社会”、“入华粟特人的宗

教与艺术”三部分，收入 28 篇论文，内容涉及粟特历史、考古、美术、宗教、语言等诸多

方面。 

［主题词］汉学/研究/法国/文集 

［主题词］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荣新江 主编 

［知识责任］华澜 

［知识责任］张志清 主编 

  

 

［正题名］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 

［第一责任人］陈锋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15 至 20 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

系陈锋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论述：长江上游的人口、公共领域与税收；长江中游的市镇与农村；

长江下游的市镇、农村与文化；长江流域的个案考察四方面的内容。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15 至 20 世纪 

［知识责任］陈锋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论集 

［副题名］庆祝章 沅八十先生华诞 

［第一责任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的“封建”观》、《民国初年部院之争》、《孙

中山论心性文明与人格建国》等近 30 篇论文。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学校体育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毛振明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体育教学与训练系列 

［附注内容］经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专业指导委员会审定通过 

［附注内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选修课程系列教材 

［主题词］学校体育/教育史/世界/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毛振明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周穗明…[等]著 

［出版者］学习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共两册。对 20 世纪国外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及 新发展趋势做了评介，

提供了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新的思想资源，反映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状况和国

外社会主义运动的 新形态等内容。 

［主题词］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西方国家/20 世纪 

［知识责任］周穗明 著 

  

 

［正题名］20 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周穗明…[等]著 

［出版者］学习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共两册。对 20 世纪国外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及 新发展趋势做了评介，

提供了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新的思想资源，反映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状况和国

外社会主义运动的 新形态等内容。 

［主题词］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西方国家/20 世纪 

［知识责任］周穗明 著 

  

 

［正题名］我在暧昧的日本 

［副题名］大江健三郎随笔集 

［第一责任人］（日）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著 

［译者］王中忱，庄焰…[等]译 



［出版者］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十七篇随笔，主要包括与中国著名

作家莫言的对话、演讲、时事评论、文学创作谈、人生感悟等内容。从不同侧面和角度介绍、

总结了作家的生活、思想及创作实践。 

［主题词］随笔/日本/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大江健三郎 著 

［次知识责任］王中忱 译 

［次知识责任］庄焰 译 

  

 

［正题名］乡村中国评论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吴毅主编 

［译者］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办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乡村中国评论》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业已主编的《三农中

国》季刊的的姐妹刊，属学术年刊（每年一辑）。目的旨在创办一本以研究中国乡村问题为

内容的连续学术出版物，内容涉及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历史等各领域的

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学术评论。 

［主题词］乡村/社会生活/调查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毅 主编 

  

 

［正题名］中华百年建筑经典 

［书目卷册］1 

［并列题名］Chinese Classic Architecture of One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梅可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丛书为大型电视专题片《中华百年建筑经典》的精华图文版。其中精选了优

待表型的几十座建筑，按照公共建筑、纪念建筑、行政建筑的大致分类，编成第一辑五卷本

的精美图书，特点是：鲜为人知的史实、精美珍贵的图片、大气震撼的视觉效果、深沉厚重

的文化内涵。本册内容有：大连中山广场，集美学村，上海外滩，北京展览馆，菊儿胡同，

石库门等。 

［主题词］建筑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建筑艺术/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公共建筑/建筑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梅可 主编 

  

 

［正题名］科学技术及其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谢名春主编 

［译者］李敏惠，冯 甫副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思想史/世界/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谢名春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敏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冯 甫 副主编 

  

 

［正题名］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书目卷册］第一分册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钱币学会编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分册是江苏地区分册，主要记述了江淮、淮海、盐阜苏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

的货币制造、货币发行、流通和货币斗争的历史，同时介绍了根据地 创、建设、发展过程

以及与此相关的财政、经济、社会背景。 

［主题词］货币史/华中抗日根据地 

  

 

［正题名］中华百年建筑经典 

［书目卷册］3 

［并列题名］Chinese Classic Architecture of One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梅可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丛书为大型电视专题片《中华百年建筑经典》的精华图文版。其中精选了优

待表型的几十座建筑，按照公共建筑、纪念建筑、行政建筑的大致分类，编成第一辑五卷本

的精美图书，特点是：鲜为人知的史实、精美珍贵的图片、大气震撼的视觉效果、深沉厚重

的文化内涵。本册内容有：哈尔滨中央大街、天津劝业场、北京友谊宾馆、福建武夷山庄、

上海金茂大厦等。 

［主题词］建筑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建筑艺术/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商业建筑/建筑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梅可 主编 

  

 

［正题名］新社会 

［并列题名］The New Society :The Anatomy of IndustrialOrder 

［第一责任人］（美）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著 

［译者］石晓军，覃筱…[等]译 

［出版者］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德鲁克管理经典 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工业利润的职能和功能、管理的职能与功能，将劳动动力视为一种

资源的观点，以及创建工厂社区的必要性等，曾经对日本的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题词］工业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德鲁克 著 

［知识责任］Drucker 著 

［次知识责任］石晓军 译 

［次知识责任］覃筱 译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集 

［丛书］评论卷 

［第一责任人］阎长青，李树权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阎长青 本卷选编 

［知识责任］李树权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集 

［丛书］短篇小说卷（上） 

［第一责任人］白长青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白长青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集 

［丛书］短篇小说卷（中） 

［第一责任人］白长青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白长青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集 

［丛书］短篇小说卷（下） 

［第一责任人］ 白长青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白长青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集 

［丛书］中篇小说卷 

［第一责任人］高翔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中篇小说/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高翔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集 

［丛书］长篇小说卷（上） 

［第一责任人］高翔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高翔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七集 

［丛书］长篇小说卷（中） 

［第一责任人］高翔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高翔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八集 

［丛书］长篇小说卷（下） 

［第一责任人］高翔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高翔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九集 

［丛书］散文卷（上） 

［第一责任人］李春燕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散文/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李春燕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集 

［丛书］散文卷（下） 

［第一责任人］李春燕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散文/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李春燕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一集 

［丛书］诗歌卷（上）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第一责任人］黄万华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诗歌/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黄万华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二集 

［丛书］诗歌卷（下）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第一责任人］黄万华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诗歌/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选集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知识责任］黄万华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三集 

［丛书］戏剧卷 

［第一责任人］黄万华本卷选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剧本/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万华 本卷选编 

  

 

［正题名］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四集 

［丛书］资料索引卷 

［第一责任人］《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编委会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分为八卷十四集，每集 50 万字左右，共计 700 多万字。

全书设总序，综论东北现代文学的源流、特色、地位和成就。每卷设导言，具体论述该卷内

容和特点。全部八卷十四集依文学体裁立卷。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主题词］现代文学/索引/中国/东北地区/1919～1949 

［知识责任］张毓茂 主编 

  

 

［正题名］笔底波澜 

［副题名］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 

［第一责任人］傅国涌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回望文丛 

［附注内容］近代中国言论史，就是一部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历史。从晚清到

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文人论政一直都是那么严峻，但怀抱言

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没有停下他们手中的笔。他们用笔呼

吸、以笔抗争，他们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1872-1949 

［知识责任］傅国涌 著 

  



 

［正题名］思想与文化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杨国荣主编 

［译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文集共分“哲学论坛”、“伦理、政治与文化”、“知识与默会之知”、“中西之

间”、“现代文学回眸”、“儒学与新儒学”、“史与思”、“古典今释”八部分，收录了《当代儒

学思想的扩展形态》、《世俗化社会中的精神生活论纲》、《默会知识与社会科学理论》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杨国荣 主编 

  

 

［正题名］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为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八章：清朝与朝鲜往来使者制度的建立，使行的种类、任务、路线、

制度、礼仪、经济活动、文化交流活动，使团的规模和人员结构等。附有：清朝与朝鲜往来

使者编年。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清代 

［知识责任］刘为 著 

  

 

［正题名］大往事 

［副题名］《纵横》历史解密档案 

［第一责任人］叶匡政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纸生态书系·独立史料典藏 叶匡政主编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9- 

［主题词］回忆录/现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叶匡政 编 

  

 

［正题名］杨翼骧中国史学讲义 

［第一责任人］杨翼骧讲授 

［译者］姜胜利（根据课堂笔记）整理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名师讲义 

［附注内容］杨翼骧先生自 194 年余西南联大毕业后，就 始在联大的历史系任助教；1945



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教师；1953 年调南 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教授。本讲义就是

根据先生 1981——1983 年的两次讲课整理而成的。 

［知识责任］杨翼骧 讲授 

［知识责任］姜胜利 整理 

  

 

［正题名］北京老宅院门楼 

［第一责任人］周贵生编著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居民/门/简介/北京 

［知识责任］周贵生 编著 

  

 

［正题名］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周星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民俗学/历史学/关系/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周星 主编 

  

 

［正题名］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周星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民俗学/历史学/关系/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周星 主编 

  

 

［正题名］清代《儀禮》文獻研究 

［第一责任人］鄧聲國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 

［附注内容］山东大学“985 工程”二期资助项目 

［主题词］仪礼/文献/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邓声国 著 

  

 

［正题名］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宏年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宗藩关系的演进，宗藩关系的运作，朝贡贸易，民间贸易，边界

交涉，海事与边事问题，入华越侨，入越华侨等。 

［主题词］中越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清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孙宏年 著 

  

 

［正题名］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孟广耀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研究论文的自选编，上下两册三个系列十二章共四十三篇文章，上

册：历史琐论，分五章；下册：文化史丛论，分四章；人口史述论，分三章。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孟广耀 著 

  

 

［正题名］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孟广耀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研究论文的自选编，上下两册三个系列十二章共四十三篇文章，上

册：历史琐论，分五章；下册：文化史丛论，分四章；人口史述论，分三章。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孟广耀 著 

  

 

［正题名］新疆近世史论稿 

［第一责任人］纪大椿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在新疆从事史学研究二十多年来发表史学论文的选编，择有关新疆

近世史内容的，计三十四篇。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主题词］边疆/近代史/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知识责任］纪大椿 著 



  

 

［正题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 

［副题名］1989-1998 

［第一责任人］厉声，李国强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主题词］疆界/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厉声 主编 

［知识责任］李国强 主编 

  

 

［正题名］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 

［第一责任人］薛衔天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丛编题名］中国边疆史地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把俄国护路军的兴亡和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结合起来考察，对俄、日、

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我国东北地区中的明争暗斗，以及这些矛盾和斗争对俄

国东北边疆政局的影响作了分析和论述。 

［主题词］中东铁路问题/研究 

［主题词］中俄关系/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薛衔天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陈九彬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三部分：思想辨析篇、美学探微篇、艺闻文畅思篇，共有论文 35 篇。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陈九彬 著 

  

 

［正题名］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曼丽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将边疆理论研究问题、跨国民族问题、边贸问题及边疆文化变异问题等，

列了专章研究，并集中探讨历史上西北边疆的文化三大变异的问题，从而提出中华各族凝聚

力的内在维系纽带，不能只注意中原王朝的作用，而忽视支撑这种作用的实质性问题和表象

性问题背后的经济基础、经济文化网络的观点。 



［主题词］地方史/社会发展史/研究/西北地区/古代 

［主题词］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西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马曼丽 主编 

  

 

［正题名］《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 

［第一责任人］李永春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少年中国》是五四时期 有影响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所创办的机关刊物。作

者以在深入细微的文本研究基础上，透视其对近代中国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主题词］期刊/影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1919 

［主题词］五四运动/社会思潮/研究/中国/1919 

［知识责任］李永春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 

［副题名］制度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王昉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第七辑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古代社会土地制度思想的主线，考察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

土地所有权问题，分析了国家所有权和私人使用权的关系，并总结了相关的历史经验。 

［主题词］土地制度/农村/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昉 著 

  

 

［正题名］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 

［第一责任人］史春风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商务印书馆的崛起与发展、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政治思潮、商务印

书馆与中西文化、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教育、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名人等。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史春风 著 

  

 

［正题名］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副题名］梁启超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 

［并列题名］Between Radicalism and Conservatism: Liang Qichao's Thoughts on New Culture in 

May 4th Period 

［第一责任人］李茂民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文化新批评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梁启超的新文化建设的前提、目的、原则和方法，传统文化的整理

与阐释，梁启超的科学观和民主观，梁启超的新文化建构与人格建构，梁启超的文艺美学思

想等内容。 

［知识责任］李茂民 著 

  

 

［正题名］往古的滋味 

［副题名］中国饮食的历史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王仁湘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饮食/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王仁湘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张兆凯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从先秦时期起，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内容包

括：中国古代司法机构和职官的设置与演变；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的起源、发展与演变；中国

古代审判制度的起源、发展与嬗变；中国古代监狱管理制度的源流变化、中国古代司法监察

制度的起源、发展与变化。 

［主题词］司法制度/法制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兆凯 主编 

  

 

［正题名］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 

［副题名］1840-1911 

［第一责任人］许建英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新疆/1840-1911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1840-1911 

［知识责任］许建英 著 

  

 

［正题名］明清广西商品经济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小凤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收集了有关史料，充分吸收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对明清广西商品经

济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创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主题词］商品史/研究/广西/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吴小凤 著 

  

 

［正题名］《历史研究》五十年总目 

［第一责任人］张永攀，舒建军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史学/文集/专题目录 

［知识责任］张永攀 编 

［知识责任］舒建军 编 

  

 

［正题名］中国西部 发与近代化 

［第一责任人］戴逸，张世明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对西藏、四川、广西、重庆、贵州等地区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农业、

工矿交通、商业、金融与城市、教育文化等做了详细的阐述。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经济史/研究/西北地区/近代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经济史/研究/西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张世明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 

［副题名］经济与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荫贵，戴鞍钢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 吴景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复旦大学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共有论文 29 篇和会议综述 1 篇。按内容大致分为七大类，即近现代

中国的经济与社会、近代中国工业研究、近代上海研究、现代化研究、抗战时期后方经济研

究、中外经济比较研究和会议综述。 

［主题词］经济发展/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调查 

［主题词］社会分析 

［知识责任］朱荫贵 主编 

［知识责任］戴鞍钢 主编 



［知识责任］吴景平 丛书主编 

  

 

［正题名］困境中的突围 

［副题名］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并列题名］Breaking Out of Dilemmas: Grave Accidental Incidents and Policie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第一责任人］左双文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集中讨论了 1928-1949 年间的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涉及的事

件有 1928 年“济南事件”、1929 年“中东录事件”、1931 年“九一八事变”、1932 年“一二

八事变”、1937 年“七七事变”、1941 年“珍珠港事变”、1946 年“沈崇事件”、1947 年“二

二八事变”。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左双文 著 

  

 

［正题名］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一责任人］苏文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中国古代九一直重视民间传闻逸事的传统，所谓“道听途说，亦有可观”。这

些传闻逸事，也许并不一定经过实证，但却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真

实”，使我们对活跃在哪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游乐一些新的认识，得到一些新的启示。这本《晚

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正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角度。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苏文 编著 

  

 

［正题名］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赵冈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主题词］城市经济/经济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赵冈 著 

  

 

［正题名］袁世凯与北洋军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人文社会科学新论丛书 



［附注内容］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 T0403 

［主题词］北洋军 政府/历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苏智良 主编 

［知识责任］张华腾 主编 

［知识责任］邵雍 主编 

  

 

［正题名］成庆华史学文存 

［第一责任人］成庆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成庆华 著 

  

 

［正题名］陈望道先生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著

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建国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陈望道先生的纪念文集。包括回忆与纪念、学

术研究、陈望道先生佚文三部分内容。 

  

 

［正题名］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 

［副题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 

［并列题名］The World Histor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Karl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第一责任人］赵士发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在系统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基本内容、实质与历史际遇以及

当代意义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质是一种从整体的观点与过程的

观点去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发展理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 

［主题词］世界史/史学理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赵士发 著 

  

 

［正题名］茗洲吴氏家典 

［第一责任人］（清）吴翟輯撰 

［译者］劉夢芙點校 



［译者］胡益民，余國慶審訂 

［出版者］黄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徽學研究資料輯刊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资助 

［附注内容］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安徽省财政厅专项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安徽大学“二一一工程”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茗洲吴氏家典是根据《家礼》，结合本宗族的情况，规定了冠婚丧祭的礼节，

作为子孙后代遵行的法典。 

［知识责任］吴翟 辑撰 

［次知识责任］刘梦芙 点校 

［次知识责任］胡益民 审订 

［次知识责任］余国庆 审订 

  

 

［正题名］穆藕初先生年譜 

［副题名］1876-1943 

［第一责任人］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穆藕初先生出身于上海棉业世家，少年时代家境渐窘，即弃学从商，在花行当

学徒，后成为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本书全面、详实地记述了先生的生平、事迹和思想。

内容主要采集自穆藕初先生本人著述、档案史料、当时报刊图书等第一手资料。 

［知识责任］穆家修 编著 

［知识责任］柳和城 编著 

［知识责任］穆伟杰 编著 

  

 

［正题名］斯人不在 

［第一责任人］陈远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选择的人物，在他们身后的历史中，他们被遮蔽了。本书取消文字上的遮

蔽，回到历史的本初，对于他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述说。 

［主题词］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远 编 

  

 

［正题名］青春·北大 

［第一责任人］胡伯威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回忆录，忆及政权更替初期在沪上读高中和后来负笈北大的经历。

伴随着共和国的建立，作者迎来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时代变迁之种种，为作者的人生旅程打

下了深刻的烙印。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伯威 著 

  

 

［正题名］智慧之路 

［副题名］一代哲人艾思奇 

［第一责任人］卢国英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一代哲人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一生在智慧之路上，

为着党和人民的革命建设的宏伟事业，披肝沥胆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作者在艾思奇身边工作多年，有过切近的观察和耳濡目染的感受，又经三十多年的研

究和思考，通过对艾思奇生平历史的探讨，深入研究了艾思奇的哲学思想，披露了不少鲜为

人知的史料。 

［主题词］哲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卢国英 著 

  

 

［正题名］变局 

［副题名］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 年 1 月 11 日——2 月 7 日） 

［第一责任人］张素华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集多年采访、材料收集和研究心得，第一次全面、深入、详细地披露

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和曲折的全过程，对毛泽洞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

邓小平以及对各省委、县委负责人的情况，都有详细的分析，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填补了

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 

［知识责任］张素华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佛教史学名家评述 

［第一责任人］周霞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主题词］佛教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科学工作者/佛教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霞 著 

  

 



［正题名］胡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 

［第一责任人］郭淑新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对胡适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辩证检视；对胡适在实现中国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存在的局限

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当代追问；提供了一种深入研究、重新评

价胡适哲学思想的新视角。 

［主题词］哲学思想/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郭淑新 著 

  

 

［正题名］董必武传记 

［第一责任人］胡传章, 哈经雄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记述了董必武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内容包括：植根在人民斗

争的土壤中、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上搏击、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第一国共合

作等。 

［知识责任］胡传章 著 

［知识责任］哈经雄 著 

  

 

［正题名］亲情话陈云 

［第一责任人］《亲情话陈云》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五章，内容包括：亲人看伟人、风雨同舟、慈父严师、生活情趣、心

中的丰碑。 

  

 

［正题名］毛泽东的早期秘书 

［副题名］谢维俊 

［第一责任人］胡小宁主编 

［译者］匡家仁执笔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华儿女精品丛书 

［附注内容］谢维俊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的早期秘书。本书介绍了谢维俊从孩提时代到红军长

征时的光荣事迹。 

［知识责任］胡小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匡家仁 执笔 

  

 



［正题名］元帅大将的 后岁月 

［第一责任人］李立宁，孟新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新中国的 19 位 国元帅和大将的晚年岁月，包括朱德、彭德怀、

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等。 

［知识责任］李立宁 著 

［知识责任］孟新 著 

  

 

［正题名］内蒙古通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勾勒出内蒙古从远古至今的历史轮廓，探讨了诸多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了

历史的经验教训。内容包括：远古至唐代的内蒙古地区、辽西夏金时期的内蒙古地区、蒙古

帝国和元朝时期的内蒙古地区、明代的内蒙古地区、清代的内蒙古地民国时期的内蒙古

（1912.1-1949.10）、社会主义时期的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地区生态环境演变与生态文明的

发展。 

［附注内容］内蒙古大学“211”工程重点项目《内蒙古通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题词］地方史/内蒙古 

［知识责任］郝维民 主编 

［知识责任］齐木德道尔吉 主编 

  

 

［正题名］古代中国文化讲义 

［第一责任人］葛兆光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葛兆光 著 

  

 

［正题名］历史上的新疆 

［第一责任人］苗普生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 

［知识责任］苗普生 著 

  

 

［正题名］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责任人］王凡，东平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的每位人物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在历史上那些重要时刻，亲身经历、目击

所发生的重要时刻和事件，以及他们个人跌宕的人生经历，对于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者和广

大对历史有兴趣的读者，有极强的史料价值。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凡 编著 

［知识责任］东平 编著 

  

 

［正题名］紫禁城之窗 

［副题名］（美）戴维·布鲁斯的北京日记（1973-1974） 

［第一责任人］普里西拉·罗伯茨编辑 

［译者］张颖译 

［译者］潘敬国校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1973 年中期，美国在北京建立了对华联络处，戴维·布鲁斯担任第一任主任。

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曾担任过美国驻法国、英国和德国大使。本日记记录了 1973 年到

1974 年间 18 个月在中国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处于文化大革命晚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

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活的经历，为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提供了大量 而丰富的资料。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73-1974 

［知识责任］罗伯茨 编辑 

［次知识责任］张颖 译 

［次知识责任］潘敬国 校译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第一责任人］（日）佐藤慎一著 

［译者］刘岳兵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从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

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研究课题。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佐藤慎一 著 

［知识责任］刘东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岳兵 译 

  

 

［正题名］天下残局 

［副题名］断章取义晚清史 

［第一责任人］谭伯牛著 



［出版者］同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咸同纪事史林识小、清史管窥三部分。内容包括：曾文正公的难言之

隐、左宗棠的“伟人体”、李鸿章：教天下骂老子、湘军逼我作烈女、对袁世凯的“同情的

理解”、八旗之变、盛世之衰等。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谭伯牛 著 

  

 

［正题名］史学方法论 

［并列题名］Historical Methodology 

［第一责任人］杜维运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历史学实践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古今中外数千年的史学方法为蓝本，归纳总结出了基本的史学方法，在

技术的方法之外，扩及史学理论与思想，提出了史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与修养。 

［主题词］史学/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杜维运 著 

  

 

［正题名］澳门新魂 

［第一责任人］赵鑫珊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从澳门的历史和现在，从澳门建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

多角度解读澳门的“世界文化遗产”，阐述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窗口的独特地位。 

［主题词］地方史/澳门 

［主题词］建筑艺术/研究/澳门 

［知识责任］赵鑫珊 著 

  

 

［正题名］读城 

［副题名］大师眼中的北京 

［第一责任人］刘一达主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沈从文、老舍、张恨水、郁达夫等大师有关北京城的文章，包括北

京的天坛、天安门前、北平的四季、北平的印象和感想、钓鱼台、香山红叶等。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 

［主题词］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刘一达 主编 

  



 

［正题名］再造文明的尝试 

［副题名］胡适传（1891-1929） 

［第一责任人］罗志田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对胡适本人与其所处时代语境的微妙关系的分析，运用写实与写意的

叙述方式，力图勾勒出一个为人所忽视的胡适形象和存在着自身紧张对立的胡适心理世界，

展现了胡适成长过程中充满了矛盾但却真实的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中国第一代现代

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东西激荡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状况和人生轨迹。 

［知识责任］罗志田 著 

  

 

［正题名］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 

［副题名］以滇西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周智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以一些活跃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商贸舞台上的各民族商人为主要研究对

象，探讨这些土生土长的民族商人与近代滇西北这个多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变迁间具体的互动

关系，以及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主题词］商人/社会影响/研究/中国/西南地区：边疆地区/近代 

［主题词］商业史/研究/云南省/近代 

［主题词］贸易史/研究/中国/西南地区：边疆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周智生 著 

  

 

［正题名］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翟新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所收论文（14 篇）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编“近世日本知识界

的科学移植活动”、第二编“近代日本国际团体的对华认识及活动”、第三编“战后日本民间

多元化的对外认识和国际事业”。 

［主题词］社会团体/国际影响/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翟新 著 

  

 

［正题名］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 发与土地沙化 

［第一责任人］肖瑞玲…[等]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篇和附录。内容包括：“明清以前内蒙古西部地区 发与环境变

迁”、“明代内蒙古西部地区 发与生态环境”、“明清时代内蒙古西部地区 发与土地沙化问



题”等。 

［主题词］地区 发/研究/内蒙古/明清时代 

［主题词］土地/沙漠化/研究/内蒙古/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肖瑞玲 著 

［知识责任］曹永年 著 

［知识责任］赵之恒 著 

［知识责任］于永 著 

  

 

［正题名］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卫平主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苏南历史与社会丛书 

［附注内容］苏州大学“211”立项课题 

［附注内容］“区域（苏南）经济与社会发展”标志性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涉及社会的多个侧面与领域，

其中对传统社会保障、慈善事业、传统工匠等问题的研究，体现苏州大学历史系教师的研究

特长。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华东地区/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卫平 主编 

  

 

［正题名］江应樑传 

［第一责任人］江晓林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客家著名人物丛书 钟文典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江应樑的生平，内容包括：幼失怙侍、浦江求学、岭南入道、滇西

探秘、战乱中的坚持、战胜自我等十二章。 

［主题词］生物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江晓林 著 

［知识责任］钟文典 丛书总主编 

  

 

［正题名］1933：福建事变始末 

［第一责任人］吴明刚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福建事变是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史称“闽变”，又称“十九路军事变”。

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高涨的反蒋抗日运动和国共“两个政权尖锐对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

中国局部抗战阶段一起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

义和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 

［主题词］福建事变（1933）/史料 



［知识责任］吴明刚 著 

  

 

［正题名］唯识的结构 

［副题名］陈克艰学术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陈克艰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中生代思想书系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共选编论文 15 篇，涉猎题材较多，分别属于科学哲学、归纳逻辑、

科学史、当代新儒学和佛家唯识学诸多学术领域。 

［主题词］唯识论/文集 

［知识责任］陈克艰 著 

  

 

［正题名］鲁迅与“左联” 

［第一责任人］王宏志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中生代思想书系 

［知识责任］王宏志 著 

  

 

［正题名］流放的历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Banish 

［第一责任人］王云红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修正文库 中国社会史系列丛书 文蓝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从七个章节讲述流放的历史，介绍了流放古老刑罚的种类、流放地的选择、

苦难的历程、流放的终结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问题/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病态/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流放/法制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云红 编著 

［知识责任］文蓝 丛书主编 

  

 

［正题名］宦官的历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Eunuch 

［第一责任人］李新伟，谢茂发，欧阳森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修正文库 中国社会史系列丛书 文蓝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从五个章节讲述宦官的历史，包括集权体制下的毒花、毒花的绽放、畸形

人生、权宦与英宦、玩火者必自焚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问题/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病态/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宦官/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新伟 编著 

［知识责任］谢茂发 编著 

［知识责任］欧阳森 编著 

［知识责任］文蓝 丛书主编 

  

 

［正题名］晚年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李松林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兵败退台、重登大宝、改造国民党、保卫大台湾、清除异己、

终身“总统”、外交危机和死后家事等。 

［知识责任］李松林 著 

  

 

［正题名］晚年蒋经国 

［第一责任人］李松林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蒋经国的晚年生活，内容包括诀别大陆、军警特新掌门、主政台湾

岛、“经济奇迹”、“外交”心路、子承父业、统一之声、传子构想的夭折、身后国民党、蒋

家动向等。 

［知识责任］李松林 著 

  

 

［正题名］青帮 

［第一责任人］赵宏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旧社会帮会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帮的起源、传说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青帮活动中心转移到上海后

活动方式上的变化；辛亥革命时的表现以及暗杀活动，直至解放前沦为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

反革命的帮凶。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赵宏 著 

  

 

［正题名］洪门 

［第一责任人］赵宏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旧社会帮会丛书 

［附注内容］洪门是中国近代帮会史上影响 大的一个帮会组织，本书介绍了洪门的缘起与

传说、神秘的内幕、势力范围、劣迹及成立之初所具有的政治性和进步意义等。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赵宏 著 

  

 

［正题名］袍哥理门一贯道 

［第一责任人］赵宏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旧社会帮会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旧社会的哥老会，包括：源远流长哥老会、组织内幕鲜为人知、

行为规范壁垒森严、乱世雄起、称霸一方、龙蛇合流、知名舵把子等内容。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赵宏 著 

  

 

［正题名］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副题名］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 

［第一责任人］程美宝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试图讨论“地域文化”叙述框架如何在晚清到民国间形成的历史过程。近

代中国“地域文化”的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

等方面去发挥，这些范畴的内涵，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对话过程层面而成的。近代“地

域文化”话语的建立，也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从“天下”转移到“国家”的过程，读书人在

国家意识和地方关怀的二重奏中，不断调校音调，加入自己的声音，用地域文化来表达他们

心中的国家观念，在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建立起辨证统一的关系。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广东省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广东省 

［知识责任］程美宝 著 

  

 

［正题名］民俗视野 

［副题名］中日文化的融合和冲突 

［第一责任人］陈勤建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分四部分论述：一、中日表层文化的类同性，拟从原始信仰、年中行事、

生活技艺、语言文化等几方面阐述；二、中日深层文化的相异性，拟从精神原型、等级制度、



两性关系、善恶观念等方面论述；三、中日文化相容相处的对策四、附录：田野作业中的中

日民俗志调查材料。 

［主题词］风俗习惯/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知识责任］陈勤建 著 

  

 

［正题名］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 

［第一责任人］徐万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政治结构、对外关系等上下两篇，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制度；政党政治

与政党体制；外交基础：日美同盟；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经济外交等。 

［主题词］政治/研究/日本 

［主题词］外交/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徐万胜 著 

  

 

［正题名］北大岁月 

［第一责任人］罗荣渠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罗荣渠文集之四 

［附注内容］本书由作者北大学生时期的日记和建国后的书信汇编而成，主要记述北大丰富

多彩的校园生活，胡适、朱自清、冯友兰等众多学术大师的风采及作者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

著名学者的奋斗历程。 

［主题词］日记/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书信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罗荣渠 著 

  

 

［正题名］宣南文脉 

［副题名］一个街道主任眼中的城市性格 

［第一责任人］白杰著 

［出版者］中国商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宣南文化历史悠久，到处是文物古迹、名人故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文

化的印记。本书以这一区域为研究空间，时间跨越三千多栽，而重点核心落在宣南文化，全

面揭示和阐发了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学研究成果。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宣武区 

［知识责任］白杰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研究 

［第一责任人］谢俊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知识责任］谢俊春 著 

  

 

［正题名］重庆抗战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抗日的内政外交与舆论宣传、多元共生

的抗日民族文化思想、空前繁荣的陪都抗战文艺、陪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的科学运动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文化史/重庆 

  

 

［正题名］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副题名］以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责任人］王玉贵，娄胜华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苏南社会历史丛书 王为平，王国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第一部从制度变革与社会变革相互关系的角度对建国以

来苏南农村地区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时期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进行全面、深入、系统考察的研究性专著，填补了学

术界以往研究中的不足。 

［主题词］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主题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玉贵 著 

［知识责任］娄胜华 著 

［知识责任］王为平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国平 丛书主编 

  

 

［正题名］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格勒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藏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格勒 著 

  

 

［正题名］魂作楚天雄 

［副题名］刘少卿将军传 

［第一责任人］双石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将军/传记 

［知识责任］双石 著 

  

 

［正题名］韩国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辑汇集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关于韩国学研究的 新成果和学术动态。学

者们主要围绕朝鲜半岛局势、朝核危机、韩国产业状况分析以及中韩等国的教育文化交流与

对比文化等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正题名］中国教育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玉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历史研究方法，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十二位教育家的思

想。 

［主题词］教育思想/思想史/中国 

［主题词］教育家/思想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玉生 著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职官制度 

［第一责任人］张晓松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

璀璨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作为制度文明重要内容的中国少数民族职官制度文化，既是中

华民族职官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展示出鲜活的民族特点。本书对此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研究、阐述。 

［主题词］少数民族/官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晓松 著 

  

 

［正题名］老上海的当铺与当票 

［第一责任人］傅为群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在书中收录了近百件珍贵的老当票实物，配以历史照片、碑拓、文献、

包括口述历史等，用生动直观的形式向读者演绎了一部老上海百年典当史，充实了旧上海金

融史中有关典当史文物展示的重要内容。 

［主题词］典当业/经济史/上海市 

［知识责任］傅为群 撰 

  

 

［正题名］庐山档案 

［副题名］毛泽东与名人在庐山 

［第一责任人］马社香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毛泽东四上庐山为主线，寻觅了近百位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

者或在领袖身边和名人身边工作过的知青者，寻者历史的回忆，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庐山宏厚

的历史文化蕴藏中独具魅力的当代篇章。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马社香 著 

  

 

［正题名］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蓝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徐蓝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冯崇义，江沛，邓丽兰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冯崇义 编 

［知识责任］江沛 编 

［次知识责任］邓丽兰 编 

  

 

［正题名］中国电影研究资料 

［副题名］1949-1979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吴迪（啓之）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是第一部中国电影的文献资料选编，所选资料始于 1949 年，止于 1979

年。所选资料以电影界的政治运动、文艺/电影政策、电影题材规划、电影工作者在政治运

动中的表现等方面魏重点；在种类上以故事片为主，包括 1958 年以及此后兴起的记录性艺

术片或艺术片记录片。本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卷；资料来源自四个渠道：以是报刊、书籍等

公 出版物；二是电影局创办的内部刊物；三是文化不得存档资料和文化部办公厅边音的四

卷本的《电影编剧通讯》等；四是北影、长影、上影等电影厂的存档资料。本册时间段为：

1949-1955 年。 

［主题词］电影/研究/资料/汇编/1949-1979 

［知识责任］吴迪 编 

  

 

［正题名］中国电影研究资料 

［副题名］1949-1979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吴迪（啓之）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是第一部中国电影的文献资料选编，所选资料始于 1949 年，止于 1979

年。所选资料以电影界的政治运动、文艺/电影政策、电影题材规划、电影工作者在政治运

动中的表现等方面魏重点；在种类上以故事片为主，包括 1958 年以及此后兴起的记录性艺

术片或艺术片记录片。本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卷；资料来源自四个渠道：以是报刊、书籍等

公 出版物；二是电影局创办的内部刊物；三是文化不得存档资料和文化部办公厅边音的四

卷本的《电影编剧通讯》等；四是北影、长影、上影等电影厂的存档资料。本册时间段为：

1956-1965 年。 

［主题词］电影/研究/资料/汇编/1949-1979 

［主题词］电影/研究/资料/汇编/1956-1965 

［知识责任］吴迪 编 

  

 

［正题名］中国电影研究资料 

［副题名］1949-1979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吴迪（啓之）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是第一部中国电影的文献资料选编，所选资料始于 1949 年，止于 1979

年。所选资料以电影界的政治运动、文艺/电影政策、电影题材规划、电影工作者在政治运

动中的表现等方面魏重点；在种类上以故事片为主，包括 1958 年以及此后兴起的记录性艺

术片或艺术片记录片。本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卷；资料来源自四个渠道：以是报刊、书籍等

公 出版物；二是电影局创办的内部刊物；三是文化不得存档资料和文化部办公厅边音的四

卷本的《电影编剧通讯》等；四是北影、长影、上影等电影厂的存档资料。本册时间段为：

1977-1979 年。 

［主题词］电影/研究/资料/汇编/1949-1979 

［主题词］电影/研究/资料/汇编/1977-1979 



［知识责任］吴迪 编 

  

 

［正题名］曾纪泽日记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清）曾纪泽著 

［译者］刘志惠点校辑注 

［译者］王灃华审阅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8.8 

［附注内容］《日记》是对现存曾纪泽全部手写日记（清同治九年正月至光绪十六年闰二月，

亦即 1870-1890 年，共计 20 年）及其生前亲自校订增删之初始刻本的首次汇编。本次整理

以台湾学生书局 1965 年 4 月影印出版之《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为底本，以清光绪七年（1881）

秋上海申报馆刊印之《申报馆丛书余集》之《曾侯日记》为校补本，并部分参照了张玄浩辑

校之《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 月出版），喻岳衡点校之《曾纪泽遗集·日记》

（岳麓书社 1985 年 11 岳出版）。 

［知识责任］曾纪泽 著 

［次知识责任］刘志惠 点校辑注 

［次知识责任］王沣华 审阅 

  

 

［正题名］曾纪泽日记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清）曾纪泽著 

［译者］刘志惠点校辑注 

［译者］王灃华审阅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8.8 

［附注内容］《日记》是对现存曾纪泽全部手写日记（清同治九年正月至光绪十六年闰二月，

亦即 1870-1890 年，共计 20 年）及其生前亲自校订增删之初始刻本的首次汇编。本次整理

以台湾学生书局 1965 年 4 月影印出版之《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为底本，以清光绪七年（1881）

秋上海申报馆刊印之《申报馆丛书余集》之《曾侯日记》为校补本，并部分参照了张玄浩辑

校之《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 月出版），喻岳衡点校之《曾纪泽遗集·日记》

（岳麓书社 1985 年 11 岳出版）。 

［知识责任］曾纪泽 著 

［次知识责任］刘志惠 点校辑注 

［次知识责任］王沣华 审阅 

  

 

［正题名］曾纪泽日记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清）曾纪泽著 

［译者］刘志惠点校辑注 

［译者］王灃华审阅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8.8 

［附注内容］《日记》是对现存曾纪泽全部手写日记（清同治九年正月至光绪十六年闰二月，

亦即 1870-1890 年，共计 20 年）及其生前亲自校订增删之初始刻本的首次汇编。本次整理

以台湾学生书局 1965 年 4 月影印出版之《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为底本，以清光绪七年（1881）

秋上海申报馆刊印之《申报馆丛书余集》之《曾侯日记》为校补本，并部分参照了张玄浩辑

校之《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 月出版），喻岳衡点校之《曾纪泽遗集·日记》

（岳麓书社 1985 年 11 岳出版）。 

［知识责任］曾纪泽 著 

［次知识责任］刘志惠 点校辑注 

［次知识责任］王沣华 审阅 

  

 

［正题名］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民国档案通览》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

内容和基本状况地大型工具书，是社会各界人士查寻、检索和利用民国档案的指南。本书所

包含的时间段为：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华民

国起，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历届政权各级党政军机构、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事业单位及著名人物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

历史档案除外），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日（汪）

伪政权形成的档案，记述和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个

方面的情况，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附注内容］本册介绍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北京、天津地区各级档案机构所藏民国时

期的档案资料。 

［主题词］历史档案/中国/民国/索引 

  

 

［正题名］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民国档案通览》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

内容和基本状况地大型工具书，是社会各界人士查寻、检索和利用民国档案的指南。本书所

包含的时间段为：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华民

国起，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历届政权各级党政军机构、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事业单位及著名人物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

历史档案除外），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日（汪）



伪政权形成的档案，记述和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个

方面的情况，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附注内容］本册介绍的是上海、重庆地区各级档案机构所藏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 

［主题词］历史档案/中国/民国/索引 

  

 

［正题名］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民国档案通览》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

内容和基本状况地大型工具书，是社会各界人士查寻、检索和利用民国档案的指南。本书所

包含的时间段为：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华民

国起，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历届政权各级党政军机构、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事业单位及著名人物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

历史档案除外），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日（汪）

伪政权形成的档案，记述和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个

方面的情况，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附注内容］本册介绍的是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及黑龙江地区各级档案机构所

藏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 

［主题词］历史档案/中国/民国/索引 

  

 

［正题名］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民国档案通览》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

内容和基本状况地大型工具书，是社会各界人士查寻、检索和利用民国档案的指南。本书所

包含的时间段为：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华民

国起，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历届政权各级党政军机构、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事业单位及著名人物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

历史档案除外），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日（汪）

伪政权形成的档案，记述和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个

方面的情况，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附注内容］本册介绍的是江苏、浙江及安徽地区各级档案机构所藏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 

［主题词］历史档案/中国/民国/索引 

  

 

［正题名］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民国档案通览》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

内容和基本状况地大型工具书，是社会各界人士查寻、检索和利用民国档案的指南。本书所

包含的时间段为：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华民

国起，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历届政权各级党政军机构、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事业单位及著名人物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

历史档案除外），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日（汪）

伪政权形成的档案，记述和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个

方面的情况，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附注内容］本册介绍的是福建、江西及山东地区各级档案机构所藏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 

［主题词］历史档案/中国/民国/索引 

  

 

［正题名］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民国档案通览》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

内容和基本状况地大型工具书，是社会各界人士查寻、检索和利用民国档案的指南。本书所

包含的时间段为：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华民

国起，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历届政权各级党政军机构、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事业单位及著名人物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

历史档案除外），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日（汪）

伪政权形成的档案，记述和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个

方面的情况，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附注内容］本册介绍的是河南、湖北、湖南地区各级档案机构所藏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 

［主题词］历史档案/中国/民国/索引 

  

 

［正题名］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民国档案通览》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

内容和基本状况地大型工具书，是社会各界人士查寻、检索和利用民国档案的指南。本书所

包含的时间段为：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华民



国起，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历届政权各级党政军机构、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事业单位及著名人物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

历史档案除外），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日（汪）

伪政权形成的档案，记述和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个

方面的情况，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附注内容］本册介绍的是广东、广西、海南、四川地区各级档案机构所藏民国时期的档案

资料。 

［主题词］历史档案/中国/民国/索引 

  

 

［正题名］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民国档案通览》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

内容和基本状况地大型工具书，是社会各界人士查寻、检索和利用民国档案的指南。本书所

包含的时间段为：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华民

国起，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历届政权各级党政军机构、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事业单位及著名人物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

历史档案除外），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日（汪）

伪政权形成的档案，记述和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个

方面的情况，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附注内容］本册介绍的是四川地区各级档案机构所藏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 

［主题词］历史档案/中国/民国/索引 

  

 

［正题名］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民国档案通览》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

内容和基本状况地大型工具书，是社会各界人士查寻、检索和利用民国档案的指南。本书所

包含的时间段为：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华民

国起，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历届政权各级党政军机构、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事业单位及著名人物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

历史档案除外），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日（汪）

伪政权形成的档案，记述和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个

方面的情况，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附注内容］本册介绍的是、地区各级档案机构所藏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 

［主题词］历史档案/中国/民国/索引 



  

 

［正题名］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民国档案通览》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

内容和基本状况地大型工具书，是社会各界人士查寻、检索和利用民国档案的指南。本书所

包含的时间段为：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华民

国起，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历届政权各级党政军机构、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事业单位及著名人物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

历史档案除外），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日（汪）

伪政权形成的档案，记述和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个

方面的情况，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附注内容］本册介绍的是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台湾地区各级档案机构所藏民

国时期的档案资料。 

［主题词］历史档案/中国/民国/索引 

  

 

［正题名］中国妓女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武舟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妓女见于记载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之久，她们作为一个专为适应男人声色

之需而延续的社会群体，既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给文明社会已一定

的腐蚀和污染。本书联系历代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侧重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把妓

女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审视，在系统考察娼妓制度的古今演变和历代妓女的生命活

动方式的基础之上，深入阐述了中国妓女文化从产生到发展、从兴盛到消亡的总体趋势。 

［主题词］娼妓/文化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专题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武舟 著 

  

 

［正题名］中国继承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程维荣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各种继承制度的背景、产生、

发展、变化和衰微的历史，揭示了中国继承制度从古代祧继承、政治身份世袭、社会身份传



承、财产继承与司法继承并存，到晚清以后专指财产继承并逐步实现代化，以及新中国继承

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此外，书中还介绍了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

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主题词］继承（法律）/法制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程维荣 著 

  

 

［正题名］恽代英年谱 

［第一责任人］李良明，钟德涛主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按编年体写法，以历史逻辑为主线，比较详实的将恽代英的生平事迹及思

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是研究恽代英思想和生平的一部重要的资料书。 

［知识责任］李良明 主编 

［知识责任］钟德涛 主编 

  

 

［正题名］纪念恽代英诞辰 11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何祥林，李良明主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47 篇纪念恽代英诞辰 11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包括《恽代英研究

如何深入》、《论恽代英早期思想及历史观的转变》、《恽代英马克思注意观之形成》等文章。 

［知识责任］何祥林 主编 

［知识责任］李良明 主编 

  

 

［正题名］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第一责任人］黄琨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革命与乡村 

［附注内容］本书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五部专著组成，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

程研究中心承担、姜义华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成果。五部著作（博士论文）

组成，各部专著的研究自成体系。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对二十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前期

以及其后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有较为具体和真切的

了解。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大量原始资料档案，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深入农村，在

农民中进行动员、组织、策划武装暴动，实现革命道路转变的真实面貌。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革命史/中国/1927-1929 

［知识责任］黄琨  著 

  



 

［正题名］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 

［副题名］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 

［第一责任人］王友明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革命与乡村 

［附注内容］本书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五部专著组成，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

程研究中心承担、姜义华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成果。五部著作（博士论文）

组成，各部专著的研究自成体系。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对二十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前期

以及其后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有较为具体和真切的

了解。 

［附注内容］本书以称作“山东小延安”山东莒南县土地改革历程为对象，展现了中国共产

党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政策逐步走向成熟的曲折过程，以及地权变动所引发

的乡村社会的深刻变化。 

［主题词］土地改革/研究/莒南县/1941-1948 

［知识责任］王友明 著 

  

 

［正题名］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 

［副题名］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 

［第一责任人］陈益元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革命与乡村 

［附注内容］本书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五部专著组成，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

程研究中心承担、姜义华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成果。五部著作（博士论文）

组成，各部专著的研究自成体系。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对二十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前期

以及其后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有较为具体和真切的

了解。 

［附注内容］本书选择了南方一个农业大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划

乡建设，使国家权利下移到基层的过程，以及在农村推行合作化运动以后乡村政权建设的方

向、任务、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 

［主题词］农村/地方政权/建设/研究/醴陵县/1949-1957 

［知识责任］陈益元 著 

  

 

［正题名］农村地权研究（1949-1983） 

［副题名］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 

［第一责任人］黄荣华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革命与乡村 

［附注内容］本书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五部专著组成，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

程研究中心承担、姜义华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成果。五部著作（博士论文）

组成，各部专著的研究自成体系。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对二十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前期

以及其后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有较为具体和真切的

了解。 

［附注内容］本书对农村地权关系进行了考察，从土地改革时期延伸到农业合作化时期、公

社化时期，以及实行改革 放以后。 

［主题词］农村/土地所有权/研究/新洲县 

［知识责任］黄荣华 著 

  

 

［正题名］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 制度（1953-1957） 

［第一责任人］田锡全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革命与乡村 

［附注内容］本书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由五部专著组成，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

程研究中心承担、姜义华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成果。五部著作（博士论文）

组成，各部专著的研究自成体系。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对二十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前期

以及其后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有较为具体和真切的

了解。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研究分析，在 1953-1957 期间影响粮食统购统 政策决策的各种因素、

粮食统购统 制度在地方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基层的实际运作、粮食统购统 制度给民众日常

生活带来的变动等。 

［主题词］统购/粮食政策/研究/中国/1953-1957 

［主题词］统统/粮食政策/研究/中国/1953-1957 

［知识责任］田锡全 著 

  

 

［正题名］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资料集 

［附注内容］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 

［附注内容］本丛书由三部各自相对独立的图书组成：第一部《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

第二部《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第三部《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附注内容］本辑为第三部，分为上、下两册。主要收录稿本、抄本或世面上少见的资料，

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两册共搜集各类资料 13 部，其中稿本 6 部；另外本资料辑的选择

着眼于资料的“珍贵”与“稀有”，因此篇幅不在编者的考虑之列。 



［主题词］藏族/民族社会学/资料/汇编/四川省 

［知识责任］赵心愚 编 

［知识责任］秦和平 编 

［知识责任］王川 编 

  

 

［正题名］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资料集 

［附注内容］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 

［附注内容］本丛书由三部各自相对独立的图书组成：第一部《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

第二部《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第三部《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附注内容］本辑为第三部，分为上、下两册。主要收录稿本、抄本或世面上少见的资料，

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两册共搜集各类资料 13 部，其中稿本 6 部；另外本资料辑的选择

着眼于资料的“珍贵”与“稀有”，因此篇幅不在编者的考虑之列。 

［主题词］藏族/民族社会学/资料/汇编/四川省 

［知识责任］赵心愚 编 

［知识责任］秦和平 编 

［知识责任］王川 编 

  

 

［正题名］湖南民族关系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伍新福著 

［译者］湖南省民族研究所组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上起数十万年前原始时代的湖南境内 初先民和古人类群体，下止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民族和民族关系，共分为六章。本书广泛搜集和运用了各类历史文献资

料，深入发掘和征引了许多新的档案资料，在研究湖南汉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的历史变迁中，

首次提出和论证了这样的观点：湖南的汉民族，是以“华夏”化的楚人为主体，与南迁的中

原华夏族人及部分土著融合，于秦汉之际初步形成的论断。 

［主题词］民族关系/民族历史/湖南省 

［知识责任］伍新福 著 

  

 

［正题名］湖南民族关系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昌俊，彭继宽主编 

［译者］湖南省民族研究所组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湖南省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人口、文

化、教育及生存状态的变化。 

［主题词］民族关系/民族历史/湖南省 

［知识责任］李昌俊 主编 

［知识责任］彭继宽 主编 

  

 

［正题名］清代徽人年譜合刊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清）段玉裁，鮑桂星…[等]撰 

［译者］薛貞芳主編 

［译者］何慶善審訂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徽學研究資料輯刊 朱萬曙，胡益民主编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资助 

［附注内容］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 

［附注内容］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安徽省财政厅专项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安徽大学“二一一工程”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年谱谱主一为徽州本籍人士和寄籍人士，还有侨寓外地和在外取得商

籍的徽州人，共二十二人。主要择谱原则：一是根据年谱作者进行选择；二是谱主的弟子和

朋友及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三是名人为名人所作年谱。本年谱后有附录两种，一为

《谱主研究论著索引（1900——2003）》，收有索引近千条；二为《徽人年谱著录》，凡著录

谱主九十人，谱二百二十一部，谱主包括达官显宦、学术家、艺术家、文学家及徽商、妇女、

節士等类人，具有较高的学术和资料研究价值。 

［主题词］历史人物/年谱/安徽省/清代 

［知识责任］段玉裁 撰 

［知识责任］鲍桂星 撰 

［次知识责任］薛贞芳 主编 

［次知识责任］何庆善 审订 

  

 

［正题名］清代徽人年譜合刊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清）段玉裁，鮑桂星…[等]撰 

［译者］薛貞芳主編 

［译者］何慶善審訂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徽學研究資料輯刊 朱萬曙，胡益民主编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资助 

［附注内容］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 



［附注内容］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安徽省财政厅专项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安徽大学“二一一工程”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年谱谱主一为徽州本籍人士和寄籍人士，还有侨寓外地和在外取得商

籍的徽州人，共二十二人。主要择谱原则：一是根据年谱作者进行选择；二是谱主的弟子和

朋友及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三是名人为名人所作年谱。本年谱后有附录两种，一为

《谱主研究论著索引（1900——2003）》，收有索引近千条；二为《徽人年谱著录》，凡著录

谱主九十人，谱二百二十一部，谱主包括达官显宦、学术家、艺术家、文学家及徽商、妇女、

節士等类人，具有较高的学术和资料研究价值。 

［主题词］历史人物/年谱/安徽省/清代 

［知识责任］段玉裁 撰 

［知识责任］鲍桂星 撰 

［次知识责任］薛贞芳 主编 

［次知识责任］何庆善 审订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新式码头 

［第一责任人］刘萍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丛书 左玉河主编 

［附注内容］近代城市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舞台——新的时尚 早在这里流行；新生活方式

早在这里展示；东西文明间的碰撞，同样 早在这里 始。本丛书向读者展示是这样一种

西洋之“新”冲击传统之“旧”的城市演进态势，一种在东西文明碰撞中形成的近代城市文

化风貌。 

［附注内容］本册专论 1840 年以来，在洋枪炮的威逼下，伴随西方列强在中国的 埠通商，

由此代有商业性质的码头出现了。码头的崛起，带动了中国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中国近代化

的历程与码头紧密联系在一起。 

［主题词］码头/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萍 著 

［知识责任］左玉河 丛书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新式婚丧 

［第一责任人］邵先崇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丛书 左玉河主编 

［附注内容］近代城市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舞台——新的时尚 早在这里流行；新生活方式

早在这里展示；东西文明间的碰撞，同样 早在这里 始。本丛书向读者展示是这样一种

西洋之“新”冲击传统之“旧”的城市演进态势，一种在东西文明碰撞中形成的近代城市文

化风貌。 

［附注内容］本册专论 1840 年以来，在西式风俗的影响冲击下，作为民族文化重要表现形

态的旧势婚丧礼俗，发生了重大变革。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葬俗/风俗习惯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邵先崇 著 

［知识责任］左玉河 丛书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新式交通 

［第一责任人］王瑞芳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丛书 左玉河主编 

［附注内容］近代城市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舞台——新的时尚 早在这里流行；新生活方式

早在这里展示；东西文明间的碰撞，同样 早在这里 始。本丛书向读者展示是这样一种

西洋之“新”冲击传统之“旧”的城市演进态势，一种在东西文明碰撞中形成的近代城市文

化风貌。 

［附注内容］本册专论 1840 年以来，西方殖民者以大炮为后，敲 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强

迫清廷 辟通商口岸，设立租界。在租界内，列强从本国移植了以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在这里建立“过中之国”，实行管理。为了方便其统治，他们在租界的交通运营中采取了一

系列方法，如引入新式交通、修筑马路、加强交通管理，这些给近代中国城市的交通代来了

新的变化。 

［主题词］交通工具/发展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瑞芳 著 

［知识责任］左玉河 丛书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西式建筑 

［第一责任人］李学通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丛书 左玉河主编 

［附注内容］近代城市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舞台——新的时尚 早在这里流行；新生活方式

早在这里展示；东西文明间的碰撞，同样 早在这里 始。本丛书向读者展示是这样一种

西洋之“新”冲击传统之“旧”的城市演进态势，一种在东西文明碰撞中形成的近代城市文

化风貌。 

［附注内容］本册专论近代中国的西式建筑虽是一段历史的遗迹，但它佐证着的历史却不仅

仅是历史。与中国传统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不同的西式建筑，也是随着西方人在华活动的展

而不断涌现，进而成为一种新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影响着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 

［主题词］建筑艺术/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学通 著 

［知识责任］左玉河 丛书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一 

［副题名］日本与中国近代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关捷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从之一至之六为五种六册，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

比较全面、系统、具体生动而又力求通俗的介绍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书中以翔实的材料，揭

露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

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地历史，尤其是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两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互相支持，共同打击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动人情景。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近代 

［知识责任］关捷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二 

［副题名］日本侵华政策与机构 

［第一责任人］关捷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从之一至之六为五种六册，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

比较全面、系统、具体生动而又力求通俗的介绍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书中以翔实的材料，揭

露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

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地历史，尤其是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两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互相支持，共同打击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动人情景。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近代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关捷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三 

［副题名］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关捷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从之一至之六为五种六册，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

比较全面、系统、具体生动而又力求通俗的介绍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书中以翔实的材料，揭

露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

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地历史，尤其是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两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互相支持，共同打击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动人情景。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近代 

［主题词］侵华/战争/史料/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关捷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三 

［副题名］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关捷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从之一至之六为五种六册，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

比较全面、系统、具体生动而又力求通俗的介绍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书中以翔实的材料，揭

露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

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地历史，尤其是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两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互相支持，共同打击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动人情景。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近代 

［主题词］侵华/战争/史料/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关捷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四 

［副题名］影响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 

［第一责任人］关捷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从之一至之六为五种六册，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

比较全面、系统、具体生动而又力求通俗的介绍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书中以翔实的材料，揭

露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

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地历史，尤其是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两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互相支持，共同打击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动人情景。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近代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关捷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五 

［副题名］中国人民奋起抗战 

［第一责任人］关捷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从之一至之六为五种六册，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

比较全面、系统、具体生动而又力求通俗的介绍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书中以翔实的材料，揭

露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

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地历史，尤其是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两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互相支持，共同打击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动人情景。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近代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近代 

［知识责任］关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仓修良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1990 年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海内外

引起极大反响。这次修订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对原有内容进行校刊修改和补充；二是对

原有三卷所收的重要史学著作进行补写；三是增补现代部分史学名著，这也是本次修订的重

点，共收史学著七十部，分成四、五卷。 

［主题词］史籍/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仓修良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仓修良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1990 年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海内外

引起极大反响。这次修订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对原有内容进行校刊修改和补充；二是对

原有三卷所收的重要史学著作进行补写；三是增补现代部分史学名著，这也是本次修订的重

点，共收史学著七十部，分成四、五卷。 

［主题词］史籍/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仓修良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仓修良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1990 年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海内外

引起极大反响。这次修订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对原有内容进行校刊修改和补充；二是对

原有三卷所收的重要史学著作进行补写；三是增补现代部分史学名著，这也是本次修订的重

点，共收史学著七十部，分成四、五卷。 

［主题词］史籍/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仓修良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仓修良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1990 年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海内外

引起极大反响。这次修订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对原有内容进行校刊修改和补充；二是对

原有三卷所收的重要史学著作进行补写；三是增补现代部分史学名著，这也是本次修订的重

点，共收史学著七十部，分成四、五卷。 

［主题词］史籍/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仓修良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仓修良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1990 年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海内外

引起极大反响。这次修订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对原有内容进行校刊修改和补充；二是对

原有三卷所收的重要史学著作进行补写；三是增补现代部分史学名著，这也是本次修订的重

点，共收史学著七十部，分成四、五卷。 

［主题词］史籍/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仓修良 主编 

  

 

［正题名］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 

［副题名］1937-1945 

［第一责任人］潘敏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日本先后在中国沦陷区建立了伪满洲国、伪华北临时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等。

日本对这些伪政权的统治模式、统治策略和政策并不完全一样。作者在书中探讨了 1937 至

1945 年汪伪政权在江西基层政权的政权结构、政治生态、人员构成、地方控制、经济结构、

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以及汪伪政府是如何通过基层政权控制和掠夺沦陷区人民群众的。 

［主题词］汪伪政权（1938）/地方政府/研究/江苏省/1937-1945 



［知识责任］潘敏 著 

  

 

［正题名］沈从文年谱 

［副题名］1902-1988 

［第一责任人］吴世勇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沈从文（1902～1988）是中国文学史上出色的小说家与散文大师、曾进入诺贝

尔奖终审名单。本书是编纂的其年谱，是研究沈从文极重要的工具书。 

［知识责任］吴世勇 编 

  

 

［正题名］英雄万岁 

［副题名］东北老航校暨人民空军创建史诗 

［第一责任人］郭晓晔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我军的第一所航校——东北老航校的创办为线索，经过深入采访和

精心谋篇，首次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录写了共和国 天英雄与大时代共同谱写的命运交响曲，

全景披露了人民空军惊天地泣鬼神的 天之路。 

［主题词］空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郭晓晔 著 

  

 

［正题名］ 国上将李涛 

［第一责任人］刘庆方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历史细节可信度高。生动再现了李涛同志从参加革

命到担任党的重要领导工作的精彩辉煌的一生。 

［知识责任］刘庆方 著 

  

 

［正题名］1793 乾隆英使觐见记 

［第一责任人］（英）马戛尔尼原著 

［译者］刘半农原译 

［译者］林延清解读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洋眼看中国 

［附注内容］本书为马戛尔尼的日记，由著名语言学家刘半农翻译。1793 年中国发生了一

件令研究清史和读历史的人怎么也绕不过的事件——大英帝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



使团，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中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马戛尔尼是位

大学者，其文笔细腻生动，将这段历史描述得绘声绘色，鲜活而灵动。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1793 

［知识责任］马戛尔尼 原著 

［次知识责任］刘半农 原译 

［次知识责任］林延清 解读 

  

 

［正题名］万古江河 

［副题名］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 展 

［第一责任人］许倬云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从中国历史文化发轫的地理空间 始

谈起，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后再细述中国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

中，一步步进入世界体系的历程。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许倬云 著 

  

 

［正题名］记忆南洋大学 

［第一责任人］胡兴荣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一些老照片，记录了南大从筹备到 办的光辉岁月，透显出当年新马

华人对民族文化的执着。本书分为两部分：上半部记录了陈六使与新马华人共同创办海外第

一所华文大学的经过（1953-1963）；下半部讲述了南大如何经历诸多磨难， 后并入新加坡

国立大学（1964-1980）。 

［知识责任］胡兴荣 著 

  

 

［正题名］出版与近代文明 

［第一责任人］王建辉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图书评论家书系 

［附注内容］19 世纪以来，中国遭遇从来没有过的大变局，给中国社会以从来没有过的大

影响，近代出版业也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大发展。及近代出版业史资本主义的出版业，资本

主义经营方式在出版业展 ，是近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主题词］出版事业/文化史/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出版工作/理论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建辉 著 

  



 

［正题名］刘绍棠全传 

［第一责任人］郑恩波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刘绍棠是“荷花淀文学流派” 重要的代表作家。他将“荷花淀派”的柔媚、

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以六百多万字的乡土小说创

作和一整套完美的乡土文学理论，建立起独具风光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成为中国当

代乡土文学的领军人物。 

［知识责任］郑恩波 著 

  

 

［正题名］二战研究在中国 

［并列题名］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World War Ⅱ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赵文亮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由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分析、若干重大学术问题研究综述、和论著目录索

引三部分构成。对 60 余年来中国二战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分析，选

取了 15 个对二战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热点研究问题予以综述，将中国出版、印刷的二战著

作和发表的文章根据其相关度分门别类地进行编排，以方便读者的检索。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研究 

［知识责任］赵文亮 著 

  

 

［正题名］前生造定故宫缘 

［第一责任人］庄严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故宫文丛 

［附注内容］庄严先生是 早进入故宫博物院的员工之一。本书收录庄严先生晚年所撰小文，

内容既有回顾服务故宫一生所经历的传奇故事，也有关于中国书画的相关思索，生动传神的

笔触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宫人。 

［主题词］故宫/史料/近代 

［主题词］故宫/史料/现代 

［知识责任］庄严 著 

  

 

［正题名］书斋里的革命 

［第一责任人］朱学勤著 

［译者］贺雄飞策划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分小概率事件、书斋里的革命、教士和帝国一致的制度、瘸腿的雅各 4



辑。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朱学勤 著 

［次知识责任］贺雄飞 策划 

  

 

［正题名］文化守望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史学五种 （一） 

［附注内容］名家学术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中外文化交融互摄、中国文化的经世传统、

中国传统智力论、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晚清学术片论等。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冯天瑜 著 

  

 

［正题名］中华元典精神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史学五种 （二） 

［附注内容］名家学术 

［附注内容］本书称《诗经》、《易经》、《论语》等先秦典籍为“中华元典”,从文化学和文

化史学角度对其作扼要的文本考查,并诠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重演律”等。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冯天瑜 著 

  

 

［正题名］齊鲁文化通史 

［第一责任人］安怍璋，王志民主编 

［书目卷册］1 

［丛书］远古至西周卷 

［第一责任人］王志民，张富祥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绪论；海岱区域文化的渊源；太昊、少昊时代的东夷文化；“五

帝”时代的东夷文化；商文化与东夷；西周时期的齐鲁文化等。 

［主题词］文化史/山东省/远古至西周时代 

［知识责任］安怍璋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民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民 著 

［知识责任］张富祥 著 



  

 

［正题名］齊鲁文化通史 

［第一责任人］安怍璋，王志民主编 

［书目卷册］2 

［丛书］春秋战国卷 

［第一责任人］杨朝明，于孔宝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绪论；鲁国的礼乐传统；孔子与儒家学派的创立；齐国的兵学

文化；史学与文学；齐鲁科学技术等。 

［主题词］文化史/山东省/春秋战国时代 

［知识责任］安怍璋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民 主编 

［知识责任］杨朝明 著 

［知识责任］于孔宝 著 

  

 

［正题名］齊鲁文化通史 

［第一责任人］安怍璋，王志民主编 

［书目卷册］3 

［丛书］秦汉卷 

［第一责任人］孟祥才，王克奇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绪论；齐鲁之学与秦朝政治；黄老之学的庙堂之尊；经学的发

展与齐鲁文化的播扬；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领风气之先的风俗模式等 11 章。 

［主题词］文化史/山东省/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安怍璋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民 主编 

［知识责任］孟祥才 著 

［知识责任］王克奇 著 

  

 

［正题名］齊鲁文化通史 

［第一责任人］安怍璋，王志民主编 

［书目卷册］4 

［丛书］魏晋南北朝卷 

［第一责任人］李伯奇，王琳，任怀国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绪论；山东世族与世族文化；山东经学及其历史地位；佛、道

并立的山东宗教；史学领域多方面的成就；领一代风骚的山东文学等。 

［主题词］文化史/山东省/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安怍璋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民 主编 

［知识责任］李伯奇 著 

［知识责任］王琳 著 

［知识责任］任怀国 著 

  

 

［正题名］齊鲁文化通史 

［第一责任人］安怍璋，王志民主编 

［书目卷册］5 

［丛书］隋唐五代卷 

［第一责任人］杨荫楼，王洪军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绪论；思想领域的成就；儒教与道教；辉煌的艺术；教育与科

学；别具风格的山东世风；齐鲁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生活习惯等。 

［主题词］文化史/山东省/隋唐五代时代 

［知识责任］安怍璋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民 主编 

［知识责任］杨荫楼 著 

［知识责任］王洪军 著 

  

 

［正题名］齊鲁文化通史 

［第一责任人］安怍璋，王志民主编 

［书目卷册］6 

［丛书］宋元卷 

［第一责任人］仝晰纲，张熙惟，常大群，范学辉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绪论；北宋时期山东儒学的复兴；金元之际山东区域文化的整

合；宋元时期的山东宗教；宋元时期的山东文学等。 

［主题词］文化史/山东省/宋代 

［主题词］文化史/山东省/元代 

［知识责任］安怍璋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民 主编 

［知识责任］仝晰纲 著 

［知识责任］张熙惟 著 

［知识责任］常大群 著 

［知识责任］范学辉 著 

  

 

［正题名］齊鲁文化通史 

［第一责任人］安怍璋，王志民主编 



［书目卷册］7 

［丛书］明清卷 

［第一责任人］朱亚非，石玲，陈冬生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绪论；学术流变与成就；灿烂辉煌的文学创作；异彩纷呈的山

左艺术；发达完善的教育与科学；世代相承的孔府文化；多教并存的宗教文化等。 

［主题词］文化史/山东省/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安怍璋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民 主编 

［知识责任］朱亚非 著 

［知识责任］石玲 著 

［知识责任］陈冬生 著 

  

 

［正题名］齊鲁文化通史 

［第一责任人］安怍璋，王志民主编 

［书目卷册］8 

［丛书］近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魏建，唐志勇，李伟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绪论；殖民主义者的文化侵入；当局的中西文化政策；离经不

叛道的文学；推陈出新的民间艺术；学术研究的新成就等。 

［主题词］文化史/山东省/近代 

［主题词］文化史/山东省/现代 

［知识责任］安怍璋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民 主编 

［知识责任］魏建 著 

［知识责任］唐志勇 著 

［知识责任］李伟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史前卷 

［第一责任人］林华东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林华东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先秦卷 

［第一责任人］徐建春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徐建春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秦汉六朝卷 

［第一责任人］王志邦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邦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4 卷 

［丛书］隋唐五代卷 

［第一责任人］李志庭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李志庭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5 卷 

［丛书］宋代卷 

［第一责任人］沈东梅，范立舟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沈东梅 著 

［知识责任］范立舟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6 卷 

［丛书］元代卷 

［第一责任人］桂栖鹏，楼毅生…[等]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桂栖鹏 著 

［知识责任］楼毅生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7 卷 

［丛书］明代卷 

［第一责任人］陈剩勇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8 卷 

［丛书］清代卷（上） 

［第一责任人］叶建华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叶建华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9 卷 

［丛书］清代卷（中） 

［第一责任人］赵世培，郑云山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赵世培 著 

［知识责任］郑云山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10 卷 

［丛书］清代卷（下） 

［第一责任人］汪茂林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汪茂林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11 卷 

［丛书］民国卷（上）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等]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金普森 著 



  

 

［正题名］浙江通史 

［第一责任人］金普森，陈剩勇主编 

［书目卷册］第 12 卷 

［丛书］民国卷（下） 

［第一责任人］袁成毅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浙江是中国自然环境 优越的地区之一，它频临东海，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仅强调贯通 7000 年的浙江文明史，会通浙江文

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追求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观和真实；强调

历史记载的直书实录，力求全面叙述 7000 年浙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的辉煌成就；并以

有代表性、影响性的事件、风俗、现象和人物为重点，突出浙江历史发展的地域特点、浙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浙江文明的历史成就。 

［主题词］通史/浙江省 

［知识责任］金普森 主编 

［知识责任］陈剩勇 主编 

［知识责任］袁成毅 著 

  

 

［正题名］新中国农村统计调查 

［并列题名］Rural statistical surveys in new China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 10 部分，内容包括了农村统计的发展历程，优质的信息服务，多元

的统计调查，大型的农业调查，科学的调查网络，队伍建设与农调风采等。 

［主题词］农业统计/调查报告/中国 

［主题词］农村统计/调查报告/中国 

  

 

［正题名］周恩来在 1927 年至 1935 年 

［第一责任人］黄少群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周总理在中共中央工作期间耐心纠正左倾主义错误，扶持各地红军

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经历；总理在中央苏区近 3 年时间的工作、生活和战斗；

总理在长征初期危难时刻，力撑危局，领导红军渡过难关， 后实现和毛泽东终身合作的经

历。 

［知识责任］黄少群 著 

  



 

［正题名］全球城市史 

［并列题名］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 

［第一责任人］乔尔·科特金著 

［译者］王旭…[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与其它有关城市的著作不同，本书是一本真正的以全球发展为视角的著作。对

于作者来说，城市不仅仅只是“生活的机器”，而且还同时折射出这个地区的神韵、安全感

及生机等内在的品质。从城市生命传承的宏观角度看，《全球城市史》一书的价值将在于它

总结人类自身追求的经典。 

［主题词］城市史/世界 

［知识责任］科特金 著 

［次知识责任］王旭 译 

  

 

［正题名］河南通史 

［第一责任人］程有为, 王天奖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李绍连本卷主编 

［译者］李绍连主要撰稿人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四卷：第一卷包括中原早期人类的拓荒活动，原始农耕社会，龙山时代

早期国家的形成，战国七雄中原逐鹿等内容；第二卷包括秦、西汉时期的河南郡县，东汉时

期的司、豫地区，秦汉时期河南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民族的流徙与融合等内容；第三

卷包括北宋时期的河南政治，北宋时期的河南经济，明代的河南经济，清代的河南文化，教

育与社会生活等内容；第四卷包括 19 世纪末叶的社会经济与人民斗争，20 世纪初期的新形

势和新变化等内容。 

［主题词］通史/河南省 

［知识责任］程有为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天奖 主编 

［知识责任］李绍连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绍连 主要撰稿人 

［副本数］1 

 

 

［正题名］河南通史 

［第一责任人］程有为, 王天奖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程有为本卷主编 

［译者］程有为，王大良，李绍连，王秉伦主要撰稿人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四卷：第一卷包括中原早期人类的拓荒活动，原始农耕社会，龙山时代

早期国家的形成，战国七雄中原逐鹿等内容；第二卷包括秦、西汉时期的河南郡县，东汉时

期的司、豫地区，秦汉时期河南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民族的流徙与融合等内容；第三

卷包括北宋时期的河南政治，北宋时期的河南经济，明代的河南经济，清代的河南文化，教

育与社会生活等内容；第四卷包括 19 世纪末叶的社会经济与人民斗争，20 世纪初期的新形

势和新变化等内容。 

［主题词］通史/河南省 

［知识责任］程有为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天奖 主编 

［知识责任］程有为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程有为 主要撰稿人 

［次知识责任］王大良 主要撰稿人 

［次知识责任］李绍连 主要撰稿人 

［次知识责任］王秉伦 主要撰稿人 

  

 

［正题名］河南通史 

［第一责任人］程有为, 王天奖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任崇岳本卷主编 

［译者］任崇岳，魏天安，张民服主要撰稿人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四卷：第一卷包括中原早期人类的拓荒活动，原始农耕社会，龙山时代

早期国家的形成，战国七雄中原逐鹿等内容；第二卷包括秦、西汉时期的河南郡县，东汉时

期的司、豫地区，秦汉时期河南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民族的流徙与融合等内容；第三

卷包括北宋时期的河南政治，北宋时期的河南经济，明代的河南经济，清代的河南文化，教

育与社会生活等内容；第四卷包括 19 世纪末叶的社会经济与人民斗争，20 世纪初期的新形

势和新变化等内容。 

［主题词］通史/河南省 

［知识责任］程有为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天奖 主编 

［知识责任］任崇岳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崇岳 主要撰稿人 

［次知识责任］魏天安 主要撰稿人 

［次知识责任］张民服 主要撰稿人 

［次知识责任］彭勇 主要撰稿人 

  

 

［正题名］河南通史 

［第一责任人］程有为, 王天奖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王天奖本卷主编 

［译者］王全营本卷副主编 



［译者］王天奖，王全营，万新芳，翁有为…[等]主要撰稿人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四卷：第一卷包括中原早期人类的拓荒活动，原始农耕社会，龙山时代

早期国家的形成，战国七雄中原逐鹿等内容；第二卷包括秦、西汉时期的河南郡县，东汉时

期的司、豫地区，秦汉时期河南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民族的流徙与融合等内容；第三

卷包括北宋时期的河南政治，北宋时期的河南经济，明代的河南经济，清代的河南文化，教

育与社会生活等内容；第四卷包括 19 世纪末叶的社会经济与人民斗争，20 世纪初期的新形

势和新变化等内容。 

［主题词］通史/河南省 

［知识责任］程有为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天奖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天奖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全营 本卷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天奖 主要撰稿人 

［次知识责任］王全营 主要撰稿人 

［次知识责任］万新芳 主要撰稿人 

［次知识责任］翁有为 主要撰稿人 

  

 

［正题名］中原移民简史 

［第一责任人］任崇岳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界定的移民范围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凡是在历史上迁入、迁出如今河

南省内的人口， 均属移民。本书从先秦起至明清时期各少数民族的移民、各地流民，因政

治、经济、天灾人祸等因素从各地来到中原后的生活及给当地带来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习

俗，还有对全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进程、影响等。 

［主题词］移民/历史/研究/河南省 

［知识责任］任崇岳 著 

  

 

［正题名］这就是彭德怀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郭晨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郭晨 著 

  

 

［正题名］这就是彭德怀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郭晨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郭晨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海关洋员概略 

［副题名］以五任总税务司为主 

［并列题名］Review of Foreing Staff in Modern Chinese Customs 

［第一责任人］文松著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对近代海关洋员进行了一番整体审视，对外籍税务司制度、海关的中立、

洋员个体与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评价；还对税务专门学校的资质进行了考

辨，对海关与近代中国邮政的创办等问题做了较详细的交待。 

［主题词］海关/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人物/海关管理/生平事迹/世界/近代 

［知识责任］文松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 

［并列题名］The symposium of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of CASS 

［书目卷册］第 4 集 

［第一责任人］于沛主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第一辑于 2001 年问世。当时编

辑这部书的目的初衷，是为了配合武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多卷本《世界历史》

的研究何撰写工作，希望在完成该课题的过程中，能将一些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及时地奉献

给历史学界及各界的读者。现在课题已接近尾声。本书收有《马克思的两种过渡理论及其现

实意义》、《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历史过程的客体和历史认识的客体》等文章。 

［主题词］世界史/文集 

［知识责任］于沛 主编 

  

 

［正题名］新疆百年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田卫疆主编 

［出版者］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新疆/1900-1999 

［知识责任］田卫疆 主编 

  



 

［正题名］太平洋战争史话 

［副题名］“大东亚共荣圈”之梦 

［第一责任人］柳茂坤，钟庆安著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炮制的一个侵略计划，

其宗旨是把亚洲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地区变成日本殖民地。本书分怪胎、得手、受挫、试探、

躁动、换马等六个部分研究了日本军国主义。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历史 

［主题词］军国主义/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柳茂坤 著 

［知识责任］钟庆安 著 

  

 

［正题名］城市记忆[中英文对照] 

［副题名］上海历史发展档案图集 

［并列题名］Memory of city: Archival pictures for y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hanghai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画册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是正在走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的记忆，是用

档案文献、照片和实物所形成的记忆。它如同一部历史教科书，真实地告诉我们：上海是怎

样从昨天走道了今天，又将会怎样走向明天。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 

  

 

［正题名］中国近代统计史 

［第一责任人］莫曰达编著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政府统计组织、统计法规、统计理论的输入、统计方法在统计工作

中的应用、民间统计团体及其统计学术活动、解放区内的调查研究思想和统计调查活动等。 

［主题词］统计/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莫曰达 编著 

  

 

［正题名］晚清洋相百出 

［副题名］图文本 

［第一责任人］薛冰编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晚清写照”丛书 

［附注内容］创刊于 1884 年 5 月、中刊于 1898 年 8 月的《点石斋画报》，十五年间共刊出



四千余幅带文的图画，这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是个不可多得的宝库。本册从晚清时期《点石斋画报》中精选出一百多幅有关“洋相”的图

画，写出了当时与“洋”人有关的世“相”，并配以旧文新说，使我们可窥 19 世纪后期国人

的生活。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清后期/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清后期/史料 

［知识责任］薛冰 编著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书目卷册］1 

［丛书］清末民初风云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套书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征集、整理并主持编撰的大型口述史料《文

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精华集粹，共计约近 400 万字。这些史料翔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自

戊戌以来风云变换的历史沧桑，按不同内容分门别类地整理、编辑而成，分为 10 卷，并精

心挑选了近 600 幅历史照片，图文并茂，极具史料价值和感染力，又能满足历史爱好者的阅

读欲望。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书目卷册］2 

［丛书］民国高端群像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套书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征集、整理并主持编撰的大型口述史料《文

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精华集粹，共计约近 400 万字。这些史料翔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自

戊戌以来风云变换的历史沧桑，按不同内容分门别类地整理、编辑而成，分为 10 卷，并精

心挑选了近 600 幅历史照片，图文并茂，极具史料价值和感染力，又能满足历史爱好者的阅

读欲望。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军事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主题词］政治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书目卷册］3 

［丛书］蒋记特工揭秘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套书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征集、整理并主持编撰的大型口述史料《文

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精华集粹，共计约近 400 万字。这些史料翔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自

戊戌以来风云变换的历史沧桑，按不同内容分门别类地整理、编辑而成，分为 10 卷，并精

心挑选了近 600 幅历史照片，图文并茂，极具史料价值和感染力，又能满足历史爱好者的阅

读欲望。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特务组织/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书目卷册］4 

［丛书］派系纷争混战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套书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征集、整理并主持编撰的大型口述史料《文

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精华集粹，共计约近 400 万字。这些史料翔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自

戊戌以来风云变换的历史沧桑，按不同内容分门别类地整理、编辑而成，分为 10 卷，并精

心挑选了近 600 幅历史照片，图文并茂，极具史料价值和感染力，又能满足历史爱好者的阅

读欲望。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军 混战/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书目卷册］5 

［丛书］日伪罪行实录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套书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征集、整理并主持编撰的大型口述史料《文

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精华集粹，共计约近 400 万字。这些史料翔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自

戊戌以来风云变换的历史沧桑，按不同内容分门别类地整理、编辑而成，分为 10 卷，并精

心挑选了近 600 幅历史照片，图文并茂，极具史料价值和感染力，又能满足历史爱好者的阅

读欲望。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书目卷册］6 

［丛书］抗日战争写真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套书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征集、整理并主持编撰的大型口述史料《文

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精华集粹，共计约近 400 万字。这些史料翔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自

戊戌以来风云变换的历史沧桑，按不同内容分门别类地整理、编辑而成，分为 10 卷，并精

心挑选了近 600 幅历史照片，图文并茂，极具史料价值和感染力，又能满足历史爱好者的阅

读欲望。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书目卷册］7 

［丛书］国共内战回眸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套书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征集、整理并主持编撰的大型口述史料《文

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精华集粹，共计约近 400 万字。这些史料翔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自

戊戌以来风云变换的历史沧桑，按不同内容分门别类地整理、编辑而成，分为 10 卷，并精

心挑选了近 600 幅历史照片，图文并茂，极具史料价值和感染力，又能满足历史爱好者的阅

读欲望。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书目卷册］8 

［丛书］旧时经济摭拾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套书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征集、整理并主持编撰的大型口述史料《文

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精华集粹，共计约近 400 万字。这些史料翔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自

戊戌以来风云变换的历史沧桑，按不同内容分门别类地整理、编辑而成，分为 10 卷，并精

心挑选了近 600 幅历史照片，图文并茂，极具史料价值和感染力，又能满足历史爱好者的阅

读欲望。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中国/近代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书目卷册］9 

［丛书］昔年文教追忆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套书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征集、整理并主持编撰的大型口述史料《文

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精华集粹，共计约近 400 万字。这些史料翔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自

戊戌以来风云变换的历史沧桑，按不同内容分门别类地整理、编辑而成，分为 10 卷，并精

心挑选了近 600 幅历史照片，图文并茂，极具史料价值和感染力，又能满足历史爱好者的阅

读欲望。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文化事业/文化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化事业/文化史/中国/现代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书目卷册］10 

［丛书］社会杂相述闻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套书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征集、整理并主持编撰的大型口述史料《文

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精华集粹，共计约近 400 万字。这些史料翔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自

戊戌以来风云变换的历史沧桑，按不同内容分门别类地整理、编辑而成，分为 10 卷，并精

心挑选了近 600 幅历史照片，图文并茂，极具史料价值和感染力，又能满足历史爱好者的阅

读欲望。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百年的沉思 

［副题名］回顾二十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 

［第一责任人］辛旗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包括：绪论；站在世纪门槛上的思想家；工业化与人类的甘苦；商业

文明之下的感觉文化；科学技术对文化的冲击等。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世界/20 世纪 

［知识责任］辛旗 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事业图史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史媛媛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图史，它不仅致力于恢复中国新闻史著作图史结合的传统，而且力

求图史兼重，以图为史，让读者通过图片和适当的文字说明，系统、全面、形象地了解中国

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知识责任］史媛媛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政要手迹 

［第一责任人］刘芜月，焦去尘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手迹与书法不同，前者注重的是历史性，后者注重的是艺术性。 本书所选手

迹的人物，都曾在中华民国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在历史进程中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从他们的

手迹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过程中一段实情。例如本书中宋教仁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

国总部章程》一文，全文涂改了数十处，几乎无句不改，但正因为草稿不为常人所见，从涂

改的字句中，我们感受到了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历史进程的艰巨性。所以，本书的手迹有利

于我们今人对历史的研究和思考。 

［主题词］政治人物/手稿/选集/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刘芜月 主编 

［知识责任］焦去尘 主编 

  

 

［正题名］发展与落差 

［副题名］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1840-1949） 

［第一责任人］戴鞍钢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 吴景平主编 

［附注内容］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从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等方面，对近代中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社会

发展程度差异及其成因，作了具体深入的研究。 

［主题词］地方经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戴鞍钢 著 

［知识责任］吴景平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 

［副题名］1902-1949 

［第一责任人］朱发建著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博士论丛 

［附注内容］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修订而成的一部研究专著作者注意将

中国近代史置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大历史背景中，以“科学”对近代史学变革的影响为

切入点，从“史学科学化”这一新的视角透视中国近代史学转性的过程，揭示中国近代史发

展的一个重要面相。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1902-1949 

［知识责任］朱发建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责任人］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献、中共二大代表和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介绍、关于

中共二大的回忆、关于中共二大的评论及附录五部分等。 

  

 

［正题名］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 

［并列题名］Uxorilocal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树茁，靳小怡，（美）费尔德曼（Marcus W. Feldman），（加）李南，朱楚

珠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术文库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sti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eng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及其人口社会影响，揭示了男孩偏好文化

的传播和演化，描绘了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制度的变迁，为低生育率下解决与男孩偏好相关的

人口与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 

［主题词］农村/婚姻问题/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李树茁 著 

［知识责任］靳小怡 著 

［知识责任］费尔德曼 著 

［知识责任］Feldman 著 

［知识责任］李南 著 

［知识责任］朱楚珠 著 

  

 

［正题名］近代体育在上海 

［副题名］1840-1937 

［第一责任人］郎净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的是近代中国的体育传播，选取上海作为例证，梳理了体育在近代中

国的传播状况。“体育史学”是“历史学”的有机综合。回顾 20 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历史，

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的革命史和现代史。 



［主题词］体育运动史/上海市/1840～1937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市/1840～1937 

［知识责任］郎净 著 

  

 

［正题名］白头惟有赤心存 

［副题名］风雨九十年琐忆 

［第一责任人］吴大琨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吴大琨的教授革命的一生历程：少年时期求学，青年时期参加抗日

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赴美讲学，回国后在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等。 

［主题词］经济学家/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大琨 著 

  

 

［正题名］东方际遇 

［副题名］中国犹太人千年历史揭秘 

［第一责任人］蔡桂林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千年之前，犹太民族中的一群人，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在中原地区

定居下来。本书讲述了他们在中国的命运、中国给犹太人奉献了什么？犹太人给中国带来了

什么？两个同样古老、神秘的民族在中原大地演绎了怎样的故事。 

［主题词］犹太人/民族历史/中国/公元 998 

［主题词］犹太人/民族历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蔡桂林 著 

  

 

［正题名］北京方志提要 

［第一责任人］谭烈飞主编 

［译者］张明明…[等]编撰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元代以来现存的记述北京现界之内旧编府志、州志、县志及其他专志；

提要内容包括志书名称、编纂主要人员、承编单位、出版时间、出版单位及源流、字数、印

刷量、框架结构、记述范围、主要内容介绍及评价。 

［主题词］地方志/内容提要/北京市 

［主题词］内容提要/地方志/北京市 

［知识责任］谭烈飞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明明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萍萍 编撰 

［次知识责任］王洋 编撰 



［次知识责任］潘惠楼 编撰 

  

 

［正题名］冷战国际史研究 

［书目卷册］II 

［并列题名］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书目卷册］No.2 

［第一责任人］李丹慧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为我国台湾学子和外国学者。全书分专题研究、特邀专论、国外学者

论中国、青年学者论坛、书评·书介、口述历史、档案文献七个栏目。包括《英国、美国与

朝鲜战争》、《冷战如何走向终结》、《论中国的斯大林化》等文章。 

［主题词］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李丹慧 主编 

  

 

［正题名］大败退 

［副题名］1949 

［第一责任人］凤凰卫视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凤凰卫视·凤凰书系 

［附注内容］回顾 20 世纪，1949 年近代史上是一个特殊、关键的年份，那一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那一年蒋介石 后一次回首大陆江山，直到 1975 年去世，他再也没有踏上大陆

一步。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9/图集 

  

 

［正题名］中韩关系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魏志江著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由上编、下编和附录三部分组成。上编主要是对辽金帝国与高丽关系的研

究；下编主要是对大清帝国前期与朝鲜关系的研究。本书附录部分收录了《试论国立中山大

学与韩国独立运动》一文，运用大量档案资料，探讨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侵占朝鲜半

岛时期，在中国的广东中山大学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弥补了中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的

不足。 

［主题词］中韩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古代 

［知识责任］魏志江 著 

  

 

［正题名］四川书院史 



［第一责任人］胡昭曦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6 

［附注内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四川书院的兴起与形成制度、四川书院的衰落与缓慢恢复、四

川书院的发展、四川书院的普遍发展与改制等。 

［主题词］书院/教育史/四川省 

［主题词］教育史/书院/四川省 

［知识责任］胡昭曦 著 

  

 

［正题名］晚清官场百态 

［副题名］图文本 

［第一责任人］俞小红编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晚清写照”丛书 

［附注内容］创刊于 1884 年 5 月、中刊于 1898 年 8 月的《点石斋画报》，十五年间共刊出

四千余幅带文的图画，这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是个不可多得的宝库。本册从晚清时期《点石斋画报》中精选出一百多幅有关“官场”及“官

人”的图画，写出了当时与此有关的腐败、陋习“百态”，并配以旧文新说，令人耳目一新。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清后期/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清后期/史料 

［知识责任］俞小红 编著 

  

 

［正题名］新疆旧事 

［第一责任人］刘学杰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地记述了发生在新疆的历史事件，内容有：“新疆‘四马’逸事”、“高

朴玉案”、“大小霍加之乱”、“收复新疆之战”等。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知识责任］刘学杰 著 

  

 

［正题名］民国新疆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泓著 

［出版者］新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从民族学和社会史学的角度，探讨了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诸层面的问题，突出考察了邻国对新疆社会多方面的影响。 

［主题词］社会分析/新疆/民国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民国 

［知识责任］周泓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新疆民族问题 

［第一责任人］朱培民，陈宏，杨红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分六章，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新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在

新疆的实现、发展和稳定是当代新疆的两大问题、改革 放创新新疆民族工作的新局面等，

对 5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处理和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作了认真的

总结。 

［主题词］民族问题/研究/新疆 

［知识责任］朱培民 著 

［知识责任］陈宏 著 

［知识责任］杨红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治理新疆国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方英楷主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新疆自古以来旧时中国的边陲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边防要地。

治边国策的得失成败，关系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系祖国的统一和

民族的团结，关系到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本书系统地阐述了西汉至 1949

年历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统治和管理新疆地区的基本政策，全面总结了两千多年来历代政

府巩固和 发新疆地契的经验。 

［主题词］边疆地区/行政管理/政策/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新疆 

［知识责任］方英楷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薛宗正主编 

［译者］马国荣，田卫疆副主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研究/新疆/古代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古代 

［知识责任］薛宗正 

［次知识责任］马国荣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田卫疆 副主编 

  

 



［正题名］回顾录 

［第一责任人］邹鲁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旧籍新刊 

［附注内容］本书是邹鲁回忆录，书中有不少珍贵的史料，由于邹鲁在政治立场上属于国民

党右派，在叙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有诬蔑不实之词，本书未加删改。 

［知识责任］邹鲁 著 

  

 

［正题名］梁士诒 

［第一责任人］李吉奎著 

［译者］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丛编题名］岭南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梁士诒的生平，内容包括：家世与科名、交通系的形成、倾覆清廷

的功臣、居于嫌疑之地的高官、积极支持袁氏帝制活动、在外交财政经济方面的活动等。 

［知识责任］李吉奎 著 

  

 

［正题名］蔡楚生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人殷主编 

［译者］陈宝光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收《一代宗师蔡楚生》、《三十不惑——蔡楚生电影刍论》、《读解蔡楚生的

电影作品》、《会客室中》等 30 多篇文章，对蔡楚生的生平、经历、思想特别是对中国进步

电影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从这方面来说，本书对研究中国电影史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

值。 

［知识责任］王人殷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宝光 副主编 

  

 

［正题名］一溪集 

［副题名］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田建业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学人学记 

［附注内容］本书从生平与思想两个角度评书了五四时期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科学启蒙

者杜亚泉。杜氏主编的《东方杂志》、《亚泉杂志》及数十种自然科学教科书和各类辞典在当

时影响深远，而他在与陈独秀论战中坚持的东西文化论调和论及在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

的一系列观点不仅立论细密深入，自成一家之言，而且有着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知识责任］许纪霖 编 

［知识责任］田建业 编 

  

 

［正题名］沈钧儒传 

［第一责任人］周天度，孙彩霞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的沈钧儒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著名

的法学教育学和律师。他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朝代，历尽沧桑，饱经忧患，为反对

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法治的新中国奋斗了

一生。 

［知识责任］周天度 著 

［知识责任］孙彩霞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黄岩历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1927-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台州市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主线，以党的组织活动和自身建设以及党所领导的全面

工作为记述范围，主要记录了在 1927-1949 年间，中共黄岩党组织及其领导下各种组织的历

史。 

  

 

［正题名］任弼时画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研究组和新华出版社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正题名］ 国上将叶飞 

［第一责任人］王昊，王纪一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涵盖了叶飞同志戎马一生的方方面面，作者以生动而翔实的史料，赞颂了

叶飞同志的革命功业。 

［知识责任］王昊 

［知识责任］王纪一 著 

  

 

［正题名］瞿秋白 

［副题名］文献画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瞿秋白

研究会，瞿秋白同志纪念馆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正题名］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 

［第一责任人］黄国盛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清代海关创立的背景与设置经过、闽台指定口岸贸易之政策、清代

前期 海设关的历史地位与经验教训。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研究/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黄国盛 著 

  

 

［正题名］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炳照主编 

［译者］叶齐炼，苏渭昌，吴霓，胡艳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在中国悠久的教育发展史上，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理应成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多数中国教育史研

究者和大部分教育史教材和著述，多以研究官学为主，建立中国教育史特别是教育制度史的

基本体系，而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内容十分单薄，体系极不完整，研究很不充分和深

入。本书的发表弥补了这些方面的欠缺和不足，很有意义。 

［主题词］私立学校/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民办学校/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炳照 主编 

［次知识责任］叶齐炼 著 

［次知识责任］苏渭昌 著 

［次知识责任］吴霓 著 

［次知识责任］胡艳 著 

  

 

［正题名］上海邮电志 

［第一责任人］徐志超 ，程锡元，刘长前主编 

［译者］《上海邮电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 

［主题词］邮电业/概况/上海 

［知识责任］徐志超 主编 

［知识责任］程锡元 主编 

［知识责任］刘长前 主编 



  

 

［正题名］全国总书目 

［书目卷册］2003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顾永高主编 

［译者］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是一本图书年鉴性质的综合性、系列性图书的目录。

书中收录了 2003 年出版的初版和改版图书共计 110144 种，全书由“分类目录”、“专门目录”

和“附录”三部分组成。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2003 

［知识责任］顾永高 主编 

  

 

［正题名］全国总书目 

［书目卷册］2003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顾永高主编 

［译者］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是一本图书年鉴性质的综合性、系列性图书的目录。

书中收录了 2003 年出版的初版和改版图书共计 110144 种，全书由“分类目录”、“专门目录”

和“附录”三部分组成。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2003 

［知识责任］顾永高 主编 

  

 

［正题名］全国总书目 

［书目卷册］2003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顾永高主编 

［译者］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是一本图书年鉴性质的综合性、系列性图书的目录。

书中收录了 2003 年出版的初版和改版图书共计 110144 种，全书由“分类目录”、“专门目录”

和“附录”三部分组成。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2003 

［知识责任］顾永高 主编 

  

 



［正题名］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 

［副题名］以越境交涉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李花子著 

［出版者］延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以清朝与朝鲜的越境及定界交涉为中心，包括五部分内容：一，朝鲜人越

境问题及其交涉；二，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三，中国人越境问题及边务交

涉；四，鸭绿江流域中朝两国共禁体系崩溃的历史过程；五，同治年间朝鲜人大规模越垦浪

潮的内外因。时间范围从 17 世纪 20 年代至 19 世纪 70 年代。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清代 

［知识责任］李花子 著 

  

 

［正题名］星星、月亮、太阳 

［副题名］胡适的情感世界 

［第一责任人］江勇振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述了胡适感情世界中三位女主角——江冬秀、韦莲司和曹诚英与他

的情感纠葛。尽管本书的传主是胡适，但是作者对几位女性的描述更为精心。 

［知识责任］江勇振 著 

  

 

［正题名］云南建水 

［副题名］彩云之南的文献名邦 

［第一责任人］宾慧中，张婕著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中国秘境之旅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建水古城丰厚的历史沉淀，雄伟的朝阳楼，庞大的文庙建筑群，古朴

的指林寺，奇特的文笔塔等名胜古迹。 

［主题词］导游/建水县/云南 

［知识责任］宾慧中 著 

［知识责任］张婕 著 

  

 

［正题名］经济—社会史评论 

［书目卷册］第二辑 

［并列题名］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第一责任人］侯建新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文章 20 篇，分为六个专栏：纪念费孝通先生、农民负担、大众娱乐、

学人访谈、学苑撷英、随笔札记。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世界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侯建新 主编 

  

 

［正题名］往事迹如牵 

［副题名］回忆父亲楚湘汇 

［第一责任人］楚珏辉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作者描写了楚湘汇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从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员走向共产

主义的一生。 

［知识责任］楚珏辉 著 

  

 

［正题名］刘大年来往书信选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玉璞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册。收入刘大年先生自 1946 年至 1999 年的部分往来信件共

487 封，其中包括来函 309 封，发函 158 封，因为工作关系存放在刘大年先生处的他人信函

20 封。刘大年先生保存的往来书信手迹近千件，本书着重选择了反映学术界的重大事件、

学术组织工作、学术探讨、学术交往以及指导后学等方面的书信。家信不在编选范围之内。 

［知识责任］王玉璞 编 

  

 

［正题名］刘大年来往书信选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玉璞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册。收入刘大年先生自 1946 年至 1999 年的部分往来信件共

487 封，其中包括来函 309 封，发函 158 封，因为工作关系存放在刘大年先生处的他人信函

20 封。刘大年先生保存的往来书信手迹近千件，本书着重选择了反映学术界的重大事件、

学术组织工作、学术探讨、学术交往以及指导后学等方面的书信。家信不在编选范围之内。 

［知识责任］王玉璞 编 

  

 

［正题名］一九三○年代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 in 1930's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 中华民国史学科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卷，所收文章涉及到一九三○年代的中国政治、经济、外交、

军事、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当时，一方面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竞逐争斗，此消彼长，

以国民党为首的统治集团逐步建立起相对稳定、巩固的统治；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

略，中国面临自鸦片战争以来又一次 严重的民族危机。因此，对这样一个关键转折时段的

有关情况展 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1930/文集 

  

 

［正题名］一九三○年代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 in 1930's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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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5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6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7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8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9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0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1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2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3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4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5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6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7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8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9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0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1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2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3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4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5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6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7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8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9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0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1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2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河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3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选]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省 

  



 

［正题名］日本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五期 

［第一责任人］徐一平，白井启介主编 

［译者］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书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万叶集’2004 年国际研讨会特集”，收录的关

于日本学研究的论文涉及纪念讲演、日本语学、日本文学、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等。 

［知识责任］徐一平 主编 

［知识责任］白井启介 主编 

  

 

［正题名］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并列题名］Western Europe and China in transition（Second Edition） 

［第一责任人］侯建新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将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成功置于当时经济-社会的整体架构内，

探究其得以成功的根源；同时与中国晚期和近代早期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实证性比较，试图从

经济与社会、效率与法治、物质积累与精神的双向互动中，寻求社会变迁的轨迹。本书是《经

济—社会研究丛书》之一，2001 年由济南出版社初版。这次重新出版，删去了重复之处，

增订了一些必要的新材料，新加“近代乡村借贷比较”一章，还调换了书后的“附录”内容，

以助于读者对全书的理解。 

［主题词］社会发展/对比研究/中国/西欧/研究生/教材 

［主题词］社会转型/对比研究/中国/西欧/研究生/教材 

［知识责任］侯建新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语言学卷 

［第一责任人］潘悟云，邵敬敏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二十世纪语言学各主要学科的发展及成果，回顾和评析了二十世纪语

言学科中发生的重大争论问题，综述了二十世纪出现的语言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术刊

物和大型工具书。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语言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潘悟云 卷主编 

［知识责任］邵敬敏 卷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马克思主义卷 

［第一责任人］奚洁人，余源培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编，内容包括：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二

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及主要成就；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大论争；二十世纪马

克思主义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书刊出版及中外交流。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奚洁人 主编 

［知识责任］余源培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应用经济学卷 

［第一责任人］谈敏，厉无畏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应用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应用经济学各学

科的发展及主要成就；二十世纪中国应用经济学重大论争以及中国应用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机

构、学术团体与刊物，以及中外学术交流。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经济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历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谈敏 主编 

［知识责任］厉无畏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政治学卷 

［第一责任人］王邦佐，潘世伟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二十世纪现代政治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二十世纪政治学各学科

的发展及主要成就；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学重大论争；二十世纪政治学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

团体及学术交流。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政治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王邦佐 主编 

［知识责任］潘世伟 主编 

  

 

［正题名］中国铜镜史 

［第一责任人］管维良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从上古到清代流行的 900 多面铜镜资料，以历史发展的顺序，分七

个大的时段，对从齐家文化到晚清 4000 多年间铸行的主要镜类进行介绍。 

［主题词］古镜/历史/中国 

［主题词］铜器（考古）/中国 

［知识责任］管维良 著 

  

 

［正题名］赌博的历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gambling 

［第一责任人］涂文学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修正文库 中国社会史系列丛书 文蓝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赌博的流变；中国传统赌博及其文化意蕴；赌博的变态：赌博

骗术纵横观；西方赌技东传及中西方赌博之比较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问题/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病态/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赌博/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涂文学 著 

［知识责任］文蓝 丛书主编 

  

 

［正题名］全球文明史 

［书目卷册］上册 

［并列题名］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nce 

［第一责任人］皮特·N. 斯特恩斯…[等]著 

［译者］赵轶峰…[等]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为读者提供这样一种真正的全球历史，它既探讨世界主要文明的发展历程，

也强调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之间交互作用的主要阶段。世界上的所有文明，既包括西方文明，

也包括那些在世界历史教科书里有时被忽略的文明，都一一被纳入本书。 

［主题词］文化史/世界 

［主题词］世界史/文明/研究 



［知识责任］斯特恩斯 著 

［知识责任］艾达思 著 

［知识责任］施瓦茨 著 

［知识责任］吉尔伯特 著 

［次知识责任］赵轶峰 译 

［次知识责任］王晋新 译 

［次知识责任］周巩固 译 

［次知识责任］陈会颖 译 

［次知识责任］李媛 译 

  

 

［正题名］全球文明史 

［书目卷册］下册 

［并列题名］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nce 

［第一责任人］皮特·N. 斯特恩斯…[等]著 

［译者］赵轶峰…[等]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为读者提供这样一种真正的全球历史，它既探讨世界主要文明的发展历程，

也强调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之间交互作用的主要阶段。世界上的所有文明，既包括西方文明，

也包括那些在世界历史教科书里有时被忽略的文明，都一一被纳入本书。 

［主题词］文化史/世界 

［主题词］世界史/文明/研究 

［知识责任］斯特恩斯 著 

［知识责任］艾达思 著 

［知识责任］施瓦茨 著 

［知识责任］吉尔伯特 著 

［次知识责任］赵轶峰 译 

［次知识责任］王晋新 译 

［次知识责任］周巩固 译 

［次知识责任］陈会颖 译 

［次知识责任］李媛 译 

  

 

［正题名］蘇州舊街巷图录 

［并列题名］Traditional Suzhou Streets and Lanes 

［第一责任人］徐刚毅编著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老蘇州图志系列 

［主题词］城市道路/苏州市/图集 

［知识责任］徐刚毅 编著 

  

 



［正题名］三教九流 

［副题名］彩图版 

［第一责任人］翟文明编著 

［出版者］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儒、道、释三教和优伶、宦官、流氓、帮会、娼妓、乞丐、赌博、

风水先生与算命先生、商贾等九种封建社会职业。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国传统三大宗教的起

源、教义、重要人物极其影响；同时描述了这九个 典型的古代职业的产生、发展、主要职

业特征以及这一行当的著名人物，以客观的态度来探讨社会职业的文化内涵。本书有插图

300 余幅。 

［主题词］阶层/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职业/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翟文明 编著 

  

 

［正题名］王蒙自传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半生多事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是文学大师王蒙的自述，讲述了他一生中的成长历史。内容包括：故乡、

父亲、母亲、精彩与荒谬、慈祥与温暖等。 

［知识责任］王蒙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范伯群，汤哲声，孔庆东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在中国通俗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论述了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系统介

绍 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代表作家与代表作品，通过对代表作的分析，呈现出每一种类型

化的通俗作品的艺术特色，探索在市场规律下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发展周期。 

［主题词］通俗文学/文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范伯群 著 

［知识责任］汤哲声 著 

［知识责任］孔庆东 著 

  

 

［正题名］西方人东来之后 

［副题名］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 

［并列题名］When the East Met West 

［第一责任人］龚缨晏…[等]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自 16 世纪地理大发现 始，随着欧洲人的东来， 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进程。本书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地理大发现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几个专题，并提出了一

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主题词］东西文化/文化交流/文化史/专题研究 

［主题词］中外关系/文化交流/专题研究 

［主题词］文化史/专题研究 

［知识责任］龚缨晏 著 

  

 

［正题名］施琅大将军 

［副题名］平定台湾传奇 

［第一责任人］安然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还原一段完整的历史、描绘一位真实的施琅。施琅出生的明末清初，青年

时期的施琅刻苦求学，成为明朝将领；后先随郑芝龙降清，又随郑成功起兵反清，后因其父

和弟弟被郑成功诛杀而再次投清；之后施琅如何用正确的军事策略平定台湾等。 

［知识责任］安然 著 

  

 

［正题名］憶往談舊錄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为梁漱溟先生的回忆录，包括上下两编：抗日战争时期之前；抗日战争时

期及胜利后。记述了他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和谈等多个时期

的治学、从事乡村建设及奔走国是的活动，以及对一些重要事件、旧雨新知的追忆。本书曾

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版过。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胡适诗歌翻译研究 

［第一责任人］廖七一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译诗与时代精神、译者主体性与文化转型、诗歌翻译与经典建构、

译诗与白话新诗等内容。并附胡适译诗年表及 25 首胡适译诗。 

［主题词］诗歌/翻译/文学研究 

［主题词］翻译/诗歌/文学研究 

［主题词］文学研究 

［知识责任］廖七一 著 

  



 

［正题名］风雨历程 

［副题名］1949-1978 

［第一责任人］谢黎萍，黄坚主编 

［译者］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当代上海党史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 1949-1978 年期间，上海在党的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卫生等诸多方

面发生的历史事件。其中，某些篇章的记叙，考虑到时间上的连续性而写到 20 世纪 90 年代。 

［主题词］党史 

［知识责任］谢黎萍 主编 

［知识责任］黄坚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 

［副题名］从一大——十六大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十六大》选编组[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这个汇编本是在 1985 年中央党校科研办选编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的基

础之上增补的。原书只从一大编至十二大，本书增补至十六大，以及七大后修改党章的报告、

说明和十二大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的决议。 

［主题词］党章/汇编 

  

 

［正题名］融合创新的民国学术 

［第一责任人］薛其林著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从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来构建民国学术研究的宏观体系。总论丛民国学术的

背景、特色、研究方法等阐述民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学术兴盛、文化创新的时代

特征，分析民国学术从折中调和走向融合创新由此奠定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特色；分论则依

据民国学术演进发展的实际，以典型学者的学术思想理念与文化实践揭示民国学术融合创新

的共同趋向。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薛其林 著 

  

 

［正题名］民国商事立法研究 

［第一责任人］季立刚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法学专题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对民国时期商事立法动因、历史成就的宏观分析，尤其对主要商事部

门法进行了较为详细、全面的评价，还对这一时期商人团体在商事立法中的作用、商事调查

对商事立法的影响、商法学的发展与商事立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商法/立法/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季立刚 著 

  

 

［正题名］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 

［第一责任人］（英）约翰·米尔斯（John Mills）著 

［译者］高湘泽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批判眼光观照下的经济观念史，全书九章，包括经济理论、前工业

世界、古典经济学、异端思想、专业化发展、凯恩斯革命、硬通货、经济学与未来等。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米尔斯 著 

［知识责任］Mills 著 

［次知识责任］高湘泽 译 

  

 

［正题名］罗家伦与张维桢 

［副题名］我的父亲母亲 

［第一责任人］罗久芳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回忆罗家伦与张维桢两位名人的点点滴滴的故事，收录了两人的文章若干，

内容分为往事随想、父亲心中的老师和朋友们、朋友和学生心中的父亲三部分。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罗久芳 著 

  

 

［正题名］盛衰之变 

［副题名］中国封建盛世时期安全战略研究 

［第一责任人］高润浩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丛编题名］中国古典战略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安全战略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汉唐清三大封建盛世进行深入分析，探讨

了封建社会中省市下的国家安逸、太平；盛世的崛起、发展、衰落等。 

［主题词］封建社会/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主题词］国家安全/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高润浩 著 

  

 



［正题名］杭州的街巷里弄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马时雍主编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杭州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册，将市区的街巷里弄分为老城区、西湖风景区、城东、城北、

城西等七个部分来介绍。按照自南而北、自东而西的原则，以主要道路为条目，将其两侧里

巷一一分述，对于近年消失的一些街巷里弄，本书择其重要的予以简要介绍。 

［主题词］城市道路/简介/杭州市 

［主题词］地方史/杭州市 

［知识责任］马时雍 主编 

  

 

［正题名］杭州的街巷里弄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马时雍主编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杭州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册，将市区的街巷里弄分为老城区、西湖风景区、城东、城北、

城西等七个部分来介绍。按照自南而北、自东而西的原则，以主要道路为条目，将其两侧里

巷一一分述，对于近年消失的一些街巷里弄，本书择其重要的予以简要介绍。 

［主题词］城市道路/简介/杭州市 

［主题词］地方史/杭州市 

［知识责任］马时雍 主编 

  

 

［正题名］厦门大学校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1949-991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Xiamen University 

［第一责任人］未力工主编 

［译者］厦门大学档案馆，厦门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分建国后十七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进入改革 放的十五年三部分

介绍了厦门大学的历史。 

［知识责任］未力工 主编 

  

 

［正题名］东亚的复兴 

［副题名］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为视角 

［并列题名］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副题名］500,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第一责任人］（美）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日）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

（美）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主编 

［译者］马援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全球化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三个时间段为视角，考察了东亚作为世界经济

力量中心之一的起落沉浮。在该地区和全球历史上，各个阶段都有深意蕴含其中，同时，它

们为理解当代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有价值的观点。对于亚洲史与世界史、国际政治学、比

较与历史社会学以及亚洲学研究者来说，本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经济发展/研究/东亚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阿里吉 主编 

［知识责任］Arrighi 主编 

［知识责任］滨下武志 主编 

［知识责任］塞尔登 主编 

［知识责任］Selden 主编 

［次知识责任］马援 译 

  

 

［正题名］茅盾全集 

［副题名］补遗（上） 

［第一责任人］[茅盾]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上下两册，为《茅盾全集》的补遗卷，收入《全集》遗收、漏收及新发现

并经专家考证确定的茅盾作品共 169 篇（首）。其中创作大纲、笔记、未完稿 6 篇，诗词 21

首，文论 51 篇，散文 38 篇，史论 2 篇，书信 37 函，古诗文注解 14 篇。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茅盾 著 

  

 

［正题名］茅盾全集 

［副题名］补遗（下） 

［第一责任人］[茅盾]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上下两册，为《茅盾全集》的补遗卷，收入《全集》遗收、漏收及新发现

并经专家考证确定的茅盾作品共 169 篇（首）。其中创作大纲、笔记、未完稿 6 篇，诗词 21

首，文论 51 篇，散文 38 篇，史论 2 篇，书信 37 函，古诗文注解 14 篇。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茅盾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乡约 

［第一责任人］牛铭实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乡约导读和制度节选两部分。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村治系统。 

［主题词］乡村/管理/章程/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乡村/社会/道德/中国/古代 

［主题词］乡村/礼仪/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牛铭实 著 

  

 

［正题名］野史无文 

［第一责任人］彭燕郊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潜在写作文丛 陈思和主编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彭燕郊 著 

［知识责任］陈思和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 

［副题名］1921～2002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收录了党的一大到十六大历次通过的党章、党章修正案、关于党章修

改的说明、报告等 20 余篇重要文献。 

［主题词］党章/汇编/1921～2002 

  

 

［正题名］清史講義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孟森著作集 

［附注内容］本书是孟森先生（1869-1938）清史研究的成果，于二十世纪前期初版，至今

曾多次再版。作者主要在于对清先世源流考订、满洲名称考辩、八旗制度考实、雍正继统考

证、清初史事人物考辩等，对明清史的研究有较深远的影响。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趣谈老北京文化 

［第一责任人］施连芳，上官文轩编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趣谈老北京 

［主题词］文化史/北京市/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施连芳 编著 

［知识责任］上官文轩 编著 

  

 

［正题名］上海“孤岛”贸易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赛群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博士文库 历史学·经济史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贸易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对八一三战事结束至太平洋战争爆

发以前上海“孤岛”的本埠贸易、埠际贸易及对外贸易进行了专门的整体性研究。同时，通

过对上海贸易的历史性考察，总结分析“孤岛”贸易的总特征及其历史影响和作用。 

［主题词］商业史/研究/上海市/民国 

［主题词］商业经济/研究/上海市/民国 

［知识责任］张赛群 著 

  

 

［正题名］心史叢刊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孟森著作集 

［附注内容］本丛刊共三集。内容有朱方旦案、王紫稼考、董小宛考、孔四贞事考等内容。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中国与近代以来的世界 

［第一责任人］沈培言著 

［出版者］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六章，介绍了中国把古代世界送入近代，近代世界把古代中国拖入近

代，中国随现代世界跃入当代，中国促进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化等。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沈培言 著 



  

 

［正题名］穿过鸦片的硝烟 

［并列题名］Viaje de Nueva Granada a China y de China a Francia 

［第一责任人］（哥伦比亚）唐可·阿尔梅洛著 

［译者］郑柯军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亲历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作者在中国亲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以游记形式将历史过程做了实况写真，

通过作者的记叙、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让读者明白中华文化映射在西方文化背景里是什么

样子、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以及反思。 

［主题词］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史料 

［主题词］游记/中国/近代 

［主题词］游记/作品集/哥伦比亚/近代 

［知识责任］阿尔梅洛 著 

［次知识责任］郑柯军 译 

  

 

［正题名］滿洲開國史講義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孟森著作集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满州名称考、女真总说、建州、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之考订、肇祖原皇

帝补纪、景祖翼皇帝补纪等十讲内容。 

［主题词］满洲（古族名）/民族历史/考证/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明清史论著集刊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孟森著作集 

［附注内容］《明清史论著集刊》共有上、下两册，本册为上册。包括有《建文逊国事考》、

《后明韩主》、《书明史抄略》、《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等文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明清史论著集刊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孟森著作集 

［附注内容］《明清史论著集刊》共有上、下两册，本册为下册。包括有《清初三大疑案考

实》、《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一篇》、《清国史馆列传统编序》、《清史传目通检序》、《中

国历代史料之来源并拟现代可收集之方法》等文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景泉著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名家学术文库 第二辑 

［附注内容］北京民国政府时代，是中国唯一一个实行过分权主义议会政制而又没有行得通

的时期，这一时的议会政治，上承清末预备立宪史，下接新民主义革命时期集权主义制度，

涉及的历史层面甚为广泛。本书对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议会/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刘景泉 著 

  

 

［正题名］资深院士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韩存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朱显谟…[等]著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朱显谟（土壤学家）、魏荣爵（声学家、物理学家）、徐祖耀（材料科

学家）、林为干（电子学家、教育家）、邹承鲁（分子生物学家）、汪闻韶（土力学及土坝、

地基抗震学家）、汤定元（物理学家）7 人的回忆文章。 

［主题词］院士/回忆录/中国/现代 

［主题词］回忆录/科学工作者/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韩存志 主编 

［知识责任］朱显谟 著 

  

 

［正题名］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 

［副题名］在现代与传统中挣扎的女人 

［第一责任人］丁言昭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在对张幼仪在大陆的亲戚和好友进行了采访的基础上记述了著名诗人

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贤惠、寂寞的一生，披露了一些为不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妇女/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丁言昭 著 

  

 

［正题名］终刊号丛话 

［第一责任人］谢其章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从终刊号这个独特的视角切入，连带钩沉出文化历史大背景下的文人文事，

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融入个人的观点、感想，并加之以原汁原味的私家珍藏的刊影图片。 

［主题词］期刊/研究/中国 

［主题词］期刊/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谢其章 著 

  

 

［正题名］导师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李尔重…[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燕雀文丛 邓力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若干篇关于毛泽东的学术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在 21 世纪仍然

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旗帜》、《因为有了毛泽东，才有新中国》、《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

心》等文章。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李尔重 著 

［知识责任］有林 著 

［知识责任］卢之超 著 

［知识责任］沙健孙 著 

［知识责任］邓力群 丛书主编 

  

 

［正题名］锤炼 

［副题名］一个日本航校学生在中国革命中的经历（1937-1949） 

［第一责任人］张仲鸣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的自传体小说。青年时代作者曾到日本亚细亚航空学校学习，在学

习期间结实了中共地下党员，抗战一爆发就回国参加抗战，被分配到 120 师做敌工工作，参

加过百团大战，也经历过抢救运动。抗战结束后去了东北，参与筹建中共自己的空军，在著

名的老航校工作过；还担任过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空军部的副部长，后转入航空工业部门，

参与筹建哈尔滨飞机制造厂、西安飞机制造厂，担任过北京 211 厂总工程师，1958 年 8 月



在南京 513 厂兼总工程师任上，在从北京 会回南京的途中，飞机失事身亡。 

［知识责任］张仲鸣 著 

  

 

［正题名］中国李庄 

［副题名］抗战流亡学者的人文档案 

［第一责任人］刘振宇，维微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丛编题名］人文中华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文人学者随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

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驻扎在宜宾市李庄的情况，这些单位对李庄人的文化水平的提高、风

气的 化都有很大的影响，李庄这块土地上培育了一批青年学子和专家学者。 

［主题词］抗日战争/文化史/宜宾市/1940-1946 

［主题词］学者/生平事迹/中国/1940-1946 

［主题词］学术机构/史料/宜宾市/1940-1946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宜宾市/1940-1946 

［知识责任］刘振宇 著 

［知识责任］维微 著 

  

 

［正题名］江西社会发展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王明美主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数据，从经济、人口、教育和科技、医疗卫生、文化和体育、劳

动和社会保障、人民生活、生态和环境八个方面阐述了江西社会发展五十年的情况。 

［主题词］社会发展/概况/江西省 

［主题词］经济发展/概况/江西省 

［知识责任］王明美 主编 

  

 

［正题名］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著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丛编题名］名家学术文库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章，主要阐述了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的初步接触；留日热和资产阶级

文化的广泛传播；留美高潮与科学、民主思潮；留法勤工俭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勃兴。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留学生/关系/东西文化/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喜所 著 

  



 

［正题名］清华园风物志 

［第一责任人］黄延复，贾金悦[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附注内容］本书是 1988 年出版的《清华园风物志》的增订版，在原书 50 余条条目的基础

上又增收新条目约 70 余则，连同大小附录，全书共收录清华园内“古”今风物 120 余则，

图片 300 余帧。 

［知识责任］黄延复 著 

［知识责任］贾金悦 著 

  

 

［正题名］中华文化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90 年 8 月初版发行，影响广泛，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一致好评，

曾获得各种图书大奖。本次再版发行，对部分章节进行了补充。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冯天瑜 著 

［知识责任］何晓明 著 

［知识责任］周积明 著 

  

 

［正题名］中华文化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90 年 8 月初版发行，影响广泛，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一致好评，

曾获得各种图书大奖。本次再版发行，对部分章节进行了补充。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冯天瑜 著 

［知识责任］何晓明 著 

［知识责任］周积明 著 

  

 

［正题名］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 

［第一责任人］厉声主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全书分为新疆的地形特色、物产资源、民族人口、行政区划及周边国界；多民

族区域的历史发展；行省建制下的新疆；“东突厥斯坦”分裂主义的由来与发展；三区革命



运动与新疆和平解放；民族区域自治；区域经济的现代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现状；

新中国时期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西部大 发中的新疆等内容。本书已被译成多国文种，足

见其内容的水准。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知识责任］厉声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 

［副题名］1927-1937 

［第一责任人］田湘波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论述国民党政训前期，即 1927 年至 1937 年期间的党政体制。这段时

期是中华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行“以党

治党”的模式。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著对这一模式做了全面细致的申视，建立

了一个全面而又严谨的机构体系，包括党政组织的构架，独裁政体和一党制下的党政关系，

党在政体运作中的地位与功能。这部著作大大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知识责任］田湘波 著 

  

 

［正题名］百年学术精品提要 

［丛书］文史与哲学卷 

［第一责任人］刘大椿主编 

［译者］李韬副主编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在问卷调查基础上，以提要的方式对近百年的文史、哲学著作进行了回顾

与品评，以唤起“精品意识”，挖掘“精品”背后的学理基础，透视学术大师的精神底蕴。 

［主题词］社会科学/著作/内容提要/世界/20 世纪 

［主题词］文史哲/著作/内容提要/世界/20 世纪 

［知识责任］刘大椿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韬 副主编 

  

 

［正题名］潘汉年传 

［第一责任人］张云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潘汉年的传奇人生，内容包括：涉足人世、特科牛 小试、红都初

露锋芒、从莫斯科到宁沪杭、出入魔穴的特殊人物等。 

［知识责任］张云 著 

  

 

［正题名］在“我”与“世界”之间 



［副题名］语丝社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离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陈思和，丁帆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事关系为主线，论述了语丝社的产生、演变过程及其在现代文学史、

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语丝社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团体，本书是语

丝社研究的第一本专著。 

［主题词］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社会团体/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离 著 

［知识责任］陈思和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丁帆 丛书主编 

  

 

［正题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 

［副题名］文学研究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石曙萍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陈思和，丁帆主编 

［附注内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以论述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为重点，从刊物的发展过程、人事关系、编辑风

格、与社团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进行了全面

论述。 

［主题词］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社会团体/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石曙萍 著 

［知识责任］陈思和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丁帆 丛书主编 

  

 

［正题名］契约时代 

［副题名］中国社会关系现代化研究 

［并列题名］Contract age 

［副题名］a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留澜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史学、伦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

种学科的知识光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土地关系、资本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

文化形态的演变做了集中的关照，并对其中一些众说纷纭、见智见仁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

解读。 



［主题词］社会关系/现代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留澜 著 

  

 

［正题名］人文述林 

［书目卷册］第八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附注内容］本文集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审美文化研究”、

“外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汉语词汇研究”五个专题。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正题名］两朝帝师 

［副题名］翁同龢轶事遗闻 

［第一责任人］胡燮敏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以史学观审题，以文学笔法撰写了这位晚清政坛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全

书包括仕途、帝师、为人、维新、瓶庐、书画及收藏六章。 

［知识责任］胡燮敏 著 

  

 

［正题名］飞过天安门 

［副题名］寻访新中国 国大典受阅飞行人员 

［并列题名］Flying over tian'anmen Sguare: the Recrod of KMT Pilots'Upris round about the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P. R. C 

［第一责任人］萧邦振…[等]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这是国内第一本全面反映 国大典受阅飞行历史的纪实性作品。全书文笔朴实、

亲切，并配有 100 多幅历史照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萧邦振 著 

  

 

［正题名］紫禁城六百楹联匾额通解 

［第一责任人］李文君辑注 

［译者］林京，区大山图像采集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共辑录注解了紫禁城内楹联匾额 667 副，引证典籍 245 种，稽考作者 388

人，注释语词 2400 条。另外本书还附景山楹联匾额 15 附，并按宫殿格局来叙述，共分为



14 个区域（附景山区域）。 

［主题词］故宫/匾/鉴赏/北京市 

［主题词］对联/鉴赏/中国/清代 

［主题词］匾/鉴赏/中国/清代 

［主题词］故宫/简介 

［知识责任］李文君 辑注 

［次知识责任］林京 图像采集 

［次知识责任］区大山 图像采集 

  

 

［正题名］中國農學書錄 

［第一责任人］王毓瑚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农学遗产的整理具有 拓意义。本目录全面系统介绍了我国古农书

的源流、分类、著录、存佚及价值情况。是查检中国农书文献的必备工具书。 

［主题词］农学/专科目录/中国 

［知识责任］王毓瑚 编著 

  

 

［正题名］宋子文传 

［第一责任人］王松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宋子文的家世与教育、崭露头角、筹款理财、在九一八事变前后、

天有不测风云、四次辞职、参与联合国的组建、流亡异国等内容。 

［知识责任］王松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文學論集 

［第一责任人］関愛和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文章 20 余篇，包括《晚明至“五四”文学变动说略》、《嘉道之际的

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守望艺术的壁垒》、《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

中的新旧之争》等。 

［主题词］近代文学/文学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关爱和 著 

  

 

［正题名］贺龙全传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刘秉荣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贺龙这位 国元勋的正直无私、豪爽刚烈、真诚坦荡、平易近人的

性格特点，描述了元帅在建立革命武装过程中几起几落的磨难和建国后的贡献以及文革中的

经历等。 

［知识责任］刘秉荣 著 

  

 

［正题名］贺龙全传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刘秉荣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贺龙这位 国元勋的正直无私、豪爽刚烈、真诚坦荡、平易近人的

性格特点，描述了元帅在建立革命武装过程中几起几落的磨难和建国后的贡献以及文革中的

经历等。 

［知识责任］刘秉荣 著 

  

 

［正题名］贺龙全传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刘秉荣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贺龙这位 国元勋的正直无私、豪爽刚烈、真诚坦荡、平易近人的

性格特点，描述了元帅在建立革命武装过程中几起几落的磨难和建国后的贡献以及文革中的

经历等。 

［知识责任］刘秉荣 著 

  

 

［正题名］贺龙全传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刘秉荣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贺龙这位 国元勋的正直无私、豪爽刚烈、真诚坦荡、平易近人的

性格特点，描述了元帅在建立革命武装过程中几起几落的磨难和建国后的贡献以及文革中的

经历等。 

［知识责任］刘秉荣 著 

  

 

［正题名］爱国将领卫立煌 

［第一责任人］方知今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卫立煌（1887-1960）从孙中山卫队中普通一兵，当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三星上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官、陆军副总司令，在抗战中坚持与共产党

合作抗日。本书演绎了卫立煌一生传奇色彩、战功勋绩和人格魅力。 

［知识责任］方知今 著 

  

 

［正题名］祭坛 

［第一责任人］姚安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 段柄仁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祭坛的溯源，演变中的北京祭坛，北京祭坛的 放，中国传统建筑

理念，北京祭坛建筑等。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主题词］祭祀遗址/简介/北京市 

［知识责任］姚安 著 

［知识责任］段柄仁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监狱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文明 

［第一责任人］马志冰…[等]编 

［译者］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学研究中心，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从现代监狱人文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监狱建筑的历史文化、

中国历史上某个具体时代的狱制狱政管理、从罪犯、刑罚及现代监狱管理等角度，对中国监

狱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主题词］监狱/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马志冰 编 

［知识责任］王宏治 编 

［知识责任］姜晓敏 编 

［知识责任］高艳 编 

  

 

［正题名］旧墨二记 

［副题名］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 

［第一责任人］方继孝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他对前贤的熟悉，娓娓讲述了许多文化名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并

穿插学界文坛的众多掌故遗闻，文简义丰。书中还仿真影印了作者所购清末民初数十位学者

的墨迹近百件。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手迹/名人/中国/近代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方继孝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丛书］理论经济学卷 

［第一责任人］施岳群，袁恩桢，程恩富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

的发展与主要成就；二十世纪中国理论经济学重大论争以及中国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机

构、学术团体与学术刊物、中外学术交流与重要论著出版。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施岳群 主编 

［知识责任］袁恩桢 主编 

［知识责任］程恩富 主编 

  

 

［正题名］中琉歷史關係檔档案 

［副题名］顺治朝 康熙朝 雍正朝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邢永福总主编 

［译者］高换婷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所辑俱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关清代中琉关系方面的档案。为确保研

究者查阅方便，所收档案均做了内容提要，并予注明原辑录某编、某页及所属全宗及文种。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琉球/1644～1735 

［知识责任］邢永福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换婷 主编 

  

 

［正题名］中琉歷史關係檔档案 

［副题名］顺治朝 康熙朝 雍正朝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邢永福总主编 

［译者］高换婷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所辑俱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关清代中琉关系方面的档案。为确保研

究者查阅方便，所收档案均做了内容提要，并予注明原辑录某编、某页及所属全宗及文种。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琉球/1644～1735 

［知识责任］邢永福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换婷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 

［并列题名］Marx Shijie Lilun yu Dcng dai Qnanqiuhua 

［第一责任人］曹荣湘著 

［副题名］eng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中央编译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中央编译出版社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当代全球化的关系入手，系统深入地

阐述了世界历史概念的基本规定、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

世界历史发展的矛盾过程、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世界历史与人的发展、世界历史与共产主

义等一系列基本理论与基本实践问题。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 

［主题词］世界史/史学理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曹荣湘 著 

  

 

［正题名］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 

［副题名］1937-1945 

［第一责任人］雷国山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 1937～1945 年期间日本侵华决策问题。内容包括：“东亚新秩序论”

的提出及其实质、“东亚新秩序论”的改造与“大东亚共荣圈论”的登场、“大东亚共荣圈”

计划的 初实施、“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展 及其 终失败。 

［主题词］侵华/决策/研究/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雷国山 

  

 

［正题名］菲律宾华文报史稿 

［第一责任人］赵振祥…[等]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从 1888 年菲律宾第一份中文报纸《华报》出现写起，记述了一百多年来

华文报刊更迭的经过，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华文报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主题词］中文/报纸/新闻事业史/菲律宾/史料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菲律宾/史料 

［知识责任］赵振祥 著 

［知识责任］阎立峰 著 

［知识责任］蒋细定 著 

［知识责任］侯培水 著 

［知识责任］陈华岳 著 

  

 

［正题名］日本研究文集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季林根主编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收集了日本研究文章 45 篇，其中语言类 21 篇、文学类 6 篇、文化类

8 篇、经济类 6 篇、日语教学类 21 篇、社会类 2 篇。 

［知识责任］季林根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财政简史 

［第一责任人］曲绍宏，白丽健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的是从 1840 年到现阶段中国政府的经济活动，重点介绍中国近代和

现代的财政发展史，且简要介绍了公元前 2070 年到 1840 年的财政活动。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近代/教材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现代/教材 

［知识责任］曲绍宏 编著 

［知识责任］白丽健 编著 

  

 

［正题名］丑陋的日本人 

［副题名］日本文化的明与暗 

［第一责任人］马驿…[等]编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丑陋的日本人、日本精神、武士道、菊与 四部分。内容涉及日本人的

精神、文化、生活、社会等；以及日本民族、成长中的日本人、工作与力量等。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日本 

［主题词］文化/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马驿 编著 

  

 

［正题名］口述历史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王俊义，丁东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评议与思考”、“名流清史”、“逝者留声”、“长卷先赌”、“百姓沧桑”

五个栏目，《历史中“人”在哪里》、《周有光访谈录》、《赤安（三边）事变》、《跟随张闻天

在驻苏联使馆工作》、《西南联大琐忆》等十几篇文章。 

［主题词］口述历史学/丛刊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王俊义 主编 

［知识责任］丁东 主编 

  

 

［正题名］晚清词研究 

［第一责任人］莫立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湘潭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篇“晚清词坛概览”，主要从晚清词人数量态势、区域分布、社会

阶层、词社、词派概览、晚清词风流程描述五个方面叙述展示了晚清词坛的全貌；下篇“晚

清七家词论述”，既着重介绍了晚清词人的词学活动和词学思想，又特别评析其作品中所流

露出的思想情感和心绪以及独特的词风和艺术特色，他们在晚清词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地

位。 

［主题词］词（文学）/词曲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莫立民 著 

  

 

［正题名］萧山历史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志根主编 

［译者］杭州市萧山区历史学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萧山历史文化丛书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历史学会主编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萧山市/文集 

［知识责任］陈志根 主编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观察 

［第一责任人］（日）竹内实著 

［译者］程麻译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丛编题名］竹内实文集 第六卷 

［附注内容］本书按照 初发表的时间顺序，收录了竹内实跟踪与观察中国文化大革命全过



程的代表性文章，包括：《中国的文化革命意味着什么？》、《文化大革命和教育》、《中国文

化大革命和日本人》等。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研究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竹内实 著 

［次知识责任］程麻 译 

  

 

［正题名］中国商业通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吴慧主编 

［译者］吴慧，阎守诚，薛平拴，刘兰兮，夏秀瑞本卷撰稿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的商业历史，包括：隋唐的商业、唐代的商

业政策与商业思想、两宋的商业、宋代的商业政策与商业思想等内容。 

［主题词］商业史/中国/隋唐时代 

［主题词］商业史/中国/宋代 

［知识责任］吴慧 主编 

［知识责任］吴慧 本卷撰稿 

［知识责任］阎守诚 本卷撰稿 

［知识责任］薛平拴 本卷撰稿 

［知识责任］刘兰兮 本卷撰稿 

［知识责任］夏秀瑞 本卷撰稿 

  

 

［正题名］李叔同集 

［第一责任人］李叔同著 

［译者］郭长海，郭君兮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为目前所发现的李叔同出家之前的全部文字，截止时间为 1918 年出

家前后。按文章、诗词、歌词、书信、译著五部分编排，每篇均于篇末注明资料来源、发表

时间、署名等。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李叔同 著 

［次知识责任］郭长海 编 

［次知识责任］郭君兮 编 

  

 

［正题名］买办与上海金融近代化 

［第一责任人］易继苍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博士文库 历史学 

［附注内容］浙江省 2004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以上海金融近代化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买办与上海钱庄业，买办与在沪

外商银行，买办与近代在沪华商银行，买办与近代上海保险、证券、交易所等的关系，分析

了买办在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形成与完善过程中所起的历史性作用， 后得出结论：买办促进

了上海金融近代化。 

［主题词］买办资产阶级/关系/金融事业/上海市/近代 

［主题词］买办资产阶级/作用/金融事业/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易继苍 著 

  

 

［正题名］独行中国 

［副题名］一九三三年的中国之行 

［第一责任人］（英）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著 

［译者］侯萍，宋苏晨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 张子清主编 

［附注内容］本游记是作者 1933 在中国旅行的七个月里记录的 20 世纪 30 年代整个中国的

政治、军事、战争的形势。 

［主题词］游记/中国/1933 

［主题词］游记/英国/现代 

［知识责任］弗莱明 著 

［知识责任］张子清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侯萍 译 

［次知识责任］宋苏晨 译 

  

 

［正题名］清实录类纂 

［丛书］科學技術卷 

［第一责任人］朱祖延，郭康松主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两个方面，共设天文历法、算数测量、方与地质、

生物医药、农牧蚕桑、采矿冶铸、工业制造、土木建筑、邮电通讯等十个类目。 

［主题词］清代/历史/史料 

［主题词］技术史/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朱祖延 主编 

［知识责任］郭康松 主编 

  

 

［正题名］长征女红军谢飞 

［第一责任人］桑金兰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详述了长征女红军谢飞跌宕曲折的革命生涯。包括中华革命根基、走完长

征路、保护少奇同志、铁军东进等内容。 

［主题词］妇女/法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桑金兰 著 

  

 

［正题名］祭三皇五帝… 

［副题名］北京历代帝王庙 

［第一责任人］北京历代帝王庙保护利用促进会，北京历代帝王庙管理处编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的中国 20 个皇帝，涵盖了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等历代一些有作为

的帝王。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祭祀三皇五帝、历代各民族杰出帝王和功臣名将的皇家庙宇。 

［主题词］帝王/简介/中国 

［主题词］寺庙/简介/北京市 

  

 

［正题名］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6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进程研究的基本构想、近代

港口贸易和区域经济变迁、华南地区的港口及其腹地等。 

［主题词］港口腹地/经济关系/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经济发展/港湾城市/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港口/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城市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近代 

  

 

［正题名］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一责任人］任凤霞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丛编题名］百年文化中国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张伯驹的生平事迹以及他的酷爱中华艺术的精神。包括“少年俊才 

风华飘逸”、“行年弱冠 羁寓军旅”等 36 章。 

［知识责任］任凤霞 著 

  

 

［正题名］精神历程 

［副题名］36 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 

［第一责任人］何怀宏…[等]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学者/回忆录/中国/现代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何怀宏 著 

［知识责任］徐友渔 著 

［知识责任］李银河 著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正题名］顾维钧外交演讲集 

［并列题名］Wellington Koo's diplomatic speeches 

［副题名］[英汉对照] 

［第一责任人］顾维钧著 

［译者］金光耀，马建标选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顾维钧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 重要的外交家。本书收录的是其在漫长的外交

生涯中所作的一小部分英语演讲稿，包括有《巴黎和会上的发言》、《中国目前的局势》、《日

本侵略与国联》、《日本侵华与中国危难》等二十五篇，从中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在当时的

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主题词］中国对外政策/1919～1947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19～1947 

［主题词］中国对外政策 

［知识责任］顾维钧 著 

［次知识责任］金光耀 选编 

［次知识责任］马建标 选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附注内容］本书前身是《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时间段为 1919.5-1981.6，于 1981 年 10 月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82 年编者对全书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和修订，时间下限

延至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增补为 26 万字，于 1987 年 4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公 发

行）。1989 年 6 月又续编了中共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的史料，增补 5 万字，并将书名改为《中

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90.12）》，由人民出版社再版。1991 年 4 月，又对全书作了

适当的补充和修改，增编了中共十三大以后至十三 届七中全会的大事记，增编至 33 万字。

此次又将时间段延至 2005 年 12 月，全书增补至 46 万字。 

  

 

［正题名］金城银行 

［副题名］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永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广东商学院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充分利用现有资料，采用实证、计量、比较等方法，纵横结合，对 1917

年成立于天津的金城银行予以深入系统的研究。 

［主题词］私营经济/银行/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永祥 著 

  

 

［正题名］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1927-1934） 

［副题名］文献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姚金果，陈胜华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收集了 1927 年至 1934 年间，联共(布)、共产国际有关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驻

华代表，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会议决议、指示、报告、书信、文章等与朱毛红军有关的内容。 

［知识责任］姚金果 编著 

［知识责任］陈胜华 编著 

  

 

［正题名］品读红色家书 

［第一责任人］吴青岩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重温家书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了百余封红色家书，时间涵盖了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写作者从自已独特的视角，向亲人诉说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的历史事件。 

［主题词］革命烈士/书信集/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革命传统教育/中国 

［知识责任］吴青岩 主编 

  

 

［正题名］马英九传 

［第一责任人］范永红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马英九的青少年时代、马英就的情感历程、步入政坛青云直上、台湾

政坛的蓝绿对阵、台北市长任内、2004 年的台湾“大选”等共十章内容。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台湾省 

［知识责任］马英九 著 

  



 

［正题名］村民自治史 

［第一责任人］罗平汉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农村变迁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总结上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 展的一系列农村变革运

动。引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让历史“说话”，客观再现中国当代农村变迁过程。 

［主题词］农村/群众自治/历史/中国/1949- 

［主题词］群众自治/农村/中国/1949- 

［知识责任］罗平汉 著 

  

 

［正题名］新政革命与日本 

［副题名］中国，1898-1912 

［并列题名］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hina,1898-1912 

［第一责任人］〔美〕任达著 

［译者］李仲贤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98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初版。这次再版的中文版不仅是英文原著

的译文，而且也对原著作了修订，所以可称之为“修订中文版”。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经过多年研究，以中日文化关系为切入点，对 1891-1912 年这一时期

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语汇以及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制等作了细致源流考证和

“组织移植”的对比研究。这对我们近代中国风云变化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的未来向度，

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题词］文化史/日本、中国 

［主题词］近代史/对比研究/中国/日本/1898-1912 

［知识责任］任达 著 

［知识责任］Reynolds 著 

［次知识责任］李仲贤 译 

［次知识责任］刘东 丛书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 

［第一责任人］李伟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毛泽东改造中国的活动极其丰富而深厚。他是怎样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运用了什么方法、手段，回答和解决了什么问题，是本书讨论的内容。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研究 

［主题词］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李伟 著 



  

 

［正题名］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第一责任人］（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 

［译者］杨豫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附注内容］书后附英文参考文献：第 274-363 页 

［附注内容］据 Mouton Pubishets1978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全书共分七章，对二战后、尤其是 50 年代中

叶以来世界各国历史研究地主流和新趋势作了系统、全面、详细的阐述和分析。本书取材广

博，评论公允，被欧美大学列为史学史研究的必读参考书。 

［主题词］史学史/世界 

［知识责任］巴勒克拉夫 著 

［次知识责任］杨豫 译 

  

 

［正题名］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 

［第一责任人］李育民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事论丛 

［附注内容］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从不平等条约的角度阐释中外关系，除了从

总体论述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之外，还分别阐述了领事裁判权、 惠国待遇、通商口岸、传

教等特权制度；二是论述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李育民 著 

  

 

［正题名］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理论设计及其运作 

［第一责任人］赵金康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南京政府的法制理论来源及南京政府立法院领导人的法律思想、来

自社会、人权派、汪精卫扩大会议派的制宪诉求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制定，考察

了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 高法院的司法审判。 

［主题词］法制 

［知识责任］赵金康 著 

  

 



［正题名］儿时“民国” 

［第一责任人］胡伯威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作者 1935 年生于南京。195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期间被错划为“右

派”。“摘帽”后在武汉从事天气预报和气象研究工作。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儿时生活中亲人的

真实记录，为我们展现了民国的历史与社会生活场景。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伯威 著 

  

 

［正题名］放眼看长征 

［第一责任人］叶心瑜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毛泽东等看长征、外国人眼中的长征、毛泽东赋闲、历史的转折、

红军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团结为重，胜利会师等内容。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叶心瑜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丛书］1950 年卷 

［第一责任人］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正编由纲文、目文、文献和附录、注释、图片五个部分组成，内容涉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民族、社会、人口、宗教、疆域、地

理、区划、灾害、气候、生态、资源、军事、国防、外交、对外联系和国际反应等方面。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50/编年体 

  

 

［正题名］中国现代化思想史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程美东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本书以现代化为视角，系统、全面的梳理了 1840-1949 年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先

进的社会思潮的发展线索，详细的分析了这些社会思潮发展的历史成因和社会价值。 

［主题词］现代化/思想史/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程美东 主编 

  

 



［正题名］我与交大 

［第一责任人］张其坤，高学民主编 

［出版者］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是交大人写自己在交大学习与生活经历，时间跨度从建校初期至今，记叙

了交大的百年沧桑，分为校史留踪、雪泥鸿爪、师情难忘等六部分内容。 

［主题词］校史 

［知识责任］张其坤 主编 

［知识责任］高学民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音乐史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余甲方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华民国成立分前后两段，包括传统音乐和新兴音乐的历史发展两部分，

以传统的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五大类民间音乐表演艺术为基础，选择这一时期的

部分音乐品种、民间乐人为例阐述。 

［主题词］音乐史/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余甲方 著 

  

 

［正题名］中国长城史 

［第一责任人］景爱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长城及其起源诸说、长城群体始建时期——战国、长城整体改

造时期——秦汉、长城整体维护时期——明清等。 

［主题词］长城/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景爱 著 

  

 

［正题名］台灣史研究 

［副题名］回顧與探索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著 

［译者］林彩美主編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1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文集 

［知识责任］戴国煇 著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主编 

  

 

［正题名］台灣總體相 

［副题名］住民·歷史·心性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著 

［译者］魏廷朝译; 林彩美主編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2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文集 

［知识责任］戴国煇 著 

［次知识责任］魏廷朝 译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主编 

  

 

［正题名］愛憎二·二八 

［副题名］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著 

［译者］葉芸芸译; 林彩美主編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3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文集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灣 

［知识责任］戴国煇 著 

［次知识责任］葉芸芸 译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主编 

  

 

［正题名］台灣結與中國結 

［副题名］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著 

［译者］林彩美主編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4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文集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戴国煇 著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主编 

  

 

［正题名］台灣史研究集外集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著 

［译者］林彩美主編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5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文集 

［知识责任］戴国煇 著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主编 

  

 

［正题名］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 

［副题名］「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7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00 年由南天书局出版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文集 

［知识责任］戴国煇 著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主编 

  

 

［正题名］台灣史探微 

［副题名］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著 

［译者］林彩美主編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6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文集 

［知识责任］戴国煇 著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主编 

  

 

［正题名］台灣史對話錄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著 

［译者］林彩美主編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8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文集 

［知识责任］戴国煇 著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主编 

  



 

［正题名］愛憎李登輝 

［副题名］戴國煇與王作榮對話錄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王作榮口述 

［译者］夏珍記錄整理，林彩美主編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8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文集 

［知识责任］戴国煇 口述 

［知识责任］王作荣 口述 

［次知识责任］夏珍 记录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主编 

  

 

［正题名］臺灣霧社蜂起事件 

［副题名］研究与资料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编 

［译者］魏廷朝译; 林彩美主编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8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文集 

［主题词］高山族/抗日斗争/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戴国煇 编 

［知识责任］魏廷朝 译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主编 

  

 

［正题名］臺灣霧社蜂起事件 

［副题名］研究与资料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编 

［译者］魏廷朝译; 林彩美主编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8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湾/文集 

［主题词］高山族/抗日斗争/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戴国煇 编 

［知识责任］魏廷朝 译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主编 

  



 

［正题名］戴國煇這個人 

［副题名］含生平事記與著作目錄 

［书目卷册］12 

［丛书］附册 

［第一责任人］林彩美等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戴國煇文集 12 

［主题词］历史学家/评传/中国/现代 

［次知识责任］林彩美 著 

  

 

［正题名］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第一册 

［副题名］雍正元年至乾隆五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清代 

  

 

［正题名］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册 

［副题名］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清代 

  

 

［正题名］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第三册 

［副题名］乾隆五十四年至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清代 

  

 

［正题名］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第四册 

［副题名］嘉庆元年至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清代 

  

 

［正题名］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第五册 

［副题名］嘉庆十二年至二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清代 

  

 

［正题名］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第六册 

［副题名］道光元年至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清代 

  

 

［正题名］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第七册 

［副题名］道光二十一年至咸豐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清代 

  

 

［正题名］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第八册 

［副题名］同治元年至光緒二年 

［第一责任人］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清代 

  

 

［正题名］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 

［书目卷册］第九册 

［副题名］光緒三年至四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集成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清代 

  

 

［正题名］清代楊州學術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楊晉龍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2005.4] 

［丛编题名］經學研究叢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杨晋龙 主编 

  

 

［正题名］清代楊州學術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楊晉龍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2005.4] 

［丛编题名］經學研究叢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杨晋龙 主编 

  

 

［正题名］海峽時評 

［副题名］“日本精神在台灣”批判 

［第一责任人］李壽林著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寿林 著 

  

 



［正题名］蔣渭水傳 

［副题名］臺灣的孫中山 

［第一责任人］黄煌雄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社会活动家/生平事迹/台湾 

［知识责任］黄煌雄 著 

  

 

［正题名］嘉南大圳之父 

［副题名］八田與一傳 

［第一责任人］古川勝三著 

［译者］陳榮周譯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主题词］工程技术人员/传记/日本/近代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日据时期（1895-1945） 

［知识责任］古川胜三 著 

［次知识责任］陈荣周 譯 

  

 

［正题名］重新發現馬偕傳 

［并列题名］Rediscovering the Biographies of Dr. G. L. MacKay of Formosa 

［第一责任人］陳俊宏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传教士/基督教徒/传记/加拿大/台湾/近代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国/西方国家/近代 

［知识责任］陈俊宏 著 

  

 

［正题名］世變與維新 

［副题名］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 

［第一责任人］胡曉真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一月[2001.11] 

［丛编题名］中國文哲專刊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明代/文集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胡晓真 主编 

  

 

［正题名］海上说情慾 

［副题名］從張資平到劉呐鷗 



［第一责任人］彭小妍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一月[2001.1] 

［丛编题名］中國文哲專刊 

［主题词］小说/女性/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彭小妍 著 

  

 

［正题名］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 

［第一责任人］楊翠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十月[1991.10]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65 

［主题词］庚子赔款/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研究/文化交流/中国/美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翠华 著 

  

 

［正题名］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 

［第一责任人］亓冰峰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九年六月[1980.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19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亓冰峰 著 

  

 

［正题名］郭嵩燾先生年譜 

［副题名］補正及補遺 

［第一责任人］陸寳千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九年六月[1980.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89 

［知识责任］陆宝千 著 

  

 

［正题名］台灣民衆抗日史 

［第一责任人］安然著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50 

［主题词］抗日斗争/地方史/台湾/日据时期（1895-1945） 

［知识责任］安然 著 



  

 

［正题名］殖民地台湾 

［副题名］左翼政治運動史論 

［并列题名］Colonial Taiwan: 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leftist political movement, 1920-1931 

［第一责任人］陈芳明著 

［出版者］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社会运动/中国/台湾/近代 

［主题词］政治运动/台湾/近代 

［主题词］政治组织/概况/台湾/近代 

［主题词］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陈芳明 著 

  

 

［正题名］福爾摩莎素描 

［副题名］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 

［第一责任人］（英）William Campbell 著 

［译者］許雅琦，陳珮馨译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甘为霖 著 

［知识责任］Campbell 

［次知识责任］许雅琦 译 

［次知识责任］陈珮馨 译 

  

 

［正题名］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 

［副题名］1928-1932 

［第一责任人］盧修一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台湾/1928-1932 

［主题词］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卢修一 著 

  

 

［正题名］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謝重光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一月[1994.11] 

［丛编题名］文史哲學集成 324 

［主题词］地方史/漳州/福建 



［知识责任］谢重光 著 

  

 

［正题名］國史新論 

［第一责任人］鄧啓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囯八十二年十月[1993.10] 

［丛编题名］文史哲學集成 326 

［主题词］史评/中国 

［知识责任］邓启 著 

  

 

［正题名］《台灣先鋒》 

［副题名］合订本 

［书目卷册］上 

［丛书］第一期～第五期 

［第一责任人］嚴秀峰编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39 

［主题词］期刊/汇编/中国/抗战时期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台湾 

［知识责任］严秀峰 编 

  

 

［正题名］《台灣先鋒》 

［副题名］合订本 

［书目卷册］下 

［丛书］第六期～第十期 

［第一责任人］嚴秀峰编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40 

［主题词］期刊/汇编/中国/抗战时期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台湾 

［知识责任］严秀峰 编 

  

 

［正题名］徐復觀家書集 

［书目卷册］一九六三～八一 

［第一责任人］[徐復觀]著 

［译者］黎漢基，曹永洋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月[2001.10] 



［丛编题名］中國文哲專刊 23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黎汉基 编 

［次知识责任］曹永洋 编 

  

 

［正题名］徐復觀雑杂文補編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思想文化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徐復觀]著 

［译者］黎漢基，曹永洋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中國文哲專刊 21 

［主题词］杂文/思想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黎汉基 编 

［次知识责任］曹永洋 编 

  

 

［正题名］徐復觀雑杂文補編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思想文化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徐復觀]著 

［译者］黎漢基，曹永洋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中國文哲專刊 21 

［主题词］杂文/思想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黎汉基 编 

［次知识责任］曹永洋 编 

  

 

［正题名］徐復觀雑杂文補編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國際政治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徐復觀]著 

［译者］黎漢基，曹永洋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中國文哲專刊 21 

［主题词］杂文/国际政治/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黎汉基 编 

［次知识责任］曹永洋 编 

  

 

［正题名］徐復觀雑杂文補編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國際政治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徐復觀]著 

［译者］黎漢基，曹永洋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中國文哲專刊 21 

［主题词］杂文/国际政治/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黎汉基 编 

［次知识责任］曹永洋 编 

  

 

［正题名］徐復觀雑杂文補編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兩岸三地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徐復觀]著 

［译者］黎漢基，曹永洋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中國文哲專刊 21 

［主题词］杂文/国际政治/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黎汉基 编 

［次知识责任］曹永洋 编 

  

 

［正题名］徐復觀雑杂文補編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兩岸三地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徐復觀]著 

［译者］黎漢基，曹永洋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中國文哲專刊 21 

［主题词］杂文/国际政治/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黎汉基 编 

［次知识责任］曹永洋 编 

  

 

［正题名］清代檔案中的海難史料目錄 

［丛书］涉外篇 

［第一责任人］劉序楓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十二月[2004.12] 

［主题词］海难/灾害/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刘序枫 编 

  

 

［正题名］明延平王三世 

［第一责任人］黄玉齋著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44 黄玉齋文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南明 

［知识责任］黄玉斋 著 

  

 

［正题名］明鄭與南明 

［第一责任人］黄玉齋著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45 黄玉齋文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南明 

［知识责任］黄玉斋 著 

  

 

［正题名］歷史視野中的兩岸關係(1895-1945) 

［第一责任人］賴澤涵, 朱德蘭主编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日据时期 

［知识责任］赖泽涵 主编 

［知识责任］朱德兰 主编 

  

 



［正题名］日本帝國在台灣 

［副题名］日本經略台灣的策謀剖析 

［第一责任人］羅吉甫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4.10 

［主题词］殖民统治/日本/台湾 

  

 

［正题名］同治事典 

［第一责任人］劉耿生编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清史事典 陳捷先主编 10 

［知识责任］刘耿生 编著 

［次知识责任］陈捷先 主编 

  

 

［正题名］光緒事典 

［第一责任人］劉耿生编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清史事典 陳捷先主编 11 

［知识责任］刘耿生 编著 

［次知识责任］陈捷先 主编 

  

 

［正题名］康熙福建通志臺灣府 

［第一责任人］金鋐主修 

［第一责任人］蔣毓英纂修 

［译者］黃美娥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1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金鋐 主修 

［知识责任］蒋毓英 纂修 

［次知识责任］黄美娥 点校 

  

 

［正题名］臺灣府志 

［第一责任人］高拱乾纂修 

［译者］周元文增修; 張光前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4.11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2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高拱乾 纂修 

［知识责任］周元文 增修 

［次知识责任］张光前 点校 

  

 

［正题名］諸羅縣志 

［第一责任人］周鐘瑄主修 

［译者］詹雅能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3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周钟瑄 主修 

［次知识责任］詹雅能 点校 

  

 

［正题名］臺灣縣志 

［第一责任人］王禮主修 

［译者］王志楣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4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王礼 主修 

［次知识责任］王志楣 点校 

  

 

［正题名］鳳山縣志 

［第一责任人］李丕煜主修 

［译者］詹雅能點校 

［第一责任人］尹士俍纂修 

［译者］洪燕梅點校 

［第一责任人］周于仁，胡格纂輯 

［译者］張光前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5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李丕煜 主修 

［知识责任］尹士俍 纂修 

［知识责任］周于仁 纂輯 



［知识责任］胡格 纂輯 

［次知识责任］洪燕梅 点校 

［次知识责任］张光前 点校 

［次知识责任］詹雅能 点校 

  

 

［正题名］重修福建通志臺灣府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劉良璧主修 

［译者］楊木杉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6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刘良璧 主修 

［知识责任］杨木杉 纂修 

  

 

［正题名］重修福建通志臺灣府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劉良璧主修 

［译者］楊木杉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7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刘良璧 主修 

［知识责任］杨木杉 纂修 

  

 

［正题名］重修臺灣府志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六十七，范咸纂輯 

［译者］陳偉智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8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六十七 纂辑 

［知识责任］范咸 纂辑 

［次知识责任］陈伟智 点校 

  



 

［正题名］重修臺灣府志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六十七，范咸纂輯 

［译者］陳偉智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9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六十七 纂辑 

［知识责任］范咸 纂辑 

［次知识责任］陈伟智 点校 

  

 

［正题名］重修臺灣縣志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必昌总辑 

［译者］王志楣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10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王必昌 总辑 

［次知识责任］王志楣 点校 

  

 

［正题名］重修臺灣縣志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必昌总辑 

［译者］王志楣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6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11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王必昌 总辑 

［次知识责任］王志楣 点校 

  

 

［正题名］澎湖紀略 

［第一责任人］胡建偉纂輯 

［译者］張光前點校;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12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胡建伟 纂辑 

［次知识责任］张光前 点校 

  

 

［正题名］中国电影研究书目提要 

［并列题名］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for Chinese film Studies 

［第一责任人］程健著 

［出版者］香港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1930-1949/书目 

［知识责任］程健 著 

  

 

［正题名］胡績偉自選集 

［书目卷册］1 

［丛书］我与胡喬木的十年論辯 

［第一责任人］[胡績偉]著 

［译者］狄沙主編 

［出版者］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知识责任］胡绩伟 著 

［次知识责任］狄沙 主编 

  

 

［正题名］胡績偉自選集 

［书目卷册］2 

［丛书］辦一張人民喜愛的報紙 

［第一责任人］[胡績偉]著 

［译者］狄沙主編 

［出版者］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知识责任］胡绩伟 著 

［次知识责任］狄沙 主编 

  

 

［正题名］胡績偉自選集 

［书目卷册］3 

［丛书］報人生涯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胡績偉]著 

［译者］狄沙主編 

［出版者］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知识责任］胡绩伟 著 



［次知识责任］狄沙 主编 

  

 

［正题名］胡績偉自選集 

［书目卷册］4 

［丛书］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 

［第一责任人］[胡績偉]著 

［译者］狄沙主編 

［出版者］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知识责任］胡绩伟 著 

［次知识责任］狄沙 主编 

  

 

［正题名］胡績偉自選集 

［书目卷册］5 

［丛书］論社會主義民主 

［第一责任人］[胡績偉]著 

［译者］狄沙主編 

［出版者］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知识责任］胡绩伟 著 

［次知识责任］狄沙 主编 

  

 

［正题名］胡績偉自選集 

［书目卷册］6 

［丛书］寶塔山上的徘徊 

［第一责任人］[胡績偉]著 

［译者］狄沙主編 

［出版者］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知识责任］胡绩伟 著 

［次知识责任］狄沙 主编 

  

 

［正题名］胡績偉自選集 

［书目卷册］7 

［丛书］潺潺集 

［第一责任人］[胡績偉]著 

［译者］狄沙主編 

［出版者］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知识责任］胡绩伟 著 



［次知识责任］狄沙 主编 

  

 

［正题名］胡績偉自述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一九一六～一九五二) 

［第一责任人］胡績偉著 

［出版者］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 

［知识责任］胡績偉 著 

  

 

［正题名］胡績偉自述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一九五三～一九七六) 

［第一责任人］胡績偉著 

［出版者］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 

［知识责任］胡績偉 著 

  

 

［正题名］胡績偉自述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一九七七～一九八三) 

［第一责任人］胡績偉著 

［出版者］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 

［知识责任］胡績偉 著 

  

 

［正题名］胡績偉自述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一九八四～二零零五) 

［第一责任人］胡績偉著 

［出版者］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 

［知识责任］胡績偉 著 

  

 

［正题名］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 



［第一责任人］李國祁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小組編 

［出版者］唐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文集 

［次知识责任］朱鸿 作 

［次知识责任］林丽月 作 

［次知识责任］黄克武 作 

［次知识责任］金泽中 作 

［次知识责任］吕方上 作 

［次知识责任］林满红 作 

［次知识责任］全寅永 作 

［次知识责任］李和乘 作 

［次知识责任］吴志铿 作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作 

［次知识责任］林建发 作 

［次知识责任］谢国兴 作 

［次知识责任］陈君恺 作 

  

 

［正题名］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 

［第一责任人］張啟雄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亚太研究计划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2002.12] 

［主题词］国际关系/研究/东北亚/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启胸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德海 作 

［次知识责任］李明 作 

［次知识责任］何思慎 作 

［次知识责任］李登科 作 

［次知识责任］石井明 作 

［次知识责任］加藤淳子 作 

［次知识责任］木宫正史 作 

［次知识责任］酒井哲哉 作 

［次知识责任］和田春树 作 

  

 

［正题名］知識社會史 

［副题名］從古滕堡到狄德羅 

［并列题名］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renberg to Diderot 

［第一责任人］（英）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 

［译者］賈士蘅译 

［出版者］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歷史與文化叢書 盧建榮主编 23 



［主题词］文化/社会史/西欧/近代 

［主题词］印刷史/西欧/近代 

［知识责任］柏克 著 

［知识责任］Burke 著 

［次知识责任］贾士蘅 译 

［次知识责任］卢建荣 主编 

  

 

［正题名］生命史學 

［副题名］從醫療看中國歷史 

［第一责任人］李建民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2005.7 

［丛编题名］歷史新視界 

［主题词］中医学/医学史/中国 

［主题词］中药学/医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建民 著 

  

 

［正题名］歷史、身體、國家 

［副题名］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第一责任人］黃金鳞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社会发展/社会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黄金鳞 著 

  

 

［正题名］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 

［副题名］日治台灣醫學史 

［第一责任人］范燕秋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三月[2005.3] 

［丛编题名］台灣文化系列 32 

［主题词］卫生/医学史/台湾/1897-1945 

［主题词］殖民统治/地方史/日本/台湾/中国 

［知识责任］范燕秋 著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從戒嚴到解嚴 

［第一责任人］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2000]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薛月顺 主编 

［知识责任］曾品沧 主编 

［知识责任］许瑞浩 主编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組黨運動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陳世宏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七月[2002.7]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政治组织/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周琇环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世宏 主编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三 

［丛书］從黨外助選團到黨外總部 

［第一责任人］陳世宏，張建隆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五年十二月[2006.12]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政治组织/选举/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陈世宏 主编 

［知识责任］张建隆 主编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國會改造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程玉鳳，李福鐘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一月[2001.11]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议会/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程玉凤 主编 

［知识责任］李福钟 主编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地方自治與選舉 

［第一责任人］歐素瑛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行政/地方自治/台湾/现代 

［主题词］选举/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欧素瑛 主编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六 

［丛书］國會改造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程玉鳳，李福鐘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一月[2002.1]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议会/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程玉凤 主编 

［知识责任］李福钟 主编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七 

［丛书］新聞自由 

［书目卷册］(一九四五～一九六○) 

［第一责任人］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2002.12]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新闻自由/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杨秀菁 主编 

［知识责任］薛化元 主编 

［知识责任］李福钟 主编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八 

［丛书］新聞自由 

［丛书］(一九六一～一九八七) 

［第一责任人］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2002.12]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新闻自由/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杨秀菁 主编 

［知识责任］薛化元 主编 

［知识责任］李福钟 主编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九 

［丛书］言論自由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薛化元，楊秀菁，林果顯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五月[2004.5]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新闻自由/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薛化元 主编 

［知识责任］杨秀菁 主编 

［知识责任］林果显 主编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言論自由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薛化元，楊秀菁，林果顯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五月[2004.5]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新闻自由/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薛化元 主编 

［知识责任］杨秀菁 主编 

［知识责任］林果显 主编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十一 

［丛书］言論自由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薛化元，楊秀菁，林果顯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五月[2004.5]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新闻自由/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薛化元 主编 

［知识责任］杨秀菁 主编 

［知识责任］林果显 主编 

  

 

［正题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十二 

［丛书］言論自由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薛化元，楊秀菁，林果顯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三年五月[2004.5]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史/台湾/现代 

［主题词］新闻自由/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薛化元 主编 

［知识责任］杨秀菁 主编 

［知识责任］林果显 主编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林语堂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作家/评论/中国/近代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钱钟书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文学家/评论/中国/近代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吴宓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文学家/评论/中国/近代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鲁迅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文学家/评论/中国/近代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周作人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文学家/评论/中国/近代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胡适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文学家/评论/中国/近代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郭沫若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冯友兰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哲学家/评论/中国/近代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周扬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陈独秀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梁实秋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正题名］现代历史名人新评价 

［丛书］陈寅恪卷 

［第一责任人］《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编辑部选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史学家/评论/中国/近代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一辑 

［丛书］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三辑 

［丛书］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学/日本/1932-1934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四辑 

［丛书］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五辑 

［丛书］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六辑 

［丛书］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六辑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学/日本/1932-1934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七辑 

［丛书］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哲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八辑 

［丛书］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主题词］社会科学/哲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九辑 

［丛书］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哲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十辑 



［丛书］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哲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十一辑 

［丛书］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哲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事业计划与国民政府 

［副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伟保撰 

［出版者］天工书局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新亚研究所丛刊 第 54 种 

［主题词］经济政策/评论/台湾/民国时期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伟保 著 

  

 

［正题名］张学良逸闻趣事 

［第一责任人］赵高山编 

［出版者］天工书局 

［出版日期］1995.9 

［知识责任］赵高山 著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十二辑 

［丛书］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六辑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哲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十三辑 

［丛书］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八辑 

［书目卷册］第九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哲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十四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丛书］哲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十辑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哲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十五辑 

［丛书］政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十六辑 

［丛书］政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十七辑 

［丛书］政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法律·政治篇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十八辑 

［丛书］政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经济篇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附注内容］该套书的内容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主题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日本/1932-1934/论文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十九辑 



［丛书］政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四辑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法律政治篇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经济篇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日本/1932-1943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辑 

［丛书］政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法律政治篇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经济篇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日本/1932-1943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一辑 

［丛书］政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六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日本/1932-1943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二辑 



［丛书］政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七辑 

［丛书］公法篇 

［丛书］经济篇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日本/1932-1943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辑 

［丛书］政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八辑 

［丛书］私法篇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日本/1932-1943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四辑 

［丛书］政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九辑 

［丛书］公法·政治篇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日本/1932-1943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五辑 

［丛书］文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学/日本/1932-1934 

［知识责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 编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六辑 

［丛书］文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学/日本/1932-1934 

［知识责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 编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七辑 

［丛书］文学科研究年报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学/日本/1932-1934 

［知识责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 编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八辑 

［丛书］文学科研究年报 

［丛书］言语と文学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学/日本/1932-1934 

［知识责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 编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九辑 

［丛书］文学科研究年报 

［丛书］言语と文学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学/日本/1932-1934 

［知识责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 编 

  

 

［正题名］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 

［书目卷册］第三十辑 

［丛书］文学科研究年报 

［丛书］言语と文学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编 

［出版者］东方文化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丛编题名］影印期刊五十種 第廿種 娄子匡编纂 

［附注内容］该套书由日文组成,转入三楼书库典藏。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学/日本/1932-1934 

［知识责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学部 编 

  

 

［正题名］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林慶彰编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儒学/思想史/中国/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林庆彰 编 

［次知识责任］吴德功 作 

［次知识责任］洪弃生 作 

［次知识责任］胡南溟 作 

［次知识责任］章太炎 作 



［次知识责任］连横 作 

［次知识责任］张纯甫 作 

［次知识责任］周定山 作 

［次知识责任］林履信 作 

［次知识责任］郭明昆 作 

［次知识责任］张深切 作 

  

 

［正题名］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林慶彰编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儒学/思想史/中国/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林庆彰 编 

［次知识责任］廖文奎 作 

［次知识责任］黄得时 作 

［次知识责任］江文也 作 

  

 

［正题名］庆祝蒋慰堂先生七十荣庆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国立中央图书馆庆祝蒋慰堂先生七十荣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7 年[1968.11] 

［主题词］中央图书馆/回忆录/台湾/现代 

  

 

［正题名］庄子道化的人生哲学 

［第一责任人］吳順令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5 

［丛编题名］中国哲学丛刊 

［知识责任］吴仁厚 著 

［知识责任］吴順令 著 

  

 

［正题名］儒学革命论 

［副题名］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 

［第一责任人］林安梧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林安梧 著 

  



 

［正题名］致廷光书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译者］谢方回编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1990.6] 

［丛编题名］唐君毅全集 卷二十五 

［主题词］哲学家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次知识责任］谢方回 编 

  

 

［正题名］战后台北的上海记忆与上海经验 

［第一责任人］许秦蓁著 

［出版者］大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丛编题名］青年学术丛刊 

［主题词］社会生活/经验/台北 

［主题词］社会生活/经验/上海 

［主题词］中国文学/评论/现代 

［知识责任］许秦蓁 著 

  

 

［正题名］高行健郁达夫王韬论 

［第一责任人］王晋光著 

［出版者］鹭达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文学家/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晋光 著 

  

 

［正题名］上海县圣堂道院及其太平公醮考察记实 

［第一责任人］朱建明著 

［出版者］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民俗曲艺丛书 

［主题词］道教/考察/上海 

［知识责任］朱建明 著 

  

 

［正题名］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胡春惠，张哲郎编 

［出版者］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3 



［知识责任］胡春惠 

［知识责任］张哲郎 编 

  

 

［正题名］俘虏痛史 

［并列题名］Betrayal in High Places 

［副题名］美国人出卖盟友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James Mackay 著 

［译者］何林榮译 

［译者］傅曾仁校 

［出版者］金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国际视野丛书 16 

［主题词］战俘/虐待/回忆录/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 

［知识责任］何林荣 译 

［知识责任］Mackay 著 

  

 

［正题名］东亚的民本思想与近代化 

［副题名］以梁啓超的国会关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李曉東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东北亚区域研究 演讲系列 5 

［主题词］思想史/亚洲/近代 

［知识责任］李晓东 著 

  

 

［正题名］五十年来的华侨与侨务 

［第一责任人］李樸生著 

［出版者］华侨协会总会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1997.4] 

［丛编题名］华侨问题研究丛书 张希哲主编 之一 

［知识责任］李朴生 著 

［知识责任］张希哲 主编 

  

 

［正题名］美国华侨史略与美国华侨社会之发展 

［第一责任人］孙甄陶,张希哲著 

［出版者］华侨协会总会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1997] 

［丛编题名］华侨问题研究丛书 之四 

［主题词］华侨社会/历史/美国 

［知识责任］张希哲 著 



［知识责任］孙甄陶 著 

  

 

［正题名］华侨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华侨协会总会华侨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华侨协会总会 

［出版日期］1990 

［主题词］华侨/文化 

［主题词］华侨/社团 

  

 

［正题名］大溪地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严少祺著 

［出版者］中正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1989]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主题词］华侨/概况/世界 

  

 

［正题名］近代中日关系研究论集 

［并列题名］Collected Articles on Moder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第一责任人］彭泽周著 

［出版者］艺文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7 年[1978.10] 

［主题词］对外关系/中国/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彭泽周 著 

  

 

［正题名］墨西哥、瓜地馬拉華僑概况 

［第一责任人］伍根华著 

［出版者］中正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1988]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知识责任］伍根华 著 

  

 

［正题名］中共早期的歷史研究工作 

［第一责任人］章群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九月[2000.9] 

［主题词］历史/研究/概况/中国 

［主题词］学术机关/工作/概况/中国 

［主题词］学术团体/工作/概况/中国 

［主题词］高等院校/教学研究/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章群 著 

  

 

［正题名］书林览胜 

［副题名］台湾与美国存藏中国典籍文献概况 -- 吴文津先生讲座演讲录 

［第一责任人］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文献学丛刊 

［主题词］古籍/典藏/研究/台湾 

［主题词］古籍/典藏/研究/美国 

  

 

［正题名］学文 

［第一责任人］学问杂志社编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9 年[1970] 

［主题词］古代史籍/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学问杂志社 编 

  

 

［正题名］五四精神的解咒与重塑 

［副题名］海峡两岸纪念五四七十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淡江大学中文系编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1992.3] 

［主题词］五四运动/研究/大陆/台湾 

［知识责任］淡江大学中文系 编辑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第一责任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1992.1] 

［丛编题名］中国文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正题名］第二/現代性 

［副题名］五四女性小說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乃慈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中国文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小说/历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小说/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乃慈 著 

  

 

［正题名］云林县布袋戏发展史暨布袋戏宗师黄海岱传奇 

［第一责任人］陈木杉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民间戏剧/历史/台湾 

［主题词］掌中戏/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陈木杉 著 

  

 

［正题名］海南岛史 

［第一责任人］小叶田淳著 

［译者］张迅齐译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8 年[1979.4]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海南岛 

［知识责任］小叶田淳 著 

［知识责任］张迅齐 译 

  

 

［正题名］恢复中国独强地位 

［第一责任人］周鉴恒著 

［出版者］太白书屋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2] 

［主题词］国际问题/论述/亚洲/现代 

［知识责任］周鉴恒 著 

  

 

［正题名］战后台湾史记 

［书目卷册］卷一 

［第一责任人］许介鳞撰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许介鳞 著 

  

 

［正题名］印尼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陈以令著 

［出版者］中正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1989]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主题词］华侨/概况/世界 

［知识责任］陈以令 著 

  

 

［正题名］斐济国、所罗门群岛、西萨摩亚群岛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司徒泽波,陈本健编著 

［出版者］中正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1991]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主题词］华侨/概况/世界 

［知识责任］司徒泽波 编著 

［知识责任］陈本健 编著 

  

 

［正题名］巴拉圭共和国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张长洋著 

［出版者］中正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1989]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主题词］华侨/概况/世界 

［知识责任］张长洋 著 

  

 

［正题名］越南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陈大哲著 

［出版者］中正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1989] 

［丛编题名］海外華人青少年丛书 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主题词］华侨/概况/世界 

［知识责任］陈大哲 著 

  

 

［正题名］模里西斯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陈英东著 

［出版者］中正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1989]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主题词］华侨/概况/世界 

［知识责任］陈英东 著 

  

 

［正题名］英国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胡志強著 

［出版者］中正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1989]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主题词］华侨/概况/世界 

［知识责任］胡志強 著 

  

 

［正题名］千里达、牙买加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魏龙翔著 

［出版者］中正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1989] 

［丛编题名］海外華人青少年丛书 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主题词］华侨/概况/世界 

［知识责任］魏龙翔 著 

  

 

［正题名］巴西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简汉生著 

［出版者］中正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1991]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主题词］华侨/概况/世界 

［知识责任］简汉生 著 

  

 

［正题名］清人杂剧论略 

［第一责任人］曾影靖著 

［译者］黄兆汉校訂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84 年[1995.9] 

［丛编题名］中国文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戏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曾影靖 著 

［次知识责任］黄兆汉 校订 

  

 

［正题名］战后台湾史记 

［书目卷册］卷二 

［第一责任人］许介鳞撰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许介鳞 著 



  

 

［正题名］战后台湾史记 

［书目卷册］卷三 

［第一责任人］许介鳞撰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许介鳞 著 

  

 

［正题名］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 

［第一责任人］劉文星作 

［出版者］帝教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道士/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文星 作 

  

 

［正题名］中山先生与美国 

［第一责任人］陈三井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94 年[2005.1]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中山丛书 

［主题词］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三井 著 

  

 

［正题名］中山先生与英国 

［第一责任人］黄宇和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94 年[2005.8]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中山丛书 

［主题词］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宇和 著 

  

 

［正题名］近思录详注集评 

［第一责任人］陈荣捷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中国哲学丛刊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宋代 

［知识责任］陈荣捷 著 



  

 

［正题名］我的记者生涯 

［第一责任人］徐詠平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2 年[1973.8] 

［丛编题名］学生书苑 26 

［主题词］记者/记录/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徐詠平 著 

  

 

［正题名］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 

［副题名］(1950-2000) 

［第一责任人］龚鹏程主编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台湾学生书局四十周年纪念丛书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龚鹏程 主编 

  

 

［正题名］台湾传统戏曲 

［第一责任人］陈芳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4.9 

［丛编题名］戏曲丛刊 

［主题词］地方剧艺术/台湾 

［知识责任］陈芳 著 

  

 

［正题名］近代传奇杂剧史论 

［第一责任人］左鹏军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中国文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戏剧/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左鹏军 著 

  

 

［正题名］外交部沿革纪略 

［第一责任人］吴成章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5] 

［丛编题名］学海文史丛书 1 



［主题词］外交部/历史/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章群 著 

［知识责任］吴成章 著 

  

 

［正题名］近代人物谈荟 

［第一责任人］朱金城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1997.1] 

［主题词］人物/记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金城 著 

  

 

［正题名］理蕃 

［副题名］日本治理台湾的计策 

［第一责任人］藤井志津枝著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日关系系列 1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日本统治时期 

［主题词］少数民族/殖民/台湾/日本统治时期 

［知识责任］藤井志津枝 著 

  

 

［正题名］诱和 

［副题名］日本对华谍报工作 

［第一责任人］藤井志津枝著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丛编题名］中日关系系列 2 

［主题词］间谍/日本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 

［知识责任］藤井志津枝 著 

  

 

［正题名］七三一部队 

［副题名］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 

［第一责任人］藤井志津枝著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丛编题名］中日关系系列 3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1931-1945 

［主题词］暴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 

［知识责任］藤井志津枝 著 



  

 

［正题名］台湾人权报告书 

［副题名］一九四九~一九九六 

［第一责任人］魏廷朝著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丛编题名］台湾研究系列 3 

［主题词］人权状况/台湾/1945- 

［主题词］政治运动/台湾/1945- 

［知识责任］魏廷朝 著 

  

 

［正题名］台湾不可欺记 

［副题名］光复前后日本记者见闻记录 

［第一责任人］伊藤金次郎著 

［译者］日本文教基金会编译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珍本台湾史料 1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945 

［知识责任］伊藤金次郎 著 

［次知识责任］日本文教基金会 编译 

  

 

［正题名］台湾特高警察物语 

［第一责任人］寺奥德三郎著 

［译者］日本文教基金会编译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珍本台湾史料 2 

［主题词］警察/回忆/台湾/日本/1895-1945 

［知识责任］寺奥德三郎 

［次知识责任］日本文教基金会 编译 

  

 

［正题名］日本殖民统治赞美论批判 

［第一责任人］许介鳞著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丛编题名］畅 小冊 1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许介鳞 著 

  



 

［正题名］晚清古典戏剧的历史意义 

［第一责任人］陈芳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7 年[1988.7] 

［丛编题名］中国文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戏剧/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芳 著 

  

 

［正题名］清史杂笔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陈捷先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1977.8]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捷先 著 

  

 

［正题名］胡适之先生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冯爱群编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2 年[1973.9] 

［知识责任］陈三井 著 

  

 

［正题名］台湾史记 

［副题名］（续） 

［书目卷册］卷四 

［第一责任人］许介鳞撰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1988-2000 

［知识责任］许介鳞 著 

  

 

［正题名］近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变迁 

［第一责任人］淡江大学中文系编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学/评论/研究/中国/近现代 

［知识责任］淡江大学中文系 编辑 

  

 



［正题名］一士勝稿 

［第一责任人］徐一士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2 年[1973.3] 

［丛编题名］学生书苑 17 

［主题词］历史/掌故/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徐一士 著 

  

 

［正题名］清史杂笔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陈捷先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1977.8]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捷先 著 

  

 

［正题名］台湾电影百年史话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黄仁, 王唯著 

［出版者］中华影评人协会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电影史研究丛书 

［主题词］电影艺术/历史/台湾 

［知识责任］黄仁 著 

［知识责任］王唯 著 

  

 

［正题名］清史杂笔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陈捷先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1977.8]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捷先 著 

  

 

［正题名］清史杂笔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陈捷先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1977.8]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捷先 著 

  

 

［正题名］清史杂笔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陈捷先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1977.8]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捷先 著 

  

 

［正题名］清史杂笔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陈捷先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1977.8]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捷先 著 

  

 

［正题名］清史杂笔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陈捷先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1977.8]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捷先 著 

  

 

［正题名］清史杂笔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陈捷先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1977.8]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捷先 著 

  

 

［正题名］台湾电影百年史话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黄仁, 王唯著 

［出版者］中华影评人协会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电影史研究丛书 

［主题词］电影艺术/历史/台湾 

［知识责任］黄仁 著 

［知识责任］王唯 著 

  

 

［正题名］梁啟超知交手札 

［第一责任人］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 

［译者］卢锦堂策划 

［译者］张子文主编 

［出版者］国立中央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84 年[1995.6] 

［次知识责任］卢锦堂 策划 

［次知识责任］张子文 主编 

  

 

［正题名］陈布雷大传 

［第一责任人］王泰栋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不仅是雷先生个人，实际上反映了辛亥鼎革以迄新中国成立前四十年间的

政局诸端。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泰栋 编著 

  

 

［正题名］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书目卷册］第 9 辑(2005) 

［第一责任人］王贻志，莫建备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马克思主义、政治、国际关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历史等栏目，

收录的论文有：《新保守主义巅峰时刻的终结》、《国际关系学科史批判研究的兴起》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世界/2005/文集 

［知识责任］王贻志 主编 

［知识责任］莫建备 主编 

  

 

［正题名］黄埔军校名人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杨牧，袁伟良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册，共计入传 347 人，附录 562 人。书中介绍的人物主要是第一

次国共合作时期该校著名的教职员和学生中后来成为国共两党中著名的军事将领和党政知

名人士。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杨牧 主编 

［知识责任］袁伟良 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 发建设档案选编 

［第一责任人］刘丽楣，曹必宏主编 

［译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所选档案，均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共 141 件，起于民国十九年(1930)11

月 11 日，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3 月。主要内容包括西藏及藏区财政金融、交通建设、

邮政电信、商业贸易、藏区经济调查与 发规划等。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发展/档案资料/西藏/民国 

［主题词］经济发展/地区经济/档案资料/西藏/民国 

［知识责任］刘丽楣 主编 

［知识责任］曹必宏 主编 

  

 

［正题名］宁波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史 

［第一责任人］王慕民，张伟，何灿浩著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宁波在历史各个时期与日本在经济文化方面交流的史实。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中外关系/宁波/日本 

［主题词］地方外贸/外贸史/宁波/日本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史/宁波/日本 

［主题词］国际经济关系/中外关系/宁波/日本 

［知识责任］王慕民 著 

［知识责任］张伟 著 

［知识责任］何灿浩 著 

  

 

［正题名］潘石屹的博客 

［第一责任人］潘石屹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往忆：童年的糖是 甜的”、“渐悟：走进中年的那片蓝天”、“坐看：

房地产界的男男和男女关系”、“行走：从达沃斯到亚布力”等章节。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潘石屹 著 



  

 

［正题名］评说晚年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刘武生, 徐晓红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人士怀念周恩来文章的节选及外国领导

人或学者对周恩来评价或回忆文章的节选。歌颂了周恩来晚年对党、国家和人民所作的贡献。 

［主题词］政治家/人物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武生 编 

［知识责任］徐晓红 编 

  

 

［正题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 

［书目卷册］二 

［丛书］红二方面军征战记 

［第一责任人］徐占权主编 

［译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红三军千里转战，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红六军

突围西征，与红三军会师；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决定实行战略

转移；红二、红六军团 始长征，转战于湘桂黔滇地区；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

会师；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徐占权 主编 

  

 

［正题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 

［书目卷册］三 

［丛书］红四方面军征战记 

［第一责任人］徐占权主编 

［译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记述了“川陕甘计划”夭折，红四方面军被迫战略转移；红四方面军

北川激战，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北上；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红四方面军

南下受挫，退守甘孜；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胜利结束长征等内容。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徐占权 主编 

  

 

［正题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 

［书目卷册］四 



［丛书］红 25 军征战记 

［第一责任人］徐占权主编 

［译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记述了鄂豫皖根据地内斗争环境持续恶化，红 25 军被迫实施战略转

移；粉碎国民党重兵“追剿”，青山寻家进入陕南；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发动

的“围剿”；西征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师；陕甘红军发展壮大，陕甘根据地巩固拓展；红 15

军团的组成，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等内容。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徐占权 主编 

  

 

［正题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 

［书目卷册］一 

［丛书］中央红军征战记 

［第一责任人］徐占权主编 

［译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记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四渡赤

水，巧渡金沙江；红九军团单独行军作战，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川陕甘战略方针确定，

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党中央战胜分裂势力图谋，坚定践行北上川陕甘战略方针；

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等内容。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徐占权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执政案例选编 

［第一责任人］陈鹏键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执政案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七篇，包括：执政为民、科学执政、执政能力、求真务实、勤政高效、

清正廉洁等方面的中国近现代执政案例。 

［主题词］执政/案例/中国/近代/汇编 

［主题词］执政/案例/中国/现代/汇编 

［知识责任］陈鹏键 主编 

  

 

［正题名］朱家溍的文博生涯 

［第一责任人］浙江省博物馆编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画传分为“万卷琳琅 一船书画”、“书香门第 相国世家”、“如入宝山 虚往

实归”、“博学专深 求真辨伪”和“涓滴之情 大爱之怀”五部分，记录了文化大师朱家溍一

生的成就。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七大的酝酿和筹备、七大的召 与成就、七大精神的贯彻与发

展。 

  

 

［正题名］中央银行史料 

［副题名］1928.11-1945.5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洪葭管主编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旧中国中央银行从 1928 年 11 月在上海成立到 1949 年 5 月上海解

放由人民政府接管为止的有关资料。分为三编二十四章,反映了这家旧中国特大型金融机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核心和典型代表二十二年历史的基本情况和重要活动情况。 

［主题词］中央银行/史料/中国/1928-1949 

［知识责任］洪葭管 主编 

  

 

［正题名］中央银行史料 

［副题名］1928.11-1945.5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洪葭管主编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旧中国中央银行从 1928 年 11 月在上海成立到 1949 年 5 月上海解

放由人民政府接管为止的有关资料。分为三编二十四章,反映了这家旧中国特大型金融机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核心和典型代表二十二年历史的基本情况和重要活动情况。 

［主题词］中央银行/史料/中国/1928-1949 

［知识责任］洪葭管 主编 

  

 

［正题名］黄埔军校名人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杨牧，袁伟良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册，共计入传 347 人，附录 562 人。书中介绍的人物主要是第一

次国共合作时期该校著名的教职员和学生中后来成为国共两党中著名的军事将领和党政知

名人士。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杨牧 主编 

［知识责任］袁伟良 主编 

  

 

［正题名］转折关头 

［副题名］党中央在瓦窑堡 

［第一责任人］强铁牛[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记录党中央在瓦窑堡艰苦奋斗, 顽强拼搏的生活。 

［知识责任］强铁牛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剧场史 

［第一责任人］廖奔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 

［丛编题名］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第一辑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基金“八五”规划项目 

［主题词］剧院/戏剧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剧场/戏剧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廖奔 著 

  

 

［正题名］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提炼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目前基本陈列的主要内容，把毛泽东的生

平业绩和人格风范呈现在读者面前。 

  

 

［正题名］一个登上龙廷的民族 

［副题名］满族社会与宫廷 

［第一责任人］王佩环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满族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从 国奠基、社会经济、风俗文化、宫廷礼制、宫廷斗争、寻根祭祖和文学艺

术等多方面，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满族的历史。 

［主题词］满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历史/满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佩环 著 

  

 

［正题名］新中国往事 

［第一责任人］杨波…[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燕雀文丛 邓力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1949 年毛泽东为何未能下令进攻台

湾、新中国治理黄河事业的伟大 端、听父亲纪登奎谈人生经历、改革的起点：1978 年中

国经济制度、新中国经济战线的奠基人等。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史料 

［知识责任］杨波 著 

［知识责任］胡悌云 著 

［知识责任］程中原 著 

［知识责任］陈东林 著 

  

 

［正题名］吴有训图传 

［第一责任人］林家治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文化名人图传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片为线索，展示了这位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近代物理学奠基人的学

术成果和精神轨迹。吴有训是我国参与荣获世界物理学奖研究项目的第一位科学家，是第一

位获得外国科学院院士称号的科学家。 

［主题词］物理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林家治 著 

  

 

［正题名］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 

［副题名］1903-1928 

［并列题名］The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Tientsin Chamber of Commerce(1903-1928) 

［第一责任人］应莉雅著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专门史学术文粹 

［主题词］商会/组织/研究/天津/1903-1928 

［知识责任］应莉雅 著 

  



 

［正题名］孙中山对外方略 

［第一责任人］李本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从反霸维和的外交方略、利用外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外资方略、对外

放的方略的形成、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方略、联合亚洲国家抵御西方列强的大亚洲主义方略、

对“黄祸论”的批判方略、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方略、依靠海外华侨支援国内革

命的统战方略、“以俄为师”建立新型革命军队的建军方略等九个方面，用大量的事实，全

面论述了孙中山的对外方略和实践。 

［主题词］外交战略/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外交政策/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本义 著 

  

 

［正题名］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责任人］林乾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清代衙门图说》以清代地方州县衙门为核心，对清代衙门设置、衙门中人、

衙门事务、衙门规矩、衙门精神等进行了阐释。作者从细节入手，对衙门运行特别是运行背

后隐蔽的潜规则进行了详细解读，揭示出清代衙门风气日益卑劣化的制度性根源。该书图文

并茂，有利于读者从直观上感受清代衙门的概貌和特点。 

［主题词］国家行政机关/中国/清代/图解 

［知识责任］林乾 著 

  

 

［正题名］清代赣南商品经济研究 

［副题名］山区经济典型个案 

［第一责任人］黄志繁，廖声丰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选择以商品生产、市场和榷关三方面来探讨清代赣南商品经济史。全书以

商品生产为出发点，分析赣南山区 发与商品生产，进而探讨市场体系与社会环境，探索关

税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后对清代赣南商品经济发展历程作出了总结。 

［主题词］商品经济/商业史/研究/中国/赣南地区/清代 

［主题词］地区贸易经济/研究/中国/赣南地区/清代 

［主题词］山区经济/贸易经济/中国/江西/清代 

［知识责任］黄志繁 著 

［知识责任］廖声丰 著 

  

 

［正题名］清代法律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郑秦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中国政法大学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清代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尤其对清代立法、审判、司法及刑、民事

法律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和探讨。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郑秦 著 

  

 

［正题名］进京赶考 

［副题名］中共“五大书记” 

［第一责任人］冯爱珍，陈毓述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中共“五大书记”的生平

事迹。包括“五大书记”聚首西柏坡、掀起土改风暴、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等 13 章内容。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爱珍 著 

［知识责任］陈毓述 著 

  

 

［正题名］邓小平文选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邓小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本书收邓小平同志 1982 年 9 月至 1992 年 2 月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谈

话 119 篇。 

［知识责任］邓小平 著 

  

 

［正题名］城市地理学 

［第一责任人］周一星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5.7 

［丛编题名］现代地理科学理论丛书 

［主题词］城市地理学/研究 

［知识责任］周一星 著 

  

 

［正题名］藏族妇女口述史 

［第一责任人］杨恩洪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立意及调查范围、藏族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藏族历史文化概要等内

容。 

［主题词］藏族/妇女/生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妇女/藏族/生活/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杨恩洪 著 

  

 

［正题名］蔡和森与《向导》周报 

［第一责任人］徐方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1922-1927 

［知识责任］徐方平 著 

  

 

［正题名］18 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 

［并列题名］La Chine en France au XVⅢ siecle 

［第一责任人］（法）亨利·柯蒂埃(Henri Cordier)著 

［译者］唐玉清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附注内容］读这本书就像在一位世纪导游的带领下，一下置身于 18 世纪法国和欧洲社会，

亲临西方在那一时代如火如荼的“中国风”、“中国潮”的文化情境之中。 

［主题词］中华文化/影响/法国/18 世纪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法关系/法国/18 世纪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911/史料 

［知识责任］柯蒂埃 著 

［知识责任］Cordier 著 

［次知识责任］唐玉清 译 

  

 

［正题名］胡适词点评 

［第一责任人］施议对点评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7 

［主题词］文学评论 

［知识责任］施议对 点评 

  

 

［正题名］毛泽东研究 

［并列题名］Maozedong researches 

［书目卷册］2006 年 第 1 辑(总第 1 期) 

［第一责任人］李佑新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丛刊 

［知识责任］李佑新 主编 

  

 

［正题名］谢 兰中国书简 

［并列题名］Letter de Chine 

［第一责任人］（法）维克多·谢 兰(Victor Segalen)著 

［译者］邹琰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911/史料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书信集/法国/近代 

［知识责任］谢 兰 著 

［知识责任］Segalen 著 

［次知识责任］邹琰 译 

  

 

［正题名］红幕后的洋人 

［副题名］李敦白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美）李敦白，（美）阿曼达·贝内特(Bennett,A.)著 

［译者］丁薇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回忆录/美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人物/回忆录/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敦白 著 

［知识责任］Rittenberg 著 

［知识责任］贝内特 著 

［知识责任］Bennett 著 

［次知识责任］丁薇 译 

  

 

［正题名］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 

［副题名］近代晚期俄国革命与改革研究 

［第一责任人］赵士国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有绪论、海市蜃楼、站着的革命等章节。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俄罗斯 

［知识责任］赵士国 著 



  

 

［正题名］租界文化与 30 年代文学 

［第一责任人］李永东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的内容结构也不追求表面的匀称和齐整,而是以租界文化对 30 年代文学的

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的影响来凝聚论题所涉及的内容,对具体对象的论述只从相关性入手,不

求完备。 

［主题词］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永东 著 

  

 

［正题名］在北京 后的日子 

［并列题名］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第一责任人］（法）皮埃尔·绿蒂著 

［译者］马利红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911/史料 

［主题词］日记/法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绿蒂 著 

［知识责任］Loti 著 

［次知识责任］马利红 译 

  

 

［正题名］曼德维尔游记 

［并列题名］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第一责任人］（英）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著 

［译者］郭泽民，葛桂录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是欧洲中世纪一部极富想像力的散文体虛构游记,全书共九章,写作者从英

国出发,一步一步东游,经过了中亚、印度、中国, 后来到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国土,并由位

于约翰国东海外的伊甸园回到欧洲。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911/史料 

［主题词］游记/英国/中世纪 

［知识责任］曼德维尔 著 

［知识责任］Mandeville 著 

［次知识责任］郭泽民 译 

［次知识责任］葛桂录 译 



  

 

［正题名］达官冯皇的奇遇 

［并列题名］Les Aventures merveilleuses du mandarin Fum-Hoam:Contes chinois 

［副题名］中国故事集 

［第一责任人］（法） 托马-西蒙·格莱特(Thomas-Simon Gueulette)著 

［译者］刘云虹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所描写的“中国故事”只不过是嵌入“中国框架”下的虚构传奇。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911/史料 

［主题词］故事/法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格莱特 著 

［知识责任］Gueulette 著 

［次知识责任］刘云虹 译 

  

 

［正题名］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 

［并列题名］La Chine et les chinois 

［第一责任人］（法） 奥古斯特·博尔热(Auguste Borget)著 

［译者］钱林森, 张群, 刘阳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是法国近代的游记作品。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911/史料 

［主题词］游记/法国/近代 

［知识责任］博尔热 著 

［知识责任］Borget 著 

［次知识责任］钱林森 译 

［次知识责任］张群 译 

［次知识责任］刘阳 译 

  

 

［正题名］江泽民在一汽的岁月 

［第一责任人］一汽档案馆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写的是江泽民在一汽时的事迹。 

  

 

［正题名］社会变迁中的家庭 

［副题名］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宝驹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全书分为七章。主要探讨了社会转型变迁对当代城市家庭的主要影响。 

［主题词］城市/家庭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宝驹 著 

  

 

［正题名］历史学家茶座 

［书目卷册］总第五辑(2006.3) 

［并列题名］Teahouse for historians 

［第一责任人］王兆成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历史/笔记/中国 

［主题词］历史/掌故/中国 

［主题词］历史/旧闻（史料）/中国 

［主题词］历史/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史学/丛刊 

［知识责任］王兆成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与社会评论 

［第一责任人］（日）竹内实著 

［译者］程麻译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竹内实文集 第九卷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的文章包括:“饕餮”、“疯狂、政治与人”、“中国革命”、“中国

社会史话”、“对现代中国的视角”、“大正时期的中国形象和对袁世凯的评论”等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竹内实 著 

［次知识责任］程麻 译 

  

 

［正题名］中国文化传统探究 

［第一责任人］（日）竹内实著 

［译者］程麻译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竹内实文集 第十卷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竹内实 著 



［次知识责任］程麻 译 

  

 

［正题名］朱自清图传 

［第一责任人］姜建，王庆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文化名人图传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片为线索，分为文峰笔下、风雨北京、旅路匆匆、水木清华、流亡大

学、重返清华、魂归荷塘七章，展示了这位民主战士、诗人、散文家的精神轨迹。 

［知识责任］姜建 著 

［知识责任］王庆华 著 

  

 

［正题名］闻一多图传 

［第一责任人］闻立雕，杜春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文化名人图传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片为线索，展示了这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的学术成果和精神轨迹。

可以看出，闻一多世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是民族的良心、青年的挚友。 

［知识责任］闻立雕 著 

［次知识责任］杜春华 著 

  

 

［正题名］中国警政史 

［第一责任人］万川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治安问题为起点，以警察职能为核心，具体考察中国历史上各种警政思

想、警政机构、警政措施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警察职能的行使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

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警察制度的产生、发展规律。 

［主题词］警政/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万川 主编 

  

 

［正题名］朱德嫡孙解读：长征中的朱德 

［第一责任人］朱和平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八章，记述了著者心中珍藏的长征、朱德长征中真实的故事、值得我

们了解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等。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朱和平 著 



  

 

［正题名］在华日人反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袁树峰，陈建辉主编 

［译者］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的“在华日人反战

同盟”重要人物的事迹,再现了日本反战勇士的英雄壮举，以此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重大成就，歌颂反战同盟成员与中国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主题词］敌军工作/俘虏政策/八路军/中国/史料/1937-1945 

［主题词］军人/生平事迹/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袁树峰 主编 

［知识责任］陈建辉 主编 

  

 

［正题名］明清贵州六千举人 

［第一责任人］庞思纯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举人/列传/贵州/明代 

［主题词］举人/列传/贵州/清代 

［知识责任］庞思纯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私营经济 

［第一责任人］宋紫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七章介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与实践、国民经

济恢复时期我党对私营经济的利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党对私营经济的改造、十年建设时

期我常对私营经济认识上的失误、文化革命时期对“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极端认识、改革

放时期我党对私营经济的重新认识、新时期我党发展私营经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主题词］私营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现代/当代 

［主题词］经济政策/私有制经济/研究/中国/现代/当代 

［知识责任］宋紫 著 

  

 

［正题名］我与李宗仁 

［第一责任人］李秀文口述 

［译者］谭明整理 

［出版者］漓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李秀文为李宗仁的原配夫人,这部回忆录细述了当年他们的家族生活,

补充了李宗仁自己回忆录中未有触及之处。 

［知识责任］李秀文 口述 

［次知识责任］谭明 整理 

  

 

［正题名］胡适论教育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蒙, 谢泳选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胡适经典论丛 

［附注内容］胡适的教育文章看起来仍有切实的意义。 

［主题词］教育思想/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蒙 选编 

［次知识责任］谢泳 选编 

  

 

［正题名］亲历长征 

［第一责任人］黄宏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作者们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反映了红军战斗...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以此纪念。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作品集 

［知识责任］黄宏 主编 

  

 

［正题名］康有为论 

［第一责任人］汪荣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汪荣祖人物书系 

［附注内容］康有为是清末民初 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新思潮的

先驱。本书着墨于有关思维议题，故叙康氏生平，但求彰显哲人出处；述思想渊源，一元论

精神实贯串始终。 

［主题词］哲学家/传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汪荣祖 著 

  

 

［正题名］孙中山与海军护法研究 

［并列题名］Researcdh on Dr.Sun Yat-Sen and the Navy in defending the Constitution 1917-1923 



［第一责任人］汤锐祥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护法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汤锐祥 著 

  

 

［正题名］山高水长 

［副题名］回忆父亲聂荣臻 

［第一责任人］聂力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解放军女中将聂力回忆她的父亲——聂荣臻元帅光辉一生的纪实文学作

品, 还原了历史及人物的真实性。 

［知识责任］聂力 著 

  

 

［正题名］我与少奇 

［第一责任人］王光美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的三十八篇王光美 1959 年至 2003 年间的文章、书信、讲话等, 是编

者在王光美同志家中、有关部门的档案资料中以及各种书报刊物中广泛收集而来的. 

［知识责任］王光美 著 

  

 

［正题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帆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帆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 

［书目卷册］第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陈绛主编 

［译者］上海中山学社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同盟会近代政治与人物、近代经

济与企业、史料研究与辑存、学术动态与书籍介绍。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绛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主编 

［译者］宁树藩，陈业勋副主编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中国古代的新闻事业、外国人在华早期办报活动、中国人自办报刊

历史的 端、维新运动时期的新闻事业、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新闻事业、辛亥革命前后的新

闻事业、民国初期的新闻事业等七章。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宁树藩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业勋 副主编 

  

 

［正题名］一代宗师梁思成 

［第一责任人］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人生经历，包括青少年时代、成长经

历、留学归国、中国营造学社、抗战胜利、解放初期、为保护古城古迹拼搏、 后的煎熬等

内容。 

［知识责任］郭黛姮 编著 

［知识责任］高亦兰 编著 

［知识责任］夏路 编著 

  

 

［正题名］家世 家书 家风 

［副题名］毛泽东的亲情世界 

［第一责任人］丁晓平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毛泽东和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子女和儿媳的故事，从

毛泽东这个个体的“人”和人性上，发掘和欣赏毛泽东作为政治人物的另面情怀。 

［主题词］书信/家族/史料 

［知识责任］丁晓平 著 

  

 

［正题名］一代宗师 



［副题名］化学家张大煜传 

［第一责任人］徐光荣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生动、厚重的笔墨，勾勒了化学家张大煜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

从他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到心怀救国的宏愿留学德国 始胶体与表面化学研究，从历尽艰难在

抗日战争时期 始液体燃料研究到解放后组建我国第一个石油煤炭化学研究基地。 

［主题词］化学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光荣 著 

  

 

［正题名］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副题名］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第一责任人］刘青峰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针对人们关注的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问题，借助控制论、系统论和信

息论的方法，通过对大量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生动事例的具体分析，来阐明近代科学技术的结

构及其飞速发展的内在机制，强调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变动、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

集中分析了中国古代传统科学技术的特点。 

［主题词］科学技术/技术史/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近代 

［主题词］科学史/思想史/社会变迁/文化传统/关系/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青峰 著 

  

 

［正题名］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 

［副题名］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 

［第一责任人］田正平，商丽浩主编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专题的形式，深入地阐述了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事关全局的诸

多重大问题，分为制度篇、财政篇、教师篇三部分 11 章。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教育史/高等教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田正平 主编 

［知识责任］商丽浩 主编 

  

 

［正题名］胡适论红学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严云受选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胡适经典论丛 



［附注内容］胡适于 1921 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创立“新红学”,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划

出了一个新时代。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严云受 选编 

  

 

［正题名］重读毛泽东 

［副题名］毛泽东实践思想的当代语境分析 

［第一责任人］欧阳英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百年后的毛泽东》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毛泽东实践思想的当代语境研究的学术著作。作者以当代语境作为

思考背景,从多侧面、多角度重新解读了毛泽东实践思想的理论内涵与意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实践论/研究 

［知识责任］欧阳英 著 

  

 

［正题名］晚年陈独秀 

［副题名］1927-1942 

［第一责任人］祝彦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该书对陈独秀的后期活动及其思想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历史地还

原了一个真实的晚年陈独秀。 

［主题词］政治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祝彦 著 

  

 

［正题名］左联与中国共产党 

［并列题名］The Left Wing Writers Association &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第一责任人］张小红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中国文学史/史料/现代 

［主题词］左翼文化运动/关系/中国共产党/史料 

［知识责任］张小红 著 

  

 

［正题名］中国算学史 

［第一责任人］王渝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介绍了算学家和算学著作、传统算学理论和计算方法、中国古代历法

计算中的数学方法、算学教育与中外交流。 

［主题词］数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王渝生 著 

  

 

［正题名］中国文祸史 

［第一责任人］胡奇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9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252 页） 

［主题词］文字狱/中国/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胡奇光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邱永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主题词］监察/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邱永明 著 

  

 

［正题名］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晓光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安徽师范大学学术文库 第一辑 

［主题词］学术思想/文化地理学/研究/徽州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徽州 

［知识责任］周晓光 著 

  

 

［正题名］文明的撞击与困惑 

［副题名］近代江淮地区经济和社会变迁研究 

［第一责任人］沈世培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博士文丛 第一辑 

［主题词］区域经济/经济史/华东地区/近代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沈世培 著 



  

 

［正题名］六安将军传 

［第一责任人］孙广和, 许正刚主编 

［译者］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记录了从六安这块土地上走出的 108 位将军,其中有些将军的传记是

第一次介绍给读者。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经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

程、丰功伟绩,以及革命前辈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传统。 

［知识责任］孙广和 主编 

［知识责任］许正刚 主编 

  

 

［正题名］新华社记者笔下的红色记忆 

［副题名］红中社报道中的土地革命(1931-1937) 

［第一责任人］何平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土地革命/史料/1931-1937 

［主题词］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平 主编 

  

 

［正题名］李大钊研读 

［第一责任人］杜全忠编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政治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杜全忠 编著 

  

 

［正题名］路易·艾黎在中国 

［并列题名］Rewi Alley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朱健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通过掌握的大量史料,对路易·艾黎的一生,特别是对他在中国的 60

年风雨历程,作了客观、全面的叙述。 

［主题词］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史料/抗日战争 

［知识责任］朱健 著 

  

 

［正题名］“大东亚共荣圈”源流 



［第一责任人］林庆元, 杨齐福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主题词］军国主义/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林庆元 著 

［知识责任］杨齐福 著 

  

 

［正题名］皖江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守良主编 

［出版者］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中研究了从安徽省省学敬敷书院到安徽大学堂、安徽武备学堂、安徽陆军

学堂、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省立安徽大学、国立安徽大学的 44 位代表性人物。 

［主题词］高等教育/人物研究/安徽/近代/现代 

［主题词］人物研究/高等教育/安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朱守良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 

［副题名］1949-1956 

［第一责任人］肖东波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学术专著。这部著作从中国共产党

理论建设史的角度切入，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头七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史。 

［主题词］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党史/1949-1956 

［知识责任］肖东波 著 

  

 

［正题名］华侨与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王新华，沈强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文化交流部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 500 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统计表和实物照片，史料上广泛搜集、

挖掘和利用多年来国内外学界、侨界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华侨参加新四军抗战的史料图片

为其他出版物所少见。 

［主题词］华侨/抗日斗争/中国/摄影集/1931-1945 

［主题词］抗日救国/华侨/史料/1931-1945 

［知识责任］王新华 主编 

［知识责任］沈强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传松，许宝发著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 端；出国留学和外语教育；外

国人在华办学和外语教育；中国外语教育的新路；民国时期的高等外语专业教育、“文化大

革命”和外语教育、中国外语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时期等。 

［主题词］外语教学/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外语教学/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教育史/外语教学/高等教育/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李传松 著 

［知识责任］许宝发 著 

  

 

［正题名］中国饮食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赵荣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历史发展的基础理论、中国饮食文化的区域性历

史、中国饮食文化的层次性、中华民族酒文化、中华民族茶文化等内容。 

［主题词］饮食/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赵荣光 著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谢保成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为基本线索,采取按时间跨度和按基本系列相结合的

框架,把史家、史著、史官、史法等基本知识纳入史学发展演变的趋势之中叙说。另外,充分

利用传统史书以外的其他资料,综合起来探索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演变趋势。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谢保成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谢保成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为基本线索,采取按时间跨度和按基本系列相结合的

框架,把史家、史著、史官、史法等基本知识纳入史学发展演变的趋势之中叙说。另外,充分

利用传统史书以外的其他资料,综合起来探索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演变趋势。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谢保成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谢保成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为基本线索,采取按时间跨度和按基本系列相结合的

框架,把史家、史著、史官、史法等基本知识纳入史学发展演变的趋势之中叙说。另外,充分

利用传统史书以外的其他资料,综合起来探索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演变趋势。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谢保成 主编 

  

 

［正题名］叶圣陶抗战时期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商金林编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叶圣陶先生抗战时期 1939 年至 1942 年的日记，包括避地嘉州，廛

寄蓉城(上)，蓉桂之旅，廛寄蓉城(中)四编。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商金林 编 

  

 

［正题名］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 

［并列题名］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 

［第一责任人］（清）伍廷芳著 

［译者］李欣译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根据他对美国社会长期的观察,及对中西文化的细心剖析,撰写而成

的一部东西文明比照集。 

［主题词］比较文化/文化史/中国/美国 

［知识责任］伍廷芳 著 

［次知识责任］李欣 译 

  

 

［正题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史纲 



［第一责任人］楚双志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了晚清时代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的演变历程。 

［主题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清后期/史料 

［知识责任］楚双志 著 

  

 

［正题名］中国印刷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秀民著 

［译者］韩琦增订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本内容、版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

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 

［主题词］印刷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秀民 著 

［次知识责任］韩琦 增订 

  

 

［正题名］中国印刷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秀民著 

［译者］韩琦增订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本内容、版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

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 

［主题词］印刷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秀民 著 

［次知识责任］韩琦 增订 

  

 

［正题名］新史学家翦伯赞 

［第一责任人］张传玺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学术大师系列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记述了翦伯赞的传奇人生,主要内容有:举族内迁,学生时代;反帝反封,

崇信马列;宣传群众,发动抗战等。 

［主题词］史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张传玺 著 

  



 

［正题名］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第一责任人］朱晓进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引论“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

与文学氛围”等六章。 

［主题词］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1927-1936 

［主题词］政治文化/关系/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1927-1936 

［知识责任］朱晓进 著 

  

 

［正题名］1930 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政治 

［第一责任人］罗朋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现代》杂志为案例，对 1930 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政治关系进

行了研究。 

［主题词］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1930-1939 

［知识责任］罗朋 著 

  

 

［正题名］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俄）谢·赫鲁晓夫著 

［译者］郭家申, 述弢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关于赫鲁晓夫生平事迹的书籍,主要内容包括;起步、加速、考验、

突破、竞赛、危机等。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赫鲁晓夫 著 

［次知识责任］郭家申 译 

［次知识责任］述弢 译 

  

 

［正题名］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俄）谢·赫鲁晓夫著 

［译者］郭家申, 述弢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关于赫鲁晓夫生平事迹的书籍,主要内容包括;起步、加速、考验、

突破、竞赛、危机等。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赫鲁晓夫 著 

［次知识责任］郭家申 译 

［次知识责任］述弢 译 

  

 

［正题名］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 

［第一责任人］雷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运用大量近似白描的手法,力图 可观, 公正地为我们展现一个曾经

叱咤风云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雷厉无疑是聪明的,他深知随着时代的流逝,歌功

颂德的文字 终会被历史长河所淹没,他也懂得无论历史如何发展,一些东西终究不能被忘

却。雷厉在介绍余秋里的 后岁月时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语言近乎呆板,但却分明让人感到了

些别样的心情。 

［知识责任］雷厉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园林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汪菊渊著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是在作者《中国古代园林史纲要》初编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进行调

查研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而成。作者研究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古典园林如何随着

时代、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美学思想等的变化而演变。重点对在整个园林历史发展上，在

内容和形式的转变上起重要作用或代表一个新时期新形式的园林进行分析研究。 

［主题词］古典园林/名胜古迹/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典园林/文化遗址/研究/中国 

［主题词］园林建筑/建筑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汪菊渊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园林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汪菊渊著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是在作者《中国古代园林史纲要》初编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进行调

查研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而成。作者研究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古典园林如何随着

时代、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美学思想等的变化而演变。重点对在整个园林历史发展上，在

内容和形式的转变上起重要作用或代表一个新时期新形式的园林进行分析研究。 

［主题词］古典园林/名胜古迹/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典园林/文化遗址/研究/中国 



［主题词］园林建筑/建筑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汪菊渊 著 

  

 

［正题名］笔记 国将帅 

［第一责任人］董保存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为部分共和国 国将帅的生平事迹。上篇“笔记虎将”，记述粟裕、黄克

诚、谭震林、陈少敏、杨成武、洪学智、郑维山、聂凤慧、吴忠、李富泽等。下篇“笔记儒

将”，记述刘伯承、谭政、萧克、萧华、罗舜初、孙继先、陶汉章等。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生平事迹 

［主题词］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董保存 著 

  

 

［正题名］导弹与危机 

［副题名］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 

［第一责任人］（俄）谢·赫鲁晓夫（Сергей Никитович Хрущёв）

著 

［译者］郭家申，述弢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知识责任］赫鲁晓夫 著 

［知识责任］Хрущёв 著 

［次知识责任］郭家申 译 

［次知识责任］述弢 译 

  

 

［正题名］中国防疫史 

［第一责任人］邓铁涛主编 

［出版者］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按照自先秦至今的时间脉络，对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卫生、

疾病、防疫法、卫生管理、疫情、疫病治疗医学以及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管理、指导方针、体

制、防疫法等予以详尽的叙述、分析和研究 。 

［主题词］防疫/医学史/中国 

［主题词］瘟疫/防治/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传染病防治/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邓铁涛 主编 

  

 

［正题名］李泽厚近年答问录 

［副题名］二○○四至二○○六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访谈虽也多半涉及学术，但给人以非常随意的感觉。其实要了解李泽厚的

学问，还是要去看他的著作，而且也不难找。因此我对这本答问录，倾心的不是那些论学文

字，甚至也不是那些论世（事）文字，而是几篇述身世谈人生的文章，读来非常亲切。 

［主题词］美学/学者/访问记/中国/2004-2006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新文化与真文人 

［第一责任人］王 林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文介绍了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等人。 

［主题词］名人/学者/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 林 著 

  

 

［正题名］梁启超法律思想综论 

［第一责任人］焦润明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华文史新刊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力图从法理的角度全面概括梳理梁启超的法律思想，阐扬其学术价值，

给定其在近代法律思想史中的学术地位。 

［主题词］法学/思想评论/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焦润明 著 

  

 

［正题名］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 

［副题名］温泉幽禁岁月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年 

［第一责任人］张闾蘅, 张闾芝, 陈海滨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囚禁生涯。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闾蘅 著 

［知识责任］张闾芝 著 

［知识责任］陈海滨 著 

  

 

［正题名］量守庐学记续编 

［副题名］黄侃的生平和学术 



［第一责任人］张晖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侧重选录对黄侃的生平与学术有深切认识的回忆与研究文字,另有三篇黄

侃的治学语录。 

［主题词］语言学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晖 编 

  

 

［正题名］历史与思想 

［第一责任人］李振宏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华文史新刊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河南大学学位点建设基金和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心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分“史学理论”、“秦汉史及汉代简牍”和“思想文化”三大部分。 

［主题词］史学理论/文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秦汉时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汉代/文集 

［主题词］简(考古)/中国/汉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振宏 著 

  

 

［正题名］人民的总司令朱德 

［第一责任人］庹平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朱德在带兵、养兵、练兵、用兵和国防建设中的丰富思想及感人事迹,

从中折射出了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的传

奇一生,尽显朱德独特的军事思想和杰出的军事才华。 

［主题词］政治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庹平 著 

  

 

［正题名］大国崛起 

［副题名］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 15 世纪以来 9 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唐晋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发展历史为主题的大型十二

集电视纪录片。中国要作为大国崛起，首先要研究国外，并总结他们的经验和教训。 

［主题词］世界史/史料 

［知识责任］唐晋 主编 



  

 

［正题名］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 

［第一责任人］傅光明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作家老舍曲折生活经历、老舍之死的史学意义,并且分析了 20 世纪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 

［知识责任］傅光明 著 

  

 

［正题名］杨虎城大传 

［第一责任人］杨瀚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传形式详细记述杨虎城将军悲壮的人生, 深入分析探讨了围绕杨虎城

将军的几个未澄清的问题, 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瀚 著 

  

 

［正题名］上海教师运动史 

［书目卷册］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上海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为后人了解解放前的教师

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史实。 

［主题词］教师/革命运动/历史/上海/1919-1949 

［主题词］教育史/上海/1919-1949 

  

 

［正题名］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 

［副题名］鲁迅堂叔周冠五回忆鲁迅全编 

［第一责任人］周冠五(观鱼)著 

［译者］倪墨炎，陈九英编选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大家的鲁迅书系 倪墨炎，陈鸣华总策划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鲁迅堂叔周冠五所写《周氏的崛起与衰落》、《三台门的遗闻佚事》、

《社会环境和人物》、《绍兴的风俗习尚》四篇长文，以及其他与鲁迅有关的几篇回忆文。 

［主题词］风俗习惯/绍兴 

［知识责任］周冠五 著 

［次知识责任］倪墨炎 编选 



［次知识责任］陈九英 编选 

  

 

［正题名］万里 

［第一责任人］张广友，丁龙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万里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若干重要片断。包括投身革命、

抗击日寇、在共和国的前 25 年、1975 年整顿铁路、推进农村改革、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

致力于民主与法制建设、离休后的生活等内容。 

［知识责任］张广友 著 

［知识责任］丁龙嘉 著 

  

 

［正题名］回眸晚清 

［副题名］点石斋画报精选释评 

［第一责任人］黄勇编著 

［出版者］京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可视为《点石斋画报》的“简编本”，共四部分：一、牵动国人的故事：

激变风云；二、中华域外的新知：放眼综览；三、耸人视听的新闻：搜奇志异；四、多面世

相的展映：观风知俗。编者除了把选到的每幅原图配文录出外，还加了“图文意释”和“今

日说法”两部分内容。 

［主题词］清后期/社会生活/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清后期/史料 

［主题词］绘画/作品集 

［知识责任］黄勇 编著 

  

 

［正题名］井冈双雄 

［副题名］袁文才、王佐传 

［第一责任人］匡胜，刘晓农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红井冈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2005 年重点课题《我党改造的经验及袁文才、王

佐被错杀的启示》的研究成果之一。详尽叙述了袁文才、王佐从井冈山的“末代绿林”，到

中国工农红军的将领和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领导人崛起的过程和 终不幸的结局，对中国共

产党历史上的这一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研究。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 

［主题词］井冈山斗争（1927-1928）/史料 

［知识责任］匡胜 著 

［知识责任］刘晓农 著 

  



 

［正题名］1877 帝国司法的回光返照 

［副题名］晚清冤狱中的杨乃武案 

［第一责任人］陆永棣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个部分对案情经过和冤狱的产生、发展以及昭雪做了梳理、探讨。其

中第一部分对案情始末和清朝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做了介绍；第二部分论证了冤狱行程的必

然性；第三部分探讨了杨乃武 终得以昭雪的真实原因。 

［主题词］案例/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陆永棣 著 

  

 

［正题名］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邱秀华,章毛平著 

［出版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附注内容］张学良当年身处东北强敌侵略的次殖民地，身负领导全责，抗敌、强国的愿望

和信心，迫使他关注、倾心教育事业。本书对张学良教育兴国、全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

思想和注重师资、投入巨资等实践活动予以展示与证实,并加以诠释和论证。 

［主题词］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邱秀华 著 

［知识责任］章毛平 著 

  

 

［正题名］我的祖父马连良 

［第一责任人］马龙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再现了我国京剧“四大须生”之首的京剧大师马连良的艺术成就和坎坷的

生活历程。 

［主题词］戏剧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马龙 著 

  

 

［正题名］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 

［第一责任人］吴大猷述 

［译者］黄伟彦,叶铭汉,戴念祖整理 

［译者］柳怀祖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物理学/发展/历史/中国/1920-1950 

［知识责任］吴大猷述 述 



［次知识责任］黄伟彦 整理 

［次知识责任］叶铭汉 整理 

［次知识责任］戴念祖 整理 

［次知识责任］柳怀祖 编 

  

 

［正题名］17 世纪蒙古编年史与蒙古文文书档案研究 

［第一责任人］希都日古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中国蒙古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章，主要包括：17 世纪蒙古编年史产生的历史背景、蒙古编年史

的佛教历史观；蒙古编年史的“黄金家族”正统观等。 

［主题词］蒙古族/编年史/中国/17 世纪 

［主题词］蒙古语/文书档案/研究/中国/17 世纪 

［知识责任］希都日古 著 

  

 

［正题名］帝国的回忆 

［副题名］《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副题名］1854-1911 

［第一责任人］郑曦原编 

［译者］李方惠，胡书源，郑曦原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系《纽约时报》对华报道选编，起迄年代为 1854 年 1 月至 1911 年 10 月。

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1854-1911/史料 

［知识责任］郑曦原 编 

［次知识责任］李方惠 译 

［次知识责任］胡书源 译 

  

 

［正题名］当代四川简史 

［第一责任人］杨超等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 

［丛编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超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产业史 

［第一责任人］李向民著 



［出版者］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前沿教材 第一辑 叶朗,李向民主编 

［附注内容］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融合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稳步

推进,文化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的支柱产业已经引起政府部门和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

本书就是一部研究我国文化产业（文学业、绘画业、书法业、演艺业、工艺业、雕塑业和建

筑业等）发展史的专著。 

［主题词］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历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李向民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传 

［第一责任人］杨哲，宋敏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的是“沙漠中的骆驼”、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姜椿芳

真实而传奇的一生。内容包括感谢苦难、隐姓埋名与狼共舞、在共和国的蓝天下、与死神擦

肩而过、丰碑的背后。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传记 

［知识责任］杨哲 著 

［知识责任］宋敏 著 

  

 

［正题名］北京信札 

［副题名］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 

［并列题名］Letters from China 

［第一责任人］（美）萨拉·康格(Sarach Pike Conger)著 

［译者］沈春蕾…[等]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清后期/史料 

［知识责任］康格 著 

［知识责任］Conger 著 

［次知识责任］沈春蕾 译 

  

 

［正题名］“贼”“民”之间 

［副题名］12-18 世纪赣南地域社会 

［第一责任人］黄志繁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历史·田野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试图通过重构 12-18 世纪长达六百年间赣南山区的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

史，展现中国历史上地方动乱及其引起社会变迁之图景，以加深对中国历史上“动乱”的理

解、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历史与逻辑。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江西省/赣南地区/12-18 世纪 

［知识责任］黄志繁 著 

  

 

［正题名］区与界 

［副题名］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国信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历史·田野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为研究对象,试图透过清代当地食盐专卖

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了解清王朝食盐专卖制度所反映的市场关系与区域格局的变化。 

［主题词］食盐/专卖/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贸易史/研究/中国/清 

［知识责任］黄国信 著 

  

 

［正题名］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孙琬钟,公丕祥主编 

［出版者］人民法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知识责任］孙琬钟 主编 

［知识责任］公丕祥 主编 

  

 

［正题名］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并列题名］The museum of Dr. Sun Yat-sen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分概况、来访贵宾、展示体系、学术研究、文物保护等部分，以图片的形

式介绍了孙中山纪念馆的情况。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物/故居/中国/图集 

  

 

［正题名］孙眉年谱 

［第一责任人］黄健敏编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孙中山与翠亨历史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述了孙眉先生生平活动，兼收了与此相关的资料。 

［主题词］政治人物/年谱/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黄健敏 编著 

  

 

［正题名］跨世纪的解读与审视 

［副题名］孙中山研究论文选辑 

［书目卷册］1996-2006 

［第一责任人］江中孝, 王杰主编 

［译者］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知识责任］江中孝 主编 

［知识责任］王杰 主编 

  

 

［正题名］江村经济七十年 

［第一责任人］周拥平著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在费孝通先生撰写《江村经济》调查以来的第七十年再次对 弦弓

村经济状况的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引子：一个传奇式家庭的今昔”、“区位： 弦弓的交通

及周边环境”、“蚕桑：古老行业的世纪轮回”、“螃蟹：传统副业的市场理性”、“羊毛衫：市

场魔力催生的庞大产业”、“丝织厂：现代企业的萌芽”等章节。 

［主题词］地方农业经济/调查报告/江苏/2006 

［主题词］农村/生活/社会调查/江苏/吴江市/2006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农民问题/社会调查/江苏/吴江市/2006 

［知识责任］周拥平 著 

  

 

［正题名］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责任人］陈曾年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上海从北宋起，已拥有相当繁盛的海上贸易，后又逐步成为沿海贸易用的主要

商业中心。 埠之后，外贸中心迅速北移，上海逐步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和手工业中心，并

随之而形成全国的金融中心。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研究/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陈曾年 著 

  

 

［正题名］ 后的摄政王 

［副题名］载灃传 

［第一责任人］凌冰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是清末宣统皇帝的父亲、监国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的传记,其间描绘了

他在清末监国摄政的背景及摄政后的活动等。 

［知识责任］凌冰 著 

  

 

［正题名］追寻 80 年代 

［第一责任人］新京报编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新京报丛书 01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对 80 年代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主题词］名人/访问记/中国/现代 

  

 

［正题名］历史深处的误会 

［副题名］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 

［第一责任人］傅国涌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从近代史人物的细节告诉我们：洪秀全的“天国”并非是别求新声于异邦

的救国探索；康有为没有公车上书；杨度也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反动等等。 

［主题词］政治人物/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傅国涌 著 

  

 

［正题名］廖承志传 

［第一责任人］王俊彦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俊彦 著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经济部公报 

［副题名］1938.2--1947.12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影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影印时保留了该刊目录及页码原貌。将第一册列为总目录,汇集所有各

期目录,并在卷首列有全书十五册的分册情况。 

［附注内容］《经济部公报》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刊物,共发行 10 年,内容有工矿、农商、

渔业、条例、章程、机构设立、机构撤并、人员任免、命令、法规等专栏和视察、考察、调

查各地情况的报告等。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情况。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民国/史料 

［主题词］国民经济/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 

［第一责任人］周荣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丛编题名］15 至 20 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明清社会保障的国家制度安排和基层设计及其在两湖地区的落实和

演变情况，探讨在基层社会保障中发挥作用的各种民间机制，回顾了明清两湖社会保障的演

变轨迹等。 

［主题词］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湖南省/明清时代 

［主题词］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湖北省/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周荣 著 

  

 

［正题名］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周敏著 

［译者］郭南审译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当代女性学者论丛 

［丛编题名］当代女学者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一方面呈现中国古典文学在“性别”与“国家”议题上的特殊风貌，一方

面在书中也适时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它使读者看到中国抒情传统和西方文学传统的异同，

也使人看到中国古典描写艺术的特殊性。 

［主题词］华人社会/研究/美国/文集 

［知识责任］周敏 著 

［次知识责任］郭南审 译 

  

 

［正题名］孙中山先生画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知识责任］李松晨 主编 

［知识责任］王秀峰 主编 

  

 

［正题名］朱德年谱 

［副题名］一八八六—一九七六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殿尧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政治家/年谱/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殿尧 主编 

  

 

［正题名］朱德年谱 

［副题名］一八八六—一九七六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吴殿尧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政治家/年谱/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殿尧 主编 

  

 

［正题名］朱德年谱 

［副题名］一八八六—一九七六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殿尧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政治家/年谱/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殿尧 主编 

  

 

［正题名］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第一责任人］胡颂平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胡颂平先生在他随侍胡适之先生的岁月里，



把胡适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除了编入《年谱长编》的以外，都收入这本书里。 

［主题词］学者/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颂平 著 

  

 

［正题名］人文寻求录 

［副题名］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 

［第一责任人］林同奇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林同奇文集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林同奇先生的 20 篇文章,完整记录了作者在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二

十年来的成果。这在作者亦是一个“人文寻求”（the humanist quest）的路程，它的核心是对

人的叩问。该书获得了著名学者杜维明、王元化、保罗·柯文等的鼎力推荐。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林同奇 著 

  

 

［正题名］制度·言论·心态 

［副题名］《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 

［第一责任人］赵园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学术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编，七章组成。内容为：明清之际文化现象研究—经世·任事，

变兵，游走与播迁，师道与师门；明清之际士人话题研究—君主，井田、封建，文质。 

［主题词］士/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大夫/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赵园 著 

  

 

［正题名］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第一责任人］李宗刚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文史哲博士文丛 

［附注内容］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新式教育下的课程设置与五四文学的发生、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五四

文学的发生、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新式教育下的学生与五四文学的发生等

内容。 

［主题词］教育/关系/新文学 (五四)/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宗刚 著 

  

 



［正题名］“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庆刚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学术文丛 

［附注内容］“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本书对当时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口号的所谓“教育革命”的兴衰发展进行研究，总

结了经验教训。 

［主题词］教育改革/政治运动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1958-1963 

［知识责任］李庆刚 著 

  

 

［正题名］科学翻译影响下的文化变迁 

［副题名］20 世纪初科学翻译的描写研究 

［第一责任人］范祥涛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译学新论丛书 

［附注内容］作者考查了 20 世纪初科学翻译的文化影响的几个方面:科学翻译输入的大量词

汇丰富了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语言,其影响所及甚至达于此后的新文化运动;科学教科书的翻

译促进了科学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普及,改变了世人的知识结构以及思想观念,为科学文

化的成熟打下了基础。 

［主题词］科学技术翻译/研究/20 世纪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20 世纪 

［知识责任］范祥涛 著 

  

 

［正题名］复旦百年 燕曦流芳 

［副题名］复旦大学百年庆典纪念集锦 

［第一责任人］[《复旦百年 燕曦流芳》编委会]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附注内容］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彩色影印的方式，表现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国际

友人对复旦的良好祝愿；第二部分辑录了 2005 年 9 月 24 日上午的瞬间镜头和重要讲话；第

三部分辑录了百年校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的有关资料；第四部分为媒体对复旦百年的评判。 

［主题词］高等学校/校史/纪念文集 

  

 

［正题名］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 

［第一责任人］朱家溍, 丁汝芹著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汇集了现存有价值的清代内廷关于演剧事宜的档案, 以及清人笔记中



关于宫中演剧活动的记载. 

［主题词］戏剧史/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家溍 著 

［知识责任］丁汝芹 著 

  

 

［正题名］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 

［副题名］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 

［第一责任人］李德英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对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佃农地主结构、押租押扣制度、地租形态、地租额、

地租率、佃农经营与生活、佃农地位、主佃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探讨，得出了新

的结论。 

［主题词］租佃关系/经济制度/研究/成都/民国 

［知识责任］李德英 著 

  

 

［正题名］顿挫与嬗变 

［副题名］晚清社会变革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斌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该书通过对晚清社会嬗变的内在及外在因素的剖析,力图以详实的史料来论述

晚清社会变革的酝酿、肇始、起步的历程及其引发的中国近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斌 著 

  

 

［正题名］清史论丛 

［书目卷册］2007 年号 

［副题名］商鸿逵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集 

［第一责任人］李世愉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丛刊 

［知识责任］李世愉 主编 

  

 

［正题名］俄国汉学史 

［副题名］迄于 1917 年 

［第一责任人］阎国栋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汉学/历史/俄罗斯 

［知识责任］阎国栋 著 

  

 

［正题名］郁达夫研究资料索引 

［副题名］1915-2005 

［第一责任人］李杭春,吴秀明,盘剑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知识责任］李杭春 主编 

［知识责任］吴秀明 主编 

［知识责任］盘剑 主编 

  

 

［正题名］严复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董小燕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严复的思想,尤其是严复的政治思想。应该说,

近年来关于严复研究的不断深入,为笔者展 严复的政治思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严复是19世纪末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在唤醒民众树立现代观念的思想启蒙

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政治思想。 

［知识责任］董小燕 著 

  

 

［正题名］史华慈论中国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宋宏编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中国古代思想、中西现代思想、中国政治, 介绍了史华慈思想以及

他的生平。 

［主题词］中国学 

［知识责任］许纪霖 编 

［知识责任］宋宏 编 

  

 

［正题名］江湖 

［副题名］中国近代帮会 

［第一责任人］李树喜主编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名家讲堂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近代剧烈动荡的社会和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无以适从的心理,

介绍了丐帮、斧头帮、青帮、袍哥、会道门组织和因之而叱咤风云的江湖老大们。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树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 

［第一责任人］阎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

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特点、历史成因、存在弊端和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

析。 

［主题词］领导体制/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阎颖 著 

  

 

［正题名］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并列题名］Journal of History China Studies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编委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并列题名］Journal of History China Studies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编委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现代上海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俞克明主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为第三辑收录了 34 篇文章,包括:《浅述松江府城历史、新城崛起与古城

发思考》、《奥运经济与世博经济之比较研究》、《在与长江三角洲共赢共荣中实现上海新一轮

发展》。 

［知识责任］俞克明 主编 



  

 

［正题名］流动与求索 

［副题名］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 

［第一责任人］吴民祥著 

［出版者］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思想论争与教师流动，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教师流动，学术

机构、学术交流与教师流动，政治干预与教师流动等七章。 

［主题词］高等学校/教师/人才流动/研究/中国/1898-1949 

［主题词］教师/高等学校/人才流动/研究/中国/1898-1949 

［主题词］人才流动/教师/高等学校/研究/中国/1898-1949 

［知识责任］吴民祥 著 

  

 

［正题名］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第一责任人］单正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编:现象描述与历史溯源,理论反思与价值判断。包括民族/从天

下到国家的缓慢自觉,甲午/民族主义的爆发与文学转型,陆沉/民族危机意识的文学表达等章

节。 

［主题词］近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民族主义/近代文学/关系/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单正平 著 

  

 

［正题名］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第一责任人］成晓军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综合大量曾国藩留下的著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曾

国藩一生的思想及实践经历, 以及他同他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从曾国藩的人

生哲学、政治观点、治军方略、学问之道、文学创作、教育思想、外交思想等诸多方面, 全

面而深入地剖析曾国藩其人, 探讨分析了他对中国近人文化的深远影响。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成晓军 著 

  

 

［正题名］百年中国奥运 

［第一责任人］王晓华，张庆军著 

［出版者］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中国自近代以来，从被鄙视为“东亚病夫”之国变为运动强国的巨

大变化，记录了中国运动员自强不息、刻苦训练、为国争光，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所取得

的优异成绩。 

［主题词］体育运动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体育/题材/作品集 

［知识责任］王晓华 著 

［知识责任］张庆军 著 

  

 

［正题名］寻踪毛泽民 

［第一责任人］曹宏, 周燕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曹宏 著 

［知识责任］周燕 著 

  

 

［正题名］中国文学编年史 

［第一责任人］陈文新主编 

［丛书］清前中期卷 

［丛书］上 

［第一责任人］鲁小俊本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

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等卷。 

［主题词］文学史/编年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文新 主编 

［知识责任］鲁小俊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学编年史 

［第一责任人］陈文新主编 

［丛书］清前中期卷 

［丛书］下 

［第一责任人］鲁小俊,苗磊本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

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等卷。 

［主题词］文学史/编年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文新 主编 

［知识责任］鲁小俊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苗磊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学编年史 

［第一责任人］陈文新主编 

［丛书］晚清卷 

［译者］王同舟本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

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等卷。 

［主题词］文学史/编年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陈文新 主编 

［知识责任］王同舟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学编年史 

［第一责任人］陈文新主编 

［丛书］当代卷 

［第一责任人］於可训,李遇春本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

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等卷。 

［主题词］文学史/编年史/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文新 主编 

［知识责任］於可训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李遇春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学编年史 

［副题名］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陈文新主编 

［译者］於可训,叶立文本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

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等卷。 

［主题词］文学史/编年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文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於可训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叶立文 本卷主编 

  

 



［正题名］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何培忠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该书共涉及 18 个国家有关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出当代国外中国学研

究的全貌。书中对“汉学”、“中国学”学术脉络的梳理,以及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外中

国学研究领域变化的分析,是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 

［主题词］汉学/研究 

［主题词］中国学/研究 

［知识责任］何培忠 主编 

  

 

［正题名］社会史视角下的近代湖湘文化 

［第一责任人］彭先国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移民与近代湖南士风、晚清湖南士风研究、明清两朝湖南士子

仕途分析、清代湖南商贸及人口流向问题研究等。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湖南/近代 

［知识责任］彭先国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 

［副题名］1949-2002 

［第一责任人］史为乐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政区沿革/中国/1949-2002 

［知识责任］史为乐 编著 

  

 

［正题名］吴佩孚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章君穀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地描述了吴佩孚的一生,在全面记述吴佩孚一生的生活轨迹和行状思

想的同时,重点介绍了吴佩孚的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围绕这些活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 

［知识责任］章君穀 著 

  

 

［正题名］吴佩孚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章君穀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地描述了吴佩孚的一生,在全面记述吴佩孚一生的生活轨迹和行状思

想的同时,重点介绍了吴佩孚的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围绕这些活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 

［知识责任］章君穀 著 

  

 

［正题名］中国革命法制史 

［第一责任人］张希坡, 韩延龙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社科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中国 

［主题词］革命法制史/中国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革命/中国 

［知识责任］张希坡 主编 

［知识责任］韩延龙 主编 

  

 

［正题名］日本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六期 

［第一责任人］徐一平,白水纪子主编 

［译者］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系日文书籍。收录了日本语言、教育、文学、社会、文化等研究领域的论

文。 

［知识责任］徐一平 主编 

［知识责任］白水纪子 主编 

  

 

［正题名］历史的真情 

［副题名］毛泽东两访莫斯科 

［第一责任人］邸延生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1950 年 2 月、1957 年 11 月两访莫斯科与斯大林、

赫鲁晓夫的多次会见与交往为主线,其中还包括毛泽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规划和发展国民经

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进程。 

［知识责任］邸延生 著 

  

 

［正题名］百年前邮政明信片上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俄）Г. П. 图尔莫夫[著] 

［译者］张艳玲译 

［出版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的明信片曾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发售,展示

了中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社会生活。 

［主题词］明信片/世界/近代/图集 

［知识责任］图尔莫夫 著 

［次知识责任］张艳玲 译 

  

 

［正题名］毛泽东与杨 慧 

［第一责任人］王华, 李林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毛泽东和杨 慧的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王华 著 

［知识责任］李林 著 

  

 

［正题名］老爸童小鹏的长征情怀 

［第一责任人］童丹宁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为红军父亲童小鹏收集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分为“长征日记”、“长

征回忆”、“长征报告”、“长征情怀”四部分。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童丹宁 编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珍藏版 

［书目卷册］拾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2006.12 

［附注内容］本书为第四十六辑至第五十辑合订本,书中照片均为 20 年以前拍摄的,一幅或若

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文章围绕照片撰写。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现代 

［主题词］世界史/史料 



  

 

［正题名］中国的妇女与财产 

［副题名］960-1949 年 

［第一责任人］（美）白凯(Kathryn Bernhardt)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03 年初版（218 页） 

［附注内容］本书分七章：宋代至清代女儿的继承权；宋代至清代寡妇的继承权；寡妇与民

国初期的宗祧继承；民国民法中的财产继承；民国民法中的寡妇继承权；民国民法中的女儿

继承权；帝制和民国时期妾的财产权利。 

［主题词］继承法/妇女/法制史/研究/中国/960-1949 

［知识责任］白凯 著 

［知识责任］Bernhardt 著 

  

 

［正题名］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黄宗智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丛编题名］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共产党革命前华北村庄的纠纷和诉讼；共产党革命前华北农村

的民间调解；大清律例与州县审判；清代纠纷处理中的第三领域；清代民事调判制度的两种

型式；诉讼的规模、费用和各种策略；从县官“手册”看清代民事调判；马克斯·韦伯和清

代法律及政治制度等九章。 

［主题词］民法/法制史/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黄宗智 著 

  

 

［正题名］阎锡山实用政治理念与村治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韩玲梅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阎锡山村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阎锡山村治思想的政策化与实施效果、

阎锡山村治体现的实用政治理念的学理分析等内容。 

［主题词］农村/群众自治/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韩玲梅 著 

  

 

［正题名］清园谈戏录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为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近年谈论戏曲的专题文集,其中包括《京剧与传统

文化丛谈》、《胡适与京剧偶记》《谈折子戏》、《谈基础与流派》、《京昆丑角戏》、《由伍子胥

所想到》等篇章,作者以鉴赏的眼光看待京戏,首先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鉴赏是要满足艺术享

受,而这种艺术享受包含了剧中的思想意蕴、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 

［主题词］戏剧/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元化 著 

  

 

［正题名］看不透的日本 

［副题名］中国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 

［第一责任人］李兆忠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梳理了一百多年来我国留日文化精英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戴季

陶等人对日本民族性的探讨。他们当中不乏真知灼见,也有深刻的误读误解,反映出认识日本

真面目的难度。认真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文化、把握日本民族性具有

重要意义。 

［知识责任］李兆忠 编著 

  

 

［正题名］寂寞陈寅恪 

［第一责任人］刘斌等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陈寅恪的传记。 

［主题词］史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刘斌等 编著 

  

 

［正题名］班禅额尔德尼传 

［第一责任人］牙含章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西藏视点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87 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年修订再版。华文出版社于 2000

年将此书编入《西藏视点丛书》出版，现予再版。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传记体裁，论述西藏地区近六百多年历史，上限起自元末明初，下限

到西藏和平解放，班禅返回札什伦布寺。关于这段长达三个世纪的达赖世系和班禅世系对西

藏地区的统治，本书系统地讲述班禅世系，从一世至十世班禅的传记。 

［主题词］世系/佛教/传记/中国/西藏 

［主题词］地方人物/传记/中国/西藏 

［知识责任］牙含章 著 

  



 

［正题名］达赖喇嘛传 

［第一责任人］牙含章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西藏视点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59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内部发行）。1983 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

版。华文出版社于 2000 年将此书编入《西藏视点丛书》出版，现重新印刷。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西藏地区近、现代史的学术性、资料性著作。关于长达三个世纪的

达赖世系和班禅世系对西藏地区的统治，本书系统地讲述达赖世系，从一世至十四世诸达赖

喇嘛的传记。 

［主题词］世系/佛教/传记/中国/西藏 

［主题词］地方人物/传记/中国/西藏 

［知识责任］牙含章 著 

  

 

［正题名］清王朝与西藏 

［第一责任人］赵志忠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西藏视点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清王朝的西藏政策、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出兵西藏的始末、金奔

巴瓶制度的设立、达赖班禅的北京之行等问题。 

［主题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宗教政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赵志忠 著 

  

 

［正题名］张静江、张石铭家族 

［副题名］一个传奇家族的历史纪实 

［第一责任人］张南琛,宋路霞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名门望族] 

［附注内容］本书由张氏家族后人张南琛和近代家族史专家宋路霞合作完成。南浔张氏家族

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部传奇。这个家族从江南古镇走进上海，又从上海走向法国、美国等

西方世界，在近代工商、金融方面，中国文物收藏方面以及对辛亥革命的卓越贡献，成为在

上海滩呼风唤雨、对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的一大名门望族。 

［主题词］家族/浙江/湖州/史料 

［知识责任］张南琛 著 

［知识责任］宋路霞 著 

  

 

［正题名］新编日本近代史 

［并列题名］A new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第一责任人］宋成有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博雅大学堂 历史 

［附注内容］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叙述了风云变幻的日本近代史。 

［主题词］近代史/高等学校/教材/日本 

［知识责任］宋成有 著 

  

 

［正题名］晚清政治新论 

［第一责任人］王 玺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分：《晚清政治与政局》、《清廷的对外态度及外交》、《清廷的预备立宪与

政局》、《中外礼仪之争与跪拜礼仪的废除》、《清廷的洋务运动与财政》。 

［主题词］政治/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 玺 著 

  

 

［正题名］青楼旧影 

［副题名］旧广州的妓院与妓女 

［第一责任人］蒋建国著 

［出版者］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旧时广州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论述了广州娼妓业的历史，揭示妓女生活的真面

目，并以此透视清末广州社会的一些阴影，反映出商业社会的畸形消费生态和文化环境。 

［主题词］娼妓/卖淫问题/历史/广州/近代 

［主题词］社会问题/社会病态/历史/广州/近代 

［知识责任］蒋建国 著 

  

 

［正题名］宋美龄的外交生涯 

［第一责任人］阳雨,张小舟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宋美龄利用自己“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在外交方面赢得成就的

经历。 

［知识责任］阳雨 著 

［知识责任］张小舟 著 

  

 



［正题名］我与东史郎交往 13 年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一个是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晚年因坚持反省谢罪、敢

于说出历史真相,被日本右翼势力围攻、谩骂与诉讼十多年的日本人;一个是任职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对中国抗日战争史有着深入研究,为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

相不断奔走呐喊十多年的中国人。他们之间怎样进行交流与交往,有着什么样的变化与认同

的心路历程,为何成了“忘年交”的故事。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朱成山 著 

  

 

［正题名］中苏关系史纲 

［副题名］1917-1991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主编 

［译者］杨奎松[等]撰稿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中苏关系中的许多

重大事件做出了新的诠释。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17- 1991 

［知识责任］沈志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杨奎松 撰稿 

  

 

［正题名］胡适论治学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陈平原选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胡适经典论丛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陈平原 选编 

  

 

［正题名］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 

［第一责任人］吴良镛等著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丛编题名］人居环境科学丛书 吴良镛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985 工程”二期清华大学本科人才培养建设项目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对张謇 1895 年到 1926 年在南通进行城市建设的 30 年中，领导和创建的



“南通模式”进行了较为整体与系统的研究，涉及到历史理论、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等方面，

对南通人居环境的建设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城市建设/建筑史/中国/南通/近代 

［知识责任］吴良镛 著 

  

 

［正题名］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 

［第一责任人］刘立德,谢春风主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扫盲/教育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刘立德 主编 

［知识责任］谢春风 主编 

  

 

［正题名］下流社会 

［副题名］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 

［第一责任人］（日）三浦展著 

［译者］陆求实,戴铮译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调查资料为基石,以消费市场为切入点,完整地剖析了日本社会各

阶层的价值观及消费模式、思维差异。 

［主题词］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三浦展 著 

［次知识责任］陆求实 译 

［次知识责任］戴铮 译 

  

 

［正题名］晚清理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史革新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 83.3[1994.3] 

［丛编题名］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 63 

［附注内容］1992 年北京师大博士论文 

［知识责任］史革新 著 

  

 

［正题名］清代诗歌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霍有明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3.11[1994.11] 

［丛编题名］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 80 

［主题词］诗歌史/中国/清代(1616-1911) 



［知识责任］霍有明 著 

  

 

［正题名］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 

［副题名］1860-1928 

［第一责任人］苏云峰著 

［译者］吴家莹编校 

［出版者］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3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翔实的史料，对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阶段(1860-1928 年)进行了

精彩的描述。新教育的思想基础的演变、现代学制的建亩、各级学校的发展变化以及推动新

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本书中得到了富有新意的阐释。 

［主题词］教育/研究/中国/1860～1928 

［知识责任］苏云峰 著 

［次知识责任］吴家莹 编校 

  

 

［正题名］帝国与便所 

［副题名］日治时期台湾便所兴建及污物处理 

［第一责任人］董宜秋著 

［译者］国立编译馆主编 

［出版者］台湾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 

［主题词］公共厕所/管理/台湾/1895-1945 

［主题词］环境卫生/管理/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董宜秋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宪法与宪政 

［第一责任人］张世莹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法律/条文/台湾/现代 

［主题词］政治/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张世莹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王炳照主编 

［译者］宋元强等著 

［出版者］五南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83 年[1994] 

［主题词］教育/中国/近代(1600-) 

［知识责任］王炳照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元强 著 

［次知识责任］蔡振生 著 

［次知识责任］苏渭昌 著 

［次知识责任］雷克啸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宪法要义 

［第一责任人］杨日青等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宪法/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杨日青 著 

［知识责任］苏永钦 著 

［知识责任］吴烟村 著 

  

 

［正题名］宪政改革与政治权力 

［第一责任人］陈沧海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宪法/修订/台湾/现代 

［主题词］政治概况/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陈沧海 著 

  

 

［正题名］日据时期台湾新旧文学论争新探 

［第一责任人］国立编译馆主编 

［译者］翁圣峰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文学/评论/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国立编译馆 主编 

［次知识责任］翁圣峰 著 

  

 

［正题名］台湾闽南语辞典 

［第一责任人］国立编译馆主编 

［译者］董忠司总编纂 

［译者］城淑贤, 张屏生编纂 

［出版者］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1 

［主题词］闽南话/中国(台湾省)/辞典 

［知识责任］国立编译馆 主编 

［次知识责任］董忠司 总编纂 



［次知识责任］城淑贤 编纂 

［次知识责任］张屏生 编纂 

  

 

［正题名］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锦珠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1 

［主题词］文学/评论/清末 

［主题词］妇女/研究/清末 

［知识责任］黄锦珠 著 

  

 

［正题名］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淑钿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5 年[1996] 

［丛编题名］文史哲大系 104 

［主题词］诗词/评论/中国/宋代(960-1279) 

［知识责任］吴淑钿 著 

  

 

［正题名］晚清诗研究 

［第一责任人］魏仲佑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4 年[1995] 

［丛编题名］文史哲大系 98 

［主题词］诗歌/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魏仲佑 著 

  

 

［正题名］当代新儒家人物论 

［第一责任人］刘述先等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 83.2(1994.2) 

［丛编题名］鹅湖学术丛刊 23 

［丛编题名］第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议论文集 1 

［知识责任］刘述先 著 

［次知识责任］李明辉 主编 

  

 

［正题名］粱漱溟学说评论 

［第一责任人］谭宇权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文史哲大系 141 

［知识责任］谭宇权 著 

  

 

［正题名］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 

［第一责任人］王力坚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文史哲大系 200 

［主题词］文学/历史/研究/清代（1644-1912） 

［主题词］妇女文学/评论/清代（1644-1912） 

［知识责任］王力坚 著 

  

 

［正题名］廖平经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文豪撰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 84.2(1995.2) 

［丛编题名］硕士文库 

［丛编题名］英彦丛刊 8 

［附注内容］附参考书目 

［知识责任］陈文豪 撰 

  

 

［正题名］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 

［副题名］1895--1911 

［第一责任人］方平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 许纪霖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 1895-1911 年晚清时期对上海公共领域的研究。本书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与国家、维新运动与公共领域的兴起、民办报刊与公共领域的舆

论表达、民间社团与公共领域的组织建构、自律性交往场所与公共领域的空间拓展、公共领

域的整合与市民阶级的兴起、公共领域的社会动员与民族主义风潮等。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上海/1895-1911 

［知识责任］方平 著 

  

 

［正题名］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 

［并列题名］The emperor syste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modern 

society 

［第一责任人］杨熙楠, 铃木正三主编 

［译者］土肥昭夫等著 



［译者］查常平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历代基督思想经典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获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书社)授权出版简体字版 

［附注内容］本书选自已经在日本公 出版的几部著著: 《近现代天皇制》、《天皇制神学批

判》、《大尝祭》, 属于十位日本著名基督教学者的文章。 

［主题词］天皇制度/关系/基督教/研究/日本/文集 

［知识责任］杨熙楠 主编 

［知识责任］铃木正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土肥昭夫 著 

［次知识责任］查常平 译 

  

 

［正题名］人事新语 

［第一责任人］曹聚仁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曹聚仁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收录了京居二月记、故宫残影、漫游之余、新与旧、京剧与昆剧、地

方戏曲、新声初试、记梅兰芳等。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曹聚仁 著 

  

 

［正题名］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 

［第一责任人］曹聚仁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曹聚仁作品系列 

［主题词］通讯/特写/中国/当代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曹聚仁 著 

  

 

［正题名］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 

［第一责任人］曹聚仁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曹聚仁作品系列 

［主题词］通讯/特写/中国/当代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曹聚仁 著 

  



 

［正题名］段祺瑞年谱 

［第一责任人］胡晓编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安徽近现代人物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 

［主题词］北洋军 /年谱/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晓 编著 

  

 

［正题名］钱基博年谱 

［第一责任人］傅宏星编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华大学人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年谱》分四卷,第一卷上溯至钱氏家族史,止于 1923 年 ;第二、三卷分别是 1924

年至 1936 年,1937 年至 1945 年,是钱基博大学执教期。第四卷是 1945 年以后,在武汉的十年。 

［知识责任］傅宏星 编著 

  

 

［正题名］布衣史官 

［副题名］万斯同传 

［第一责任人］朱端强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主题词］史学家/传记/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端强 著 

  

 

［正题名］学贯中西 

［副题名］李善兰传 

［第一责任人］杨自强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主题词］科学家/传记/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杨自强 著 

  

 

［正题名］都市文人 



［副题名］张岱传 

［第一责任人］佘德余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主题词］文学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佘德余 著 

  

 

［正题名］五四健将 

［副题名］罗家伦传 

［第一责任人］陈明珠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主题词］教育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明珠 著 

  

 

［正题名］博大之宗 

［副题名］朱彝尊传 

［第一责任人］王利民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主题词］文学家/传记/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彝尊 

［知识责任］王利民 著 

  

 

［正题名］天盖遗民 

［副题名］吕留良传 

［第一责任人］俞国林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主题词］思想家/传记/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俞国林 著 

  

 

［正题名］荣宗敬 荣德生传 

［副题名］荣氏家族企业的创始人 

［第一责任人］桑逢康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民族大实业家传记系列 赵云声主编 

［主题词］企业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桑逢康 著 

  

 

［正题名］奇人王世襄 

［副题名］名家笔下的俪松居主人 

［第一责任人］张中行等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史学家/人物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中行 等著 

  

 

［正题名］谭延闿 

［副题名］政坛不倒翁 

［第一责任人］许顺富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现代人物探索书系 

［附注内容］谭延闿是清末 后一科科举考试的会元,这位被称为政坛不倒翁的政治家曾经

是名震朝野的显要人物。本书讲述了他的家学渊源、学习经历、从政事迹、尤其是他一生中

为重要的几个转折点及其事件经过,向人们展示一个政治家的无穷魅力。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许顺富 著 

  

 

［正题名］孤帆远影碧空尽 

［第一责任人］徐鲁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城市文化丛书 

［主题词］文化史/湖北/武汉/史料 

［知识责任］徐鲁 著 

  

 

［正题名］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第一责任人］朱本源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西方历史思维模式的演进历程。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朱本源 著 

  

 

［正题名］刘半农传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文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 

［第一责任人］严昌洪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严昌洪 著 

  

 

［正题名］清华历史讲堂初编 

［第一责任人］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三联讲坛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清华大学教授的授课讲稿和海内外学者、专家在清华的特邀演讲，内

容重在历史和思想文化研究学术前沿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采用新方法，诠释新材料。初编

收有李学勤、李零、汪晖、葛兆光、阎步克、彭林等 17 位教授近年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题词］中国历史/文集 

  

 

［正题名］学苑春秋 

［副题名］20 世纪国学大师档案 

［第一责任人］任士英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涉及 38 位国学大师的行状与事功, 尤重提炼和概括大师的治学理念、方

法以及独特的思想价值观。 

［主题词］国学/名人/生平事迹/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社会科学家/生平事迹/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任士英 主编 

  

 

［正题名］剑桥中国明代史 

［副题名］1368-1644 年 



［书目卷册］下卷 

［并列题名］The Ming dynasty 

［副题名］1368-1644 

［书目卷册］part 2 

［第一责任人］（英）崔瑞德，（美）牟复礼编 

［译者］杨品泉…[等]译 

［译者］杨品泉校订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剑桥中国史 （英）崔瑞德，（美）费正清总主编 第 8 卷 

［主题词］明代/历史/1368-1644 

［知识责任］费正清 总主编 

［知识责任］崔瑞德 总主编 

［知识责任］崔瑞德 编 

［知识责任］牟复礼 编 

［次知识责任］杨品泉 译 

［次知识责任］吕昭义 译 

［次知识责任］吕昭河 译 

［次知识责任］陈永革 译 

［次知识责任］杨品泉 校订 

  

 

［正题名］一生紧随毛泽东 

［副题名］回忆我的父亲 国上将陈士榘 

［第一责任人］金汕， 陈义风著 

［译者］陈人康策划、口述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高层人物传记丛书 

［主题词］军事家/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金汕 著 

［知识责任］陈义风 著 

［次知识责任］陈人康 策划、口述 

  

 

［正题名］清代理学史 

［第一责任人］龚书铎主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史革新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将清代理学分为三个时期：一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二为乾隆、嘉庆

及于道光中叶；三为道光中叶，历经咸丰、同治、光绪，至宣统三年（1911）。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主题词］古代哲学/中国/清代 

［主题词］理学/思想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主编 

［知识责任］史革新 著 

  

 

［正题名］清代理学史 

［第一责任人］龚书铎主编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李凡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将清代理学分为三个时期：一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二为乾隆、嘉庆

及于道光中叶；三为道光中叶，历经咸丰、同治、光绪，至宣统三年（1911）。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主题词］古代哲学/中国/清代 

［主题词］理学/思想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主编 

［知识责任］李凡 著 

  

 

［正题名］清代理学史 

［第一责任人］龚书铎主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昭军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将清代理学分为三个时期：一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二为乾隆、嘉庆

及于道光中叶；三为道光中叶，历经咸丰、同治、光绪，至宣统三年（1911）。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主题词］古代哲学/中国/清代 

［主题词］理学/思想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主编 

［知识责任］张昭军 著 

  

 

［正题名］民国人物大辞典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徐友春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辞典所收民国时期人物范围：㈠政治界；㈡军事界；㈢经济界；㈣科技界；

㈤文教界；㈥宗教界；㈦民间艺人及其它社会知名人士。 

［主题词］名人/中国/民国/词典 



［知识责任］徐友春 主编 

  

 

［正题名］民国人物大辞典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徐友春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辞典所收民国时期人物范围：㈠政治界；㈡军事界；㈢经济界；㈣科技界；

㈤文教界；㈥宗教界；㈦民间艺人及其它社会知名人士。 

［主题词］名人/中国/民国/词典 

［知识责任］徐友春 主编 

  

 

［正题名］新旧历史学 

［并列题名］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Critical Essays and Reappaisals 

［第一责任人］（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著 

［译者］余伟译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初版于 1987 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

20 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和历史写作做了成功的梳理，并作出精湛的批评。所谓新史

学和旧史学并不能确指具体的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方法，因为总会有更多新新史学

产生，使原来的“新史学”变成“旧史学”。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世界/20 世纪 

［知识责任］希梅尔法布 著 

［知识责任］Himmelfarb 著 

［次知识责任］余伟 译 

  

 

［正题名］樊山政书 

［第一责任人］樊增祥著 

［译者］那思陆，孙家红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该书二十卷，收录了作者 1901—1910 年间的公牍。内容丰富，真实地反映了

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方面的状况，史料价值极高，历来广为重视、摘引。

此书经点校后于使用更加方便，可为相关研究人员案头常备之书。 

［主题词］政书/中国/1901-1910 

［知识责任］樊增祥 著 

［次知识责任］那思陆 点校 

［次知识责任］孙家红 点校 

  

 



［正题名］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郭连友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对日本幕末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改革志士吉田松阴的思想形成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并分为“鸦片战争与吉田松阴”、“太平天国与吉田松阴”等八章。 

［主题词］中世纪哲学/哲学思想/研究/日本 

［主题词］哲学思想/影响/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郭连友 著 

  

 

［正题名］清代嫁妆研究 

［第一责任人］毛立平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19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毛立平 著 

  

 

［正题名］大人家 

［第一责任人］胡思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上海海派文化重要代表人物胡治藩、金素文及其家族史。并涉及海派

文化特别是海派戏剧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周信芳、欧阳予倩等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许

多重要文化活动的资料, 从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主题词］家族/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胡思华 著 

  

 

［正题名］我的八十五年 

［副题名］从西北到东北 

［第一责任人］张秀山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作者追述了 85 个春秋,67 年革命生涯。全面阐述了青

少年学生时代、军 部队中的兵运工作、打入军 部队、陕甘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等内容。 

［主题词］革命干部/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秀山 著 

  

 

［正题名］上海档案史料研究 

［书目卷册］第二辑 



［并列题名］Shanghai archives & records studies 

［第一责任人］邢建榕主编 

［译者］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2 

［丛编题名］上海档案史料研究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特稿、专题研究、口述历史、档案指南、档案架等栏目,收录了《近

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东西部经济关系》、《抗战时期上海银钱业关系初探》等文章。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上海市/丛刊 

［知识责任］邢建榕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 

［副题名］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龚郭清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附注内容］本书立足于内涵“自由”价值尺度的“现代化史观”，聚焦于戊戌维新时期康

有为政治改革思想，阐述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政治文明构建过程中所

起的重要奠基作用。著者认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心目中的近代政治文明，由“通变宜民”

的价值理想、“君主立宪”的制度建构和“社会自治”的民间基础三大部分组成。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戊戌变法/政治思想/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龚郭清 著 

  

 

［正题名］戊戌变法史研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黄彰健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 12 篇论文,包括《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活动》、《论

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答汪荣祖先生》等。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 

［知识责任］黄彰健 著 

  

 

［正题名］戊戌变法史研究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黄彰健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 12 篇论文,包括《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活动》、《论

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答汪荣祖先生》等。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 

［知识责任］黄彰健 著 

  

 

［正题名］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 

［第一责任人］刘岳兵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4 

［附注内容］本书涉及中日近代思想及其交流与相互认识的若干问题,分成日本近代思想与

儒学、现代中日儒学知识共同体、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情感与理智、附录等四个部分。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日本/近代/现代 

［主题词］儒学/思想/研究/中国/日本/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刘岳兵 著 

  

 

［正题名］端方与清末新政 

［第一责任人］张海林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附注内容］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清末渐进主义改革派代表人物端方的学术著作。包括:变局

中崛起、初任方面大员、出洋考察宪政、端方与两江政治改良、改良社会风俗与文化环境等

内容。 

［主题词］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海林 著 

  

 

［正题名］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 

［第一责任人］杨牧之主编 

［译者］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古籍整理/图书目录/中国/1949- 

［知识责任］杨牧之 主编 

  

 

［正题名］中国留学史论稿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4 

［丛编题名］南 史学家论丛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近三十年来发表的关于留学生的论文 30 余篇，内容主要涉及总体考

察、具体国别的研究，还有对不同时期留学状况的评述等。 

［主题词］留学教育/教育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喜所 著 



  

 

［正题名］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栋梁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4 

［丛编题名］南 史学家论丛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对战后日本经济起步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移植、战后经济改革、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日本的动向以及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等进行研究。 

［主题词］经济政策/经济史/研究/日本/1945- 

［知识责任］杨栋梁 著 

  

 

［正题名］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旭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政权组织、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民众生活

等方面的全面解析,来还原和透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社会历史,揭露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罪恶,歌颂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精神。 

［主题词］地方史/社会史/研究/湖北/1937-1945 

［主题词］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史/研究/湖北/1937-1945 

［主题词］敌占区/社会史/研究/湖北/1937-1945 

［知识责任］徐旭阳 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主建国会史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 

［出版者］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正题名］东至周氏家传 

［第一责任人］王忠和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安徽省东至县周氏家族自周馥始，四五代中人才济济，在政界、商

界、学界以及收藏界影响颇巨。本书详尽地描述了周馥、周学海、周学熙、周叔弢、周一良

等人的生平经历，以及他们子女的状况，展现了周氏家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知识责任］王忠和 著 

  

 

［正题名］项城袁氏家传 

［第一责任人］王忠和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地描述了袁氏家族七代人的生平,及其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影响。项城

袁氏家族出了袁甲三、袁保中、袁世凯、袁克文、袁家骝等人，五、六代人中，有大政治家、

大军事家、大文人、大科学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有巨大影响的家族。 

［主题词］家族/研究/河南/项城/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王忠和 著 

  

 

［正题名］奉天三十年 1883--1913 

［副题名］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 

［并列题名］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 

［副题名］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 

［第一责任人］（英）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著 

［译者］（英） 伊泽·英格利斯(Iza Inglis)编 

［译者］张士尊, 信丹娜译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为英国来华传教医师, 中文名司督 。本书通过自己在奉天传教行医

三十年的经历，记述了东北风云变幻 为复杂的时期的社会历史风貌。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沈阳/1883--1913 

［知识责任］克里斯蒂 著 

［知识责任］Christie 著 

［知识责任］克里斯蒂（司督 夫人） 编 

［次知识责任］英格利斯 编 

［次知识责任］Inglis 编 

［次知识责任］张士尊 译 

［次知识责任］信丹娜 译 

  

 

［正题名］从汉学到中国学 

［副题名］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 

［第一责任人］钱婉约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从“日本中国学”的宏观视角着眼，论述从“汉学”到“中国学”的学术

史历程，包括在这一特定时空中日本学界对中国“语文”把握的转变、“书物”的传递以及

经典性学者的学术建树与“中国观”内涵的诸层面特征。 

［主题词］汉学/研究/日本/近代 

［主题词］中国学/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钱婉约 著 

  

 



［正题名］东亚共同体与共同文化认知 

［副题名］中日韩三国学者对话 

［第一责任人］王柯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是编者根据 2005 年杭州“东亚的文化人与共同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

日韩学者发言的主题编辑而成。内容包括：“东亚的文化空间”、“东亚共同文化认知的先行

者”、“超越东亚｀近代＇的实践”、“寻找通向东亚共同文化认知的桥梁”、“东亚共同体：在

理想与现实之间”五个部分。 

［主题词］文化交流/研究/东亚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东亚 

［主题词］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东亚 

［主题词］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东亚 

［知识责任］王柯 编 

  

 

［正题名］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结构史论 

［并列题名］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rporat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governed by the northern 

warlords 

［第一责任人］李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丛编题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 青年文库 

［附注内容］该书是迄今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北洋政府时期企业的专著。作者在梳理了企业

制度建设的社会与法制环境之后，从发起人、股东会、董事与监察人、股份、股票、股息等

机制层面对这一时期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进行了重点剖析，并分别评介了同一时期的无限公

司、两合公司与股份两合公司的制度特征与运作实情。同时，对北洋政府时期官商合办、中

外合办以及合伙机制的制度结构与制约因素等进行了专论。 

［主题词］企业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企业体制/企业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玉 著 

  

 

［正题名］《大清律例》与清代的社会控制 

［第一责任人］沈大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丛编题名］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剖析清代的法律和社会关系，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法

律在传统社会中起到怎样的控制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等等。 

［主题词］法制史/清律/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大明 著 

  

 



［正题名］陈垣史源学杂文 

［第一责任人］陈智超编注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历史/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陈智超 编注 

  

 

［正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 

［并列题名］Collected Ar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siwan 

［第一责任人］刘宝明主编 

［书目卷册］第Ⅰ卷 

［第一责任人］许良国卷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主题词］少数民族/研究/台湾/文集 

［知识责任］刘宝明 主编 

［知识责任］许良国 卷主编 

  

 

［正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 

［并列题名］Collected Ar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siwan 

［第一责任人］刘宝明主编 

［书目卷册］第Ⅱ卷 

［第一责任人］张崇根卷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主题词］少数民族/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刘宝明 主编 

［知识责任］张崇根 卷主编 

  

 

［正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 

［并列题名］Collected Ar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siwan 

［第一责任人］刘宝明主编 

［书目卷册］第Ⅲ卷 

［第一责任人］吴安其卷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主题词］少数民族/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刘宝明 主编 



［知识责任］吴安其 卷主编 

  

 

［正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 

［并列题名］Collected Ar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siwan 

［第一责任人］刘宝明主编 

［书目卷册］第Ⅳ卷 

［第一责任人］曾思奇卷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主题词］少数民族/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刘宝明 主编 

［知识责任］曾思奇 卷主编 

  

 

［正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 

［并列题名］Collected Ar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siwan 

［第一责任人］刘宝明主编 

［书目卷册］第Ⅴ卷 

［第一责任人］曾思奇卷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主题词］少数民族/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刘宝明 主编 

［知识责任］曾思奇 卷主编 

  

 

［正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 

［并列题名］Collected Ar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siwan 

［第一责任人］刘宝明主编 

［书目卷册］第Ⅵ卷 

［第一责任人］张海洋卷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主题词］少数民族/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刘宝明 主编 

［知识责任］张海洋 卷主编 

  

 

［正题名］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 

［副题名］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 



［第一责任人］桑兵，关晓红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5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主题词］近代哲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哲学学派/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桑兵 主编 

［知识责任］关晓红 主编 

  

 

［正题名］陕西社会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田培栋著 

［出版者］三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附注内容］本书对陕西地区，从西周时期到明清时代的经济，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指出陕西商人在西北经济活动中的重大作用。 

［主题词］中国经济史/研究/陕西/古代 

［主题词］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陕西/古代 

［知识责任］田培栋 著 

  

 

［正题名］京剧大师程砚秋 

［第一责任人］胡金兆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丛编题名］百年文化中国 

［主题词］戏剧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胡金兆 著 

  

 

［正题名］从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的转化与跨越 

［副题名］孙中山伦理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春晖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伦理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朱春晖 著 

  

 

［正题名］史家与史学 

［第一责任人］王家范著 

［出版者］广西师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上海贝贝特·二十一世纪人文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回溯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探寻吕思勉、许思园、范文澜、张荫麟、

萧一山、柳诒徵等 有成就与影响的史学大家的学术追求与人格魅力,同情地理解、分析特

殊历史境遇中的思想遭遇与人生遭遇,并从整体上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做出自己的考量。 

［主题词］史学家/思想评论/中国/20 世纪/文集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 

［知识责任］王家范 著 

  

 

［正题名］太后垂帘 

［副题名］慈禧奕訢政变记 

［副题名］公元 1861 年 

［第一责任人］王 玺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4 

［丛编题名］大史记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以慈禧如何从一个嫔妃，通过祺祥政变，走上清廷 高权力宝座为线索，

对祺祥政变发生的背景、经过、后果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进而对慈禧与奕訢成功发动政变的

原因及其统治进行了历史反思。 

［主题词］历史事件/史料/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 玺 著 

  

 

［正题名］江湖行当 

［第一责任人］连阔如遗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丛编题名］江湖丛谈 

［附注内容］本书为著名评书艺术家连阔如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云游客”为笔名，在北平

《时言报》发表长篇连载《江湖丛谈》，后时言报社将其结集成书，是我国现今仅存的一部

客观而又比较全面地介绍江湖行当、行话和内幕的书籍。1995 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05

年再版。现以《江湖行当》、《江湖黑幕》为名，分为两集出版。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社会问题/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曲艺史/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连阔如 遗著 

  

 

［正题名］江湖黑幕 

［第一责任人］连阔如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江湖丛谈 

［附注内容］本书为著名评书艺术家连阔如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云游客”为笔名，在北平

《时言报》发表长篇连载《江湖丛谈》，后时言报社将其结集成书，是我国现今仅存的一部



客观而又比较全面地介绍江湖行当、行话和内幕的书籍。1995 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05

年再版。现以《江湖行当》、《江湖黑幕》为名，分为两集出版。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社会问题/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连阔如 著 

  

 

［正题名］清朝十大科场案 

［第一责任人］李国荣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附注内容］本书在废除科举制度百年之时研究科举的是非功过，从清代科场个案的独特视

角来解读科举制，透视中国延续 1300 年的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 

［主题词］科举考试/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国荣 著 

  

 

［正题名］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一责任人］傅国涌著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附注内容］本书再现了一百多个民国时期社会不同层面的代表人物和民国史事。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民国/历史/史料 

［知识责任］傅国涌 著 

  

 

［正题名］晚清史治要 

［第一责任人］戚其章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4 

［附注内容］本书就晚清近代化的启动与挫折、社会思潮的演变、从洋务运动到瓜分危机的

历程、教案与义和团发展的轨迹等几个方面，对晚清社会历史进行考察。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戚其章 著 

  

 

［正题名］京师梨园故居 

［第一责任人］刘嵩崑著 

［出版者］江西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丛编题名］京师梨园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选取了北京的 100 位梨园名伶的故居，详述了故居的概况及主人不平凡的

经历。 



［主题词］艺术家/京剧/生平事迹/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京剧/艺术家/故居/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刘嵩崑 著 

  

 

［正题名］京师梨园轶事 

［第一责任人］刘嵩崑著 

［出版者］江西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丛编题名］京师梨园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了北京京剧著名艺术家的从艺生涯和梨园趣事。 

［主题词］京剧/艺术家/生平事迹/北京 

［主题词］京剧/史料/北京 

［知识责任］刘嵩崑 著 

  

 

［正题名］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编纂组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附注内容］本书是专述明清北京皇家坛庙的史志类出版物，涉及明清、民国史籍百多种，

显现了明清时代的辉煌，民国时代的劫难。为北京明清皇家坛庙史的研究、明清封建社会典

章制度的研究及北京地方史的研究资料增添了新的资料。 

［主题词］名胜古迹/史料/北京 

  

 

［正题名］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 

［第一责任人］郑海麟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4 

［附注内容］钓鱼岛问题不仅是中日关系的焦点，也是全球华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本书运用

语言学、地理学、史料考据学、地质构造学及国际法原理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考察、分析

得出钓鱼岛主权归属于中国的结论。 

［主题词］边界问题/钓鱼岛问题/研究/中国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郑海麟 著 

  

 

［正题名］新史学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感觉·图像·叙事 

［第一责任人］杨念群卷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4 



［附注内容］本书从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地方性

知识、后现代等命题进行阐发，反映了中国感觉图像和叙事的研究现状。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杨念群 卷主编 

  

 

［正题名］1908 帝国往事 

［第一责任人］张研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附注内容］本书按时间顺序排列，把中国在 1908 年中国发生的众多大事，以政治要闻、

经济要闻、社会要闻的形式分类编排，勾勒了一幅独特的清末画卷，显示出清朝的统治已到

穷途末路。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1908 

［知识责任］张研 著 

  

 

［正题名］封面中国 

［副题名］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 

［第一责任人］李辉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23-1946 年间，美国《时代》杂志封面刊登的与中国命运相关的中外

人物为引，重新讲述中国现代波澜壮阔的历史与风云人物。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23-1946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1923-1946 

［知识责任］李辉 著 

  

 

［正题名］英帝国与中国西藏 

［副题名］1937-1947 

［第一责任人］张永攀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丛编题名］新国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汕头大学 211 工程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 1937 年至 1947 年英帝国直接渗透西藏的 后十年，通过“前进政

策”、“七点行动计划”、“控制前进手段”、“蒙古地缘带计划”等手段,在西藏达旺、察隅、

珞瑜地区逐步推进其势力。同时，在西藏的政治地位以及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上，英

帝国依照二战的形势变化不断更新变换其西藏政策。 

［主题词］西藏问题/中英关系/研究/1937-1947 

［主题词］中英关系/西藏问题/研究/1937-1947 

［知识责任］张永攀 著 

  



 

［正题名］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并列题名］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第一责任人］卢勋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法学社会学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的诸种因素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

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 

［主题词］民族凝聚力/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卢勋 著 

  

 

［正题名］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并列题名］China Eine Weltmacht Kehrt Zuruck 

［第一责任人］（德）康拉德·赛茨著 

［译者］许文敏,李卡宁译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7.4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曾于 1995-1999 年出任驻华大使，是当前德国及欧洲颇有影响的中国

问题专家之一。 

［主题词］政治/评论/中国/当代 

［主题词］经济建设/评论/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赛茨 著 

［知识责任］Seitz 著 

［次知识责任］许文敏 译 

［次知识责任］李卡宁 译 

  

 

［正题名］中国近代学术史 

［第一责任人］麻天祥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丛编题名］名家学术 三宝斋学术著作四种 

［附注内容］本书 12 章,60 余万言,从文化哲学的角度,集中表述中国近代古今中西文化争论

及选择与趋同的理念,为近代学术的变、合提供理论根据。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麻天祥 著 

  

 

［正题名］香港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一责任人］（英） 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elsh)著 

［译者］王皖强, 黄亚红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全面叙述了 1838 年到 1990 年间香港的发展历史，对一些重大事件

和问题，如律劳卑使团、港脚贸易、德庇时突袭、两次鸦片战争、英国强占香港岛、九龙、

战后香港的发展等，引证了大量原始史料加以论述，分析了英国国内政治对英国对华政策以

及香港前途的影响。 

［主题词］香港特别行政区/地方史 

［知识责任］韦尔什 著 

［知识责任］Welsh 著 

［次知识责任］王皖强 译 

［次知识责任］黄亚红 译 

  

 

［正题名］英汉大词典 

［并列题名］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陆谷孙主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双解词典/英语/汉语 

［知识责任］陆谷孙 主编 

  

 

［正题名］中共眼里的苏联模式 

［第一责任人］邢和明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苏联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邢和明 著 

  

 

［正题名］施琅将军传 

［第一责任人］施伟青撰文 

［译者］施玉森摄影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的一生。内容包括有：事戎海上、从副将到水师

提督、以内大臣复任水师提督、专征台湾、对两岸的贡献等。 

［知识责任］施伟青 撰文 

［次知识责任］施玉森 摄影 

  



 

［正题名］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 

［第一责任人］张成权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5 

［丛编题名］近代皖人话国是小丛书 

［附注内容］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王茂荫传略、首倡“行钞币”、币制改革 始实施、咸丰纸币

的出台、短暂的户部右侍郎、纸币发行理论、“信为国之宝”等八部分。 

［主题词］货币改革/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成权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 

［第一责任人］龚延明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 43 篇文章，分四编，官制研究、科举制研究、职官科举文献与制度

考论、书评。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龚延明 著 

  

 

［正题名］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 

［副题名］旅美学者自述 

［第一责任人］王斑, 钟雪萍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学者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十多位旅美学者在美国大学课堂上教授和研究中国文学、社会、历

史、文化时的切身体验, 他们本着独立而又批判的立场, 为读者提供了一部颇肯思想深度的

改写出国留学的“成长小说”。 

［主题词］中国学/高等教育/美国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美关系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交流/美国/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斑 编 

［知识责任］钟雪萍 编 

  

 

［正题名］往事琐记 

［第一责任人］林利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回忆录介绍了林利同志本人几个时期的经历、接触过的人和事。包括对父亲林

伯渠同志的回忆片段。 

［知识责任］林利 著 

  

 

［正题名］风鸣华冈 

［副题名］张其昀传 

［第一责任人］王永太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万斌主编 

［附注内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工程 

［附注内容］张其昀是一位学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地略学（国家战略学、或者

称为国势学）的 创者，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台湾现代教育体系的奠基者、台湾中文大学的

创办者)，同时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其前半生在大陆，后半生在台湾。本书作为传

记对张其昀一生、特别是学术成就进行了概述。 

［知识责任］王永太 著 

  

 

［正题名］中日经贸关系六十年 

［副题名］1945-2005 

［第一责任人］程永明,石其宝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社科论丛 

［附注内容］天津社会科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2005 年度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全书分十二章:战后中日贸易关系的 端(1945～1949)、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日

经贸关系(1950～1952)、中日民间贸易的展 (1953～1958)等。 

［主题词］中日关系/经济交流/研究/1945～2005 

［主题词］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中国/日本/1945～2005 

［知识责任］程永明 著 

［知识责任］石其宝 著 

  

 

［正题名］西方近代初等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钟文芳著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书从近代西方初等教育的发端着手，运用历史比较、案例分析、叙事研究等

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视角，以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

的初等教育发展为典型案例，抓住了西方近代初等教育的特性，系统地阐述了西方近代初等



教育的发展。 

［主题词］初等教育/教育史/西方国家/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西方国家/近代 

［知识责任］钟文芳 著 

  

 

［正题名］徐州抗战史实 

［丛书］徐州抗日英雄谱 

［第一责任人］王继庭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走访了苏、鲁、豫、皖抗日志士及其亲属 400 余人。通过真切的回忆、

朴实的表达,介绍了英雄们的壮举,激发起无比崇高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 

［主题词］抗日战争/徐州市/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民族英雄/生平事迹/徐州市 

［主题词］民族英雄/生平事迹/徐州市 

［知识责任］王继庭 著 

  

 

［正题名］徐州抗战史实 

［丛书］直击徐州沦陷 

［第一责任人］王继庭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一一寻访了日寇侵略徐州的见证人,并且真实记录下他们的亲历亲感,

让更多的后来者永远铭记历史。 

［主题词］抗日战争/徐州市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 

［知识责任］王继庭 著 

  

 

［正题名］俄国社会史 

［副题名］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

初）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Бориc Николаеви

ч Миронов）著 

［译者］张广翔…（等）译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人文前沿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引用了 3500 多种文献、8 家档案馆的档案；配有 102 个统计表和 50 个统

计附表等，涉及了俄国的个人主义、公民社会、法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城乡关系，阶级、

阶层、妇女生育等问题。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俄罗斯 

［知识责任］米罗诺夫 著 

［知识责任］Миронов 著 

［次知识责任］张广翔 译 

  

 

［正题名］俄国社会史 

［副题名］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

初）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Бориc Николаеви

ч Миронов）著 

［译者］张广翔…（等）译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人文前沿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引用了 3500 多种文献、8 家档案馆的档案；配有 102 个统计表和 50 个统

计附表等，涉及了俄国的个人主义、公民社会、法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城乡关系，阶级、

阶层、妇女生育等问题。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俄罗斯 

［知识责任］米罗诺夫 著 

［知识责任］Миронов 著 

［次知识责任］张广翔 译 

  

 

［正题名］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 

［第一责任人］葛兆光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 葛兆光卷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葛兆光 著 

  

 

［正题名］新史学 

［并列题名］the new history conf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副题名］自白与对话 

［第一责任人］（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 

［译者］彭刚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历史的观念译丛 

［主题词］史学/研究 

［知识责任］帕拉蕾丝-伯克 编 



［次知识责任］彭刚 译 

  

 

［正题名］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 

［副题名］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第一责任人］张国刚,吴莉苇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社会·经济·观念史丛书 

［附注内容］全书从三个层面(宗教背景下的中国观、政治导向下的中国观和大众生活里的

中国观)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了 16-19 世纪欧洲启蒙学者的中国文化观的演变。这些变化的产

生源于他们对基督教、欧洲政治体系和大众生活的不断反思以及对事物认识的日益进步。 

［主题词］汉学/研究/欧洲/17-18 世纪 

［知识责任］张国刚 著 

［知识责任］吴莉苇 著 

  

 

［正题名］中国翻译教学五十年回眸 

［副题名］1951-2005 中国翻译教学研究论文、论著索引 

［并列题名］Index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studies in China 1951-2005 

［第一责任人］文军主编 

［出版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丛编题名］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951 年-2005 年中国出版物中有关翻译教学的论文和论著的相关

信息,并附有作者索引及关键词索引。 

［主题词］翻译/教学研究/中国/1951-2005/索引 

［知识责任］文军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印章史 

［第一责任人］王廷卡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印章作为信物，从产生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玺印有私印和官印之分， 初的

玺印是私印和官印之分，因此有制作和使用的习惯而无制度，后政府将玺印作为信物后，官

印制度才逐渐形成；玺印制作和篆刻艺术还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究其原因，当然主要与中国

使用的字体方整的形象文字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本书对玺印的制作及其艺术成就、在历史

上发挥的作用，一一进行了较为详细和具体的研究论述。 

［主题词］印章/艺术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印章/图谱/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廷卡 著 

  

 



［正题名］会馆 

［第一责任人］王熹，杨帆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 段柄仁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反映北京独特风貌的丛书《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中之一册，主

要介绍了会馆的起源，会馆的类型，会馆与科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现状的关系。 

［主题词］会馆公所/简介/北京市 

［知识责任］王熹 著 

［知识责任］杨帆 著 

［知识责任］段柄仁 丛书主编 

  

 

［正题名］老字号 

［第一责任人］王红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中之一册，介绍了老字号的由来，北京

商业老字号的出现，京城各个行业老字号的代表等。 

［主题词］地方史/简介/北京市 

［主题词］工商企业/简介/北京市 

［知识责任］王红 著 

  

 

［正题名］林徽因传 

［副题名］一代才女的心路历程 

［第一责任人］林杉著 

［出版者］九州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出版日期］2006.4 第 3 次印刷 

［附注内容］林徽因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

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三十年代初，与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种国古代建筑，成为这

个学术领域的 拓者；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1949 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

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的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

雄纪念碑的设计，为民族及国家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林杉 著 

  

 

［正题名］港督话神州（外一种） 

［第一责任人］亨利·阿瑟·布莱克（Henry Arthur Blake）著 

［译者］余静娴译 

［第一责任人］阿瑟·哈罗德·希思著 



［译者］冯延群，陈淑英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亲历中国丛书 耿昇，李国庆主编 

［附注内容］布莱克（1840-1918）生于爱尔兰。在 1898-1903 年间，受英国政府委派，出

任驻香港总督。期间正值西方列强窥伺中国，清政府日益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此时，

他走访了中国大陆许多地区。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及注重事实地思维定式，对中国的地理

历史、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农业运动、民族宗教、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赌博、帮会等奇

闻轶事，进行了细腻的描述，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所有这些研究那

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极具史料价值。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898-1903/史料 

［主题词］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知识责任］布莱克 著 

［知识责任］Blake 著 

［知识责任］希思 著 

［次知识责任］余静娴 译 

［次知识责任］冯延群 译 

［次知识责任］陈淑英 译 

  

 

［正题名］王稼祥传 

［第一责任人］徐则浩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王稼祥作为我党建党以来卓越的领导人、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命历程，

从不同角度反映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事迹、及其崇高的思想、道德和修养。 

［知识责任］徐则浩 著 

  

 

［正题名］琉璃厂 

［第一责任人］马建农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丛编题名］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 段柄仁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从北京历史的整体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大视角来研究北京琉璃厂，一方面记

述琉璃厂文化街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也总结这个文化经营行业的行业传统和经营特点。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 

［主题词］文化史/北京市 

［知识责任］马建农 著 

［知识责任］段柄仁 丛书主编 

  

 

［正题名］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丛编题名］经世文库 

［知识责任］刘梦溪 著 

  

 

［正题名］汉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九集 

［并列题名］Chinese studies 

［第一责任人］阎纯德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关汉学的文章 30 多篇，内容分为“汉学家论坛”、“列国汉学研究”、

“传教士与汉学”、“中外文化交流与汉学”等四个部分。 

［主题词］汉学/文集 

［知识责任］阎纯德 主编 

  

 

［正题名］《历史的跨越》 

［副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五”至“十一五”规划要览（1953-2010）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公 发表过的“一五”计划至“十一五”规划及执行情况的相关内

容, 以供读者系统地了解和研读。 

［主题词］国民经济计划/五年计划/中国/汇编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历史的跨越》 

［副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五”至“十一五”规划要览（1953-2010）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公 发表过的“一五”计划至“十一五”规划及执行情况的相关内

容, 以供读者系统地了解和研读。 

［主题词］国民经济计划/五年计划/中国/汇编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历史的跨越》 



［副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五”至“十一五”规划要览（1953-2010）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公 发表过的“一五”计划至“十一五”规划及执行情况的相关内

容, 以供读者系统地了解和研读。 

［主题词］国民经济计划/五年计划/中国/汇编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潇洒才子梁实秋 

［第一责任人］刘炎生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关于梁实秋的传记.由于鲁迅一篇文章,落了个“丧家狗”的恶名,创中国现

代散文著作发行的 高纪录,用 40 年时间译完莎士比亚的 41 本书,他一生拥有两次不同质的

爱,一个古典的,传统的,一个浪漫,奔放的,这两份爱使他的生命像花一样处于绽放的状态。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炎生 著 

  

 

［正题名］清史纪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白新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入关前 

［第一责任人］白新良撰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卷,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关清代的历史面貌,特别要注

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 

［主题词］古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南炳文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撰 

  

 

［正题名］清史纪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白新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顺治朝 

［第一责任人］李小林撰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卷,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关清代的历史面貌,特别要注

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 

［主题词］古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南炳文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主编 

［知识责任］李小林 撰 

  

 

［正题名］明清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学强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多元文化与西北民族教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心研

究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明代的民族多元文化教育；明代的宗教多元文化教育；明代中外文

化交流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明代的学术流派及其对文化教育多元化的影响等内容。 

［主题词］文化教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张学强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 

［副题名］1949-2004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历程的资料书，收录了 1949-2004 年全国主

要农业统计资料和 1978-2004 年关键年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农业统计资料。 

［主题词］农业统计/统计资料/中国/1949～2004 

  

 

［正题名］詹天佑书信选集 

［第一责任人］詹同济译编注 

［译者］铁道部詹天佑纪念馆，广州詹天佑故居纪念馆，武汉詹天佑故居陈列馆编 

［出版者］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詹天佑先生的 225 封书信、电报，涉及筑路中的工程建设、机车选

型、材料管理以及反映历史背景的重要史实等多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詹天佑的工作与生活

的情感与行为，尤其是集中体现了詹天佑的爱国精神。 

［主题词］书信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詹同济 译编注 

  



 

［正题名］解放档案 

［副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许农合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于 2005 年 3 月出第一版，全书分三卷。本卷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近 80

年历史上 具有代表性、 具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我军辉煌的历史。

本卷主要记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历史事件。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27-1945/史料 

［知识责任］许农合 主编 

  

 

［正题名］解放档案 

［副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许农合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于 2005 年 3 月出第一版。全书分三卷，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近 80 年历

史上 具有代表性、 具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我军辉煌的历史。本卷

主要记述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历史事件。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37-1949/史料 

［知识责任］许农合 主编 

  

 

［正题名］解放档案 

［副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许农合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附注内容］本书于 2005 年 3 月出第一版，全书分三卷。本卷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近 80

年历史上 具有代表性、 具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我军辉煌的历史。

本卷主要记述解放战争时期至 199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历史事件。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27-1999/史料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45-1999/史料 

［知识责任］许农合 主编 

  

 

［正题名］中国海关学术论丛 

［书目卷册］第一辑 

［并列题名］Analects of China customs study 



［第一责任人］侯真喜主编 

［译者］中国海关学会编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了 51 篇近年来海关学术理论文章，主要包括海关管理现代化、法制

建设、关税征管、通关监管、统计分析、打击走私、区域经济与海关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 

［主题词］海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侯真喜 主编 

  

 

［正题名］清史纪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白新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康熙朝 

［第一责任人］姜胜利撰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卷,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关清代的历史面貌,特别要注

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 

［主题词］古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南炳文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主编 

［知识责任］姜胜利 撰 

  

 

［正题名］清史纪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白新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雍正朝 

［第一责任人］乔治忠撰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卷,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关清代的历史面貌,特别要注

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 

［主题词］古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南炳文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主编 

［知识责任］乔治忠 撰 

  

 

［正题名］清史纪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白新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乾隆朝 

［第一责任人］白新良撰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卷,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关清代的历史面貌,特别要注

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 

［主题词］古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南炳文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撰 

  

 

［正题名］清史纪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白新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嘉庆朝 

［第一责任人］林延清撰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卷,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关清代的历史面貌,特别要注

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 

［主题词］古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南炳文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主编 

［知识责任］林延清 撰 

  

 

［正题名］清史纪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白新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道光朝 

［第一责任人］吴振清撰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卷,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关清代的历史面貌,特别要注

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 

［主题词］古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南炳文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主编 

［知识责任］吴振清 撰 



  

 

［正题名］清史纪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白新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同治朝 

［第一责任人］傅美林撰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卷,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关清代的历史面貌,特别要注

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 

［主题词］古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南炳文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主编 

［知识责任］傅美林 撰 

  

 

［正题名］清史纪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白新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光绪朝 

［第一责任人］米镇波撰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卷,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关清代的历史面貌,特别要注

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 

［主题词］古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南炳文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主编 

［知识责任］米镇波 撰 

  

 

［正题名］清史纪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白新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宣统朝 

［第一责任人］傅美林撰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卷,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关清代的历史面貌,特别要注

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 



［主题词］古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南炳文 主编 

［知识责任］白新良 主编 

［知识责任］傅美林 撰 

  

 

［正题名］20 世纪看得见的历史 

［并列题名］Visu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英）特里·布劳斯（Terry Burrows）主编 

［译者］周光尚，望震，薄景山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片资料的形式纵览了 20 世纪这 100 年的历史，涵盖了政治、军事、

体育、艺术以及科学等方方面面。 

［主题词］世界史/现代史/20 世纪 

［知识责任］布劳斯 主编 

［知识责任］Burrows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光尚 译 

［次知识责任］望震 译 

［次知识责任］薄景山 译 

  

 

［正题名］中国新编地方志总目提要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秦其明主编 

［译者］《中国新编地方志总目提要》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 1949 年 10 月 1 日至 2004 年出版的天津、河北、黑龙江、上海、江

苏、山东、广东、广西、云南、陕西 10 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市、县地方志,共 1173 部。 

［主题词］地方志/内容提要/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秦其明 主编 

  

 

［正题名］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 

［第一责任人］李良玉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八部分。“历史观与史料学”是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讲授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部分内容。“当代史研究”是对 1949 年以来中国历史的解读。“学术

评语选”是为各种职称评审、学术刊物审稿、硕士和博士论文送审所作的鉴定等。 

［主题词］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良玉 著 



  

 

［正题名］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 

［丛书］古代卷 

［第一责任人］倪延年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古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及史料卷四卷。本卷为古代卷，论述了中国

报刊自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全国前后、两汉时期、隋唐时期中国古代报刊活动及报刊萌芽，及

至清末的中国报刊法制起源及发展轨迹。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报刊/中国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报刊/法制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法制史/报刊/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倪延年 著 

  

 

［正题名］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 

［丛书］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倪延年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古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及史料卷四卷。本卷为现代卷，作者运用其

精湛的研究功力 克服了中国近现代新闻法制发展的复杂性以及走此而产生的中国新闻法制

史研究的艰难性，清晰、准确地论述了中国现代报刊与中国现代报刊法制、民国初期的报刊

法制、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报刊法制、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报刊法制的发展及特点。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报刊/中国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报刊/法制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法制史/报刊/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倪延年 著 

  

 

［正题名］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 

［丛书］当代卷 

［第一责任人］倪延年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分古代卷、现代卷、现代卷及史料卷四卷。本卷为当代卷，作者集中

论述了 1949 年至 2000 年建国 50 年间中国报刊法制体系的建立、发展与沿革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对国民经济建设恢复时期的报刊法制、国民经济过渡时期的报刊法制、国民经济建设

曲折发展时期及改革 放时期的报刊法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报刊法制的进

行了清晰论述。本卷不仅是一部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当代报业发展史和

中国共产党宣传活动的发展史。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报刊/中国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报刊/法制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法制史/报刊/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倪延年 著 

  

 

［正题名］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 

［丛书］史料卷 

［第一责任人］倪延年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古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及史料卷四卷。本卷为史料卷,收录了上古

到清朝的古代报刊法制史料和清朝后期的近代报刊法制史料、民国北京政府报刊法制史料、

外国租界当局及汉奸政府报刊法制史料、民国南京政府报刊法制史料、共产党及民主政府刊

法制史料和新中国五十年有关报刊法制史料。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报刊/中国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报刊/法制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法制史/报刊/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倪延年 著 

  

 

［正题名］百年琉璃厂 

［第一责任人］胡金兆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百年文化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包括:古旧书、古玩业、新书业、南纸业、笔墨乐器、历史风情等内容。 

［主题词］文化史/北京（宣武区）/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胡金兆 著 

  

 

［正题名］我的父亲傅抱石 

［第一责任人］傅益瑶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傅益瑶作品系列 

［主题词］画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益瑶 著 

  

 

［正题名］罪孽的报应 

［副题名］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1945-1993） 



［并列题名］The War of Guilt 

［第一责任人］（英）布衣（Ian Buruma）著 

［译者］戴晴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知识责任］布衣 著 

［知识责任］Buruma 著 

［次知识责任］戴晴 译 

  

 

［正题名］远征路上话今昔 

［副题名］中国远征军老兵在缅甸 

［第一责任人］禹志云主编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大多以亲历者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这个特

出的群体，在抗战胜利后六十年间的所历、所为、所想、所念。 

［主题词］远征军/国民党军/1942-1945/史料 

［主题词］军人/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禹志云 主编 

  

 

［正题名］近代思想前驱者的悲剧角色 

［副题名］马建忠研究 

［第一责任人］薛玉琴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在对马建忠生平资料进行深入发掘及充分考述基础上，勾画了马建忠一生

的主要事迹，又从经济、外交及军事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其思想活动的悲剧及根源。 

［知识责任］薛玉琴 著 

  

 

［正题名］湘报 

［书目卷册］上（一—九五） 

［第一责任人］《湘报》报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期刊汇刊 第 2 辑 

［附注内容］本书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本影印 

［附注内容］《湘报》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新派在湖南长沙创办的一种日报。发刊

于 1898 年 3 月 7 日,同年 10 月 15 日停刊。前后出版 177 号。 



［主题词］期刊/中国 

［主题词］期刊/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湘报 

［书目卷册］下（九六—一七七号） 

［第一责任人］《湘报》报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期刊汇刊 第 2 辑 

［附注内容］本书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本影印 

［附注内容］《湘报》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新派在湖南长沙创办的一种日报。发刊

于 1898 年 3 月 7 日,同年 10 月 15 日停刊。前后出版 177 号。 

［主题词］期刊/中国 

［主题词］期刊/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 

［副题名］1978-2005 

［第一责任人］章迪诚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从年度经济背景、基本改革思路、重要改革实践、重要理论观点、重要改

革文献、重要政策法规、年度热点纪事及年度改革大事 8 个部分来讲述 1978-2005 年之间中

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全过程。 

［主题词］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编年史/中国/1978-2005 

［知识责任］章迪诚 著 

  

 

［正题名］前奏 

［副题名］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 

［第一责任人］马社香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毛泽东二上井冈山为主线,生动讲述了 1965 年春毛泽东从武汉经历湖南

到井冈的数十天的所历、所思、所讲,以及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真实记录了毛泽东重

上井冈的史实,从中探讨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深刻而复杂

的初衷。 

［知识责任］马社香 著 

  

 

［正题名］贺齐世荣先生八十华诞学术文集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附注内容］齐世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何教育家，他一生治学、教书，如今已是桃

李满天下。本书的作者，或是就学于齐先生，或是在学术生涯中长期受到先生的教诲何扶掖，

其中很多人已成为知名学者、教授。本书所选文章内容涉及世界史、史学理论，均为近年发

表之作，包括《论早期罗马帝国农业的变革》、《战后法国的工人阶级与社会冲突》、《全球历

史观的困局与机遇》等论文。 

［主题词］古代史/世界/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世界/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世界/文集 

［主题词］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沈志华 编 

  

 

［正题名］中国电影老海报 

［副题名］解放前 

［第一责任人］汪海明主编 

［译者］张子诚副主编 

［出版者］河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我国解放前制作的电影海报作品,每张海报都介绍了电影名、导演、

主演等信息,也反映了该时期电影的历史。 

［主题词］电影(艺术)/宣传画/中国/现代/画册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现代/史料 

［主题词］电影(艺术)/宣传画/中国/1930-1949/画册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1930-1949/史料 

［主题词］宣传画/电影(艺术)/1930-1949 

［知识责任］汪海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子诚 副主编 

  

 

［正题名］腐朽与神奇 

［副题名］清代城市生活长卷 

［第一责任人］赵世瑜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初版于 1996 年 9 月，曾荣获第四届湖南图书奖和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直属

出版社第四届优秀图书编辑奖。本次出版的是插图本，即增加了相当数量的历史图片。全书

分为：“权力之家、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房、 后的盛世、不能被人遗忘的角落、既平静也喧

嚣、走出城墙的藩篱”共卷首、结卷和一至五章七部分。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城市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赵世瑜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 

［副题名］1949.10-2004.9 

［第一责任人］陈弘君主编 

［译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7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广东执政 55 年的历史进程，展示广东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改革 放的前进步伐和成就，反映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程

中所走的弯路、出现的失误等内容。 

［知识责任］陈弘君 主编 

  

 

［正题名］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恭王府管理中心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清代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 

［并列题名］City and country i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长莉, 左玉河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文章选自 2005 年 8 月在山东青岛大学召 的“近代中国的城市·乡

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中外学者提交的部分论文。 

［主题词］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长莉 主编 

［知识责任］左玉河 主编 

  

 

［正题名］毛岸英在朝鲜战场 

［第一责任人］武立金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再现了朝鲜战场上毛岸英的真实生活，其中也夹叙了毛岸英赴朝前各个历

史时期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武立金 著 

  

 



［正题名］中法战争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张振鹍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主题词］中法战争（1883～1885）/史料 

［知识责任］张振鹍 编 

  

 

［正题名］五口通商变局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王尔敏作品系列 

［主题词］五口通商/研究/近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贸易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民国思想家论 

［第一责任人］郑大华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事论丛 

［附注内容］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近年来部分论文的集结,多数都曾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收入

本书时个别文章在题目或内容上作了一些修改。 

［主题词］思想家/人物评论/中国/民国/文集 

［主题词］思想家/思想评论/中国/民国/文集 

［知识责任］郑大华 著 

  

 

［正题名］邹容陈天华评传 

［并列题名］Critical biography of Zou Rong Chen Tianhua 

［第一责任人］朱庆葆,牛力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189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介绍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著名的理论家与宣传家邹容与陈天华。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即“邹容评传”和“陈天华评传”。 

［知识责任］朱庆葆 著 

［知识责任］牛力 著 

  



 

［正题名］义理学十讲纲要 

［第一责任人］张君劢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张君劢儒学著作集 

［主题词］儒学/研究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正题名］全国解放战争史专题 

［第一责任人］王宗荣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大象学术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四个专题，从政治、经济、军事、路线斗争、重大历史疑案等方面

作了深入广泛的探讨，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并对某些一

直以来人们关注或研究不够的论题，也多有拾遗补缺，包括国民党的“制宪”、“改组政府”、

“行宪”过程等。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 

［知识责任］王宗荣 著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学术文存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总论、通论、分论三大部分,其中包括中国之旧史、中国史学之发展

等。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瞿林东 编 

  

 

［正题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泽华, 葛荃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学术文存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方法、历史分期等、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四大部分。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刘泽华 编 

［知识责任］葛荃 编 



  

 

［正题名］列宁与俄国革命 

［第一责任人］（意）安东尼拉·萨洛莫尼（Antonella Salomoni）著 

［译者］卡佳，吉娜，文娟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萨洛莫尼 著 

［知识责任］Salomoni 著 

［次知识责任］卡佳 译 

［次知识责任］吉娜 译 

［次知识责任］文娟 译 

  

 

［正题名］红二十五军长征记 

［第一责任人］卢振国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红二十五军纪实文学。讲述了珍闻轶事，光辉一页;人物春秋 将军

风采两部分内容。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卢振国 著 

  

 

［正题名］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 

［副题名］20 世纪 30-90 年代的冀南农村 

［第一责任人］王跃生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依不同时段,就社会制度大变革与农民的婚姻行为、家庭结构规模及生存

条件变动的相互关系作出阐述。从中显示出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征,把因和果、制度和政策、

环境等问题联结在一起进行论述。 

［主题词］农村/婚姻问题/研究/河北省/1930-1990 

［主题词］农村/家庭问题/研究/河北省/1930-1990 

［知识责任］王跃生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吏治札记 

［并列题名］Reading notes for bureaucracy in ancient China 

［第一责任人］刘建基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对“中国古代科举选官制度、中国古代考课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任官回避制度、中国古代官职体制、中国古代官德、中国古代儒家人才思想、中国

古代社会贪官和惩贪、中国古代吏治思想演进、中国古代政治革新”进行了研究和阐释。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建基 著 

  

 

［正题名］中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八辑 

［第一责任人］吴兆路，（日）甲斐胜二，（韩）林俊相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录的论文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文化史、艺术

学和宗教学等。本辑包括《联系刘铁云与李伯元的纽带》、《朱熹之心性论浅述》、《唐末五代

散文的入世精神》、《文化视野中“西”的时空内涵论略》、《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学术》等论文。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吴兆路 主编 

［知识责任］甲斐胜 主编 

［知识责任］林俊相 主编 

  

 

［正题名］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1877-1919） 

［第一责任人］卢秀璋主编 

［译者］冯金牛，次旺仁钦，廖大伟副主编 

［出版日期］2005.1 

［丛编题名］《西藏通史》资料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的完成出版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图书馆

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社会科学院、种国藏学研究中心地大力支持与帮助。 

［附注内容］为使世人在充分可信的史料基础之上,对西藏问题有较客观、公正的认识,还历

史的本来面目,西藏社会科学院十几年来,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收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

西藏珍贵资料。从上个世纪90年代,又搜集了清末民初国内报刊杂志上有关藏事问题的时论、

报道和资料,以与同一时期档案文献史料相互印证,并作为这一时期史料的重要补充。本书正

是这些资料的摘编。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1877-1919/史料 

［主题词］中英关系/西藏问题/1877-1919/史料 

［知识责任］卢秀璋 主编 

［次知识责任］冯金牛 主编 

［次知识责任］次旺仁钦 主编 

［次知识责任］廖大伟 副主编 

  

 

［正题名］上海百年名楼 

［并列题名］Shanghai's historic buildings 

［第一责任人］《上海百年名楼·名宅》编撰委员会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建筑是城市的名片、文化的积淀、凝固的历史、艺术的结晶，建筑创造了城市，

使城市有了个性、活力，使社会得以发展，文明得以传承。本套书收录的都是老上海具有代

表性地建筑，根据其功能的不同，分为名楼和名宅二册发表。本册是名楼册，介绍了“安利

大楼”、“百老汇大厦”、“大光明大戏院”、“飞机楼”、“华安大楼”、“美孚大楼”等 80 余幢

历史老楼。 

［主题词］地方史/简介/上海市 

［主题词］古建筑/简介/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百年名宅 

［并列题名］Shanghai's historic residence houses 

［第一责任人］《上海百年名楼·名宅》编撰委员会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附注内容］建筑是城市的名片、文化的积淀、凝固的历史、艺术的结晶，建筑创造了城市，

使城市有了个性、活力，使社会得以发展，文明得以传承。本套书收录的都是老上海具有代

表性地建筑，根据其功能的不同，分为名楼和名宅二册发表。本册是名宅册，介绍了“爱庐”、

“奥古斯丁会寓所”、“大陆新村”、“凡尔登花园”、“哥伦比亚圈”等 80 余幢上海历史老宅。 

［主题词］地方史/简介/上海市 

［主题词］古建筑/简介/上海市 

  

 

［正题名］太平天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张铁宝，袁蓉，毛晓玲著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丛编题名］十朝故都文化丛书 周直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国门初 下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借来的西方宗教信仰，政治文化

的架构及影响，典章制度与建筑等章节。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1851-1864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研究/中国/1851-1864 

［知识责任］张铁宝 著 

［知识责任］袁蓉 著 

［知识责任］毛晓玲 著 

［知识责任］周直 丛书主编 

  

 

［正题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 

［副题名］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 

［第一责任人］孟庆澍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明伦学术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 5 章:第一章无政府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与演变;第二章“根本解决之根

本解决”:钱玄同与无政府主义;第三章从改造到革命的路: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等。 

［主题词］五四运动 (1919)/关系/无政府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孟庆澍 著 

  

 

［正题名］西藏历史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云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 3 

［附注内容］本书讨论的是关于“西藏”的严肃话题：历史上西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发展进

程；近现代垂涎西藏这片土地的国外势力引起的风波阵阵等。 

［主题词］西藏问题/研究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自治区/研究 

［知识责任］张云 著 

  

 

［正题名］李坚真的革命之路 

［第一责任人］廖金龙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翔实地记述了李坚真大姐为党、为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光荣奋斗的革命

的一生。内容包括：参加工农武装暴动、长征路上、在胜利的日子里等。 

［知识责任］廖金龙 著 

  

 

［正题名］中国人的气质 

［并列题名］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第一责任人］(（美）明恩溥（Arthur H. Smith）著 

［译者］佚名译 

［译者］黄兴涛校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西方的中国形象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心理/研究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明恩溥 著 

［知识责任］Smith 著 

［次知识责任］佚名 译 

［次知识责任］黄兴涛 校注 

  

 



［正题名］美国的中国形象 

［并列题名］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美 ）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著 

［译者］于殿利,陆日宇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 杨念群主编 

［附注内容］著者规范中译姓: 艾萨克斯。 

［主题词］社会/评论/中国/现代社会 

［知识责任］伊罗生 著 

［知识责任］Isaacs 著 

［次知识责任］于殿利 译 

［次知识责任］陆日宇 译 

  

 

［正题名］中国变色龙 

［副题名］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 

［并列题名］The Chinese chameleon :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第一责任人］（英）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著 

［译者］常绍民,明毅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西方的中国形象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中国

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历史学家、东是东,西是西、白底蓝色柳树图案的世界等。 

［主题词］社会/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道森 著 

［知识责任］Dawson 著 

［次知识责任］常绍民 译 

［次知识责任］明毅 译 

  

 

［正题名］台湾省地图册 

［第一责任人］高秀静主编 

［出版者］中国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地图集/台湾 

［知识责任］高秀静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暲 

［第一责任人］钟兆云，王盛泽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医生/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钟兆云 著 

［知识责任］王盛泽 著 

  

 

［正题名］季羡林谈师友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译者］季羡林研究所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季羡林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收作者的“回忆小学诸师”、“西克教授”、“忆章用”等回忆文章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正题名］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 

［并列题名］A Reasearch on the Origin of Japanese Fascist Ideology 

［第一责任人］崔新京，李坚，张志坤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该书的问世,对于警醒世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来历史意义和

重大的现实意义。 

［主题词］法西斯主义/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崔新京 著 

［知识责任］李坚 著 

［知识责任］张志坤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学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产权的社会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乡村社会历史”、“社

会转型中的劳工研究”、“研究述评”四个专栏。收录了《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以乡镇企业为例》等论文。 

［主题词］社会学/中国/丛刊 

  

 

［正题名］日本人眼里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日）天儿慧著 

［译者］范力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是一位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认为，日中

间 大的问题是相互误解，所以本书通篇的主题就是如何减少这种误解。内容包括：“21 世

纪中日关系与日本的展望、日本与中国的人际关系、中国的大国化与对日政策的演变、超越

威胁论与历史认识问题、新时代的来临”等。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天儿慧 著 

［次知识责任］范力 译 

  

 

［正题名］傅斯年与中国文化 

［副题名］“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布占祥, 马亮宽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史学家/人物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录 

［知识责任］布占祥 主编 

［知识责任］马亮宽 主编 

  

 

［正题名］上海生活 

［副题名］1937-1941 

［第一责任人］吴健熙，田一平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老上海期刊经典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上海市/1937-1941 

［知识责任］吴健熙 编 

［知识责任］田一平 编 

  

 

［正题名］东瀛史论 

［副题名］日本现代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建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对日本近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作了某种程度的透视与分

析,尤其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因素及历史局限,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国内外政治因素,东

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吴建华 著 

  



 

［正题名］儒家哲学之复兴 

［第一责任人］张君劢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张君劢儒学著作集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正题名］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汪敬虞著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汪敬虞先生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专家，曾出版《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

义对近代中国的经济侵略》、《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等专著。本书汇集了作者过

去未曾结集的论文和资料共 23 篇。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史/近代/文集 

［主题词］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史/近代/文集 

［主题词］经济史/中外关系/研究/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汪敬虞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 

［第一责任人］钟少华著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探讨中国近代新词语的论文集，著者分析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近代百科类

工具书条目，从新词入手描述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轨迹，并详述其发展得失。 

［主题词］汉语/新词语/研究/近代/文集 

［主题词］新词语/汉语/研究/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钟少华 著 

  

 

［正题名］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 

［第一责任人］陈夏红著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记叙法学历史人物的类似于传记的论著，介绍了几位法学前辈的生

平事迹，正是这些前辈的努力， 创了我们现在的法制社会。 

［主题词］法律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陈夏红 著 

  

 



［正题名］朱德珍闻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刘晴，谭晓萍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文章有与朱德有过交往的当事人的回忆，如康克清、廖盖隆等，有

的是多年研究朱德的专家学者撰写的专著和文章。反映了朱德生平业绩、思想及道德风范等。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晴 主编 

［知识责任］谭晓萍 主编 

  

 

［正题名］朱德珍闻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刘晴，谭晓萍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文章有与朱德有过交往的当事人的回忆，如康克清、廖盖隆等，有

的是多年研究朱德的专家学者撰写的专著和文章。反映了朱德生平业绩、思想及道德风范等。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晴 主编 

［知识责任］谭晓萍 主编 

  

 

［正题名］前门·大栅栏 

［第一责任人］罗保平，张惠岐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前门大栅栏商业街区的形成，前门大栅栏的商业，前门大栅栏的文

化演出业，前门大栅栏的金融业等。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史料 

［主题词］商业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罗保平 著 

［知识责任］张惠岐 著 

  

 

［正题名］伟大的时刻 

［副题名］战地记者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责任人］（美）路易斯·L. 辛德编 

［译者］黄文范译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 105 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报道。作者大都是当时身历其境的



专业新闻记者，书中的材料多半辑自美国的报刊，但也选辑了一些英国、法国、苏联、德国、

日本报纸上的报道，以显示对某一特殊史实的双方观点。书中的报道依编年次序排列。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 

［主题词］新闻报道/世界/1939-1945/选集 

［知识责任］辛德 编 

［次知识责任］黄文范 译 

  

 

［正题名］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精神 

［第一责任人］封海清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昆明学院学术文库 第一批书目 

［主题词］西南联合大学/文化精神/研究 

［知识责任］封海清 著 

  

 

［正题名］严复评传 

［并列题名］Critical biography of Yan Fu 

［第一责任人］皮后锋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匡亚明主编 195 

［主题词］思想家/评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皮后锋 著 

  

 

［正题名］李鸿章评传 

［并列题名］Critical biography of Li Hongzhang 

［第一责任人］谢世诚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186 

［附注内容］本书采取“传”与“评”、“史”与“论”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结

构，全面研究了李鸿章的生平活动和思想。 

［主题词］政治家/评传/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谢世诚 著 

  

 

［正题名］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海英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洪承畴历任明清两朝重臣,是后世争议颇多的人物。该书结合大量史实,研究了



洪承畴在明末清初这个历史关节点上的所作所为。内容涉及洪承畴与明末政局、与江南秘密

反清复明运动,与清廷贵族的关系等问题。作者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实证性研究,勾勒了一

个真实、具体、形象、丰满的洪承畴形象。 

［主题词］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杨海英 著 

  

 

［正题名］晚清财政支出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申学锋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19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附注内容］本成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十五“211”工程“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项目的支

持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运用财政学、历史学、政治学、政策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 大量挖掘

尚未利用的档案资料, 力求梳理出晚清财政支出政策的背景、内容、特征及其影响, 并阐释

其与近代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 希望能够对近代财政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裨益。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申学锋 著 

  

 

［正题名］伪“满洲国”明信片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重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丛编题名］中国地方志书丛 

［附注内容］在中国近代史上，伪满洲国是日本关东军侵略势力与封建余孽复辟势力相勾结

所产生的一个怪胎，也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罕见的一出政治傀儡丑闻。本书所选明信片反映了

“九一八”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前后东北的古迹遗址、古旧风俗、人文写真，对于研

究、认识东北长春等城市的市情、商情、史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主题词］伪“满洲国”（1932）/明信片/研究 

［主题词］明信片/研究/伪“满洲国”（1932）/图集 

［主题词］满洲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重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田东奎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博士文丛 

［附注内容］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

金资助 司法部专项任务项目“山陕地区水权纠纷研究”阶段性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是中西法律文化结合的产物，以调解机制为基础



的民间解决机制在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以行政处理为主导的国家

解决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居于主要地位。 

［主题词］水资源管理/民事纠纷/处理/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田东奎 著 

  

 

［正题名］红色印迹 

［副题名］赣南苏区标语漫画选 

［第一责任人］夏之明，邹征华主编 

［译者］赣南文化局，赣州市文物管理局[编] 

［出版者］2006 

［附注内容］赣南地区位于江西省南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根据地。

当年,为扩大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影响,发动苏区广大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何回击国民党反

动派的反动宣传,红军、苏维埃政府、地方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团体,在赣南苏区各地墙壁上

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绘制了许多漫画。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内容的标语和漫画,是中国

革命历史进程中保留下来的红色印迹,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属珍贵革命文

物。 

［主题词］赣南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史料 

［知识责任］夏之明 主编 

［知识责任］邹征华 主编 

  

 

［正题名］胡笳一拍 

［副题名］我的记者生涯 

［第一责任人］尤淇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原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1938 年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

系学习。作者在书中回忆了自己曾经的战斗岁月，并从记者的角度，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许多

重大问题，进行了记录、分析和总结，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 

［主题词］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尤淇 著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丛书］战后卷（上） 

［第一责任人］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国际关系史》三卷本中的一卷,

即战后卷。书中系统地阐述了 1945-2000 年期间国际关系格局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第三世界

的兴起以及美苏两国争夺全球霸权和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并重点分析了冷战后世界

多极化趋势和国际战略格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45-1979/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方连庆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元 主编 

［知识责任］刘金质 主编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丛书］战后卷（下） 

［第一责任人］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国际关系史》三卷本中的一卷,

即战后卷。书中系统地阐述了 1945-2000 年期间国际关系格局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第三世界

的兴起以及美苏两国争夺全球霸权和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并重点分析了冷战后世界

多极化趋势和国际战略格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80-2000/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方连庆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元 主编 

［知识责任］刘金质 主编 

  

 

［正题名］解放 1948 年——1951 年共和国成立始末 

［副题名］城市记忆·老报纸 

［第一责任人］赵雪章主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有责任感的新闻报道集, 它拂去尘封, 原汁原味地再现了中国现代

史上的重大转折, 让我们感受到了半个多世纪前, 解放城市的那些惊心动魄而又五彩缤纷的

场面. 

［主题词］新闻报道/中国/当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赵雪章 主编 

  

 

［正题名］曾国藩评传 

［并列题名］Critical biography of Zeng Guofan 

［第一责任人］梁绍辉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匡亚明主编 179 

［主题词］政治家/评传/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梁绍辉 著 

  

 

［正题名］中国革命中的国际关系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胡之信等[著] 

［出版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共产党/1919-1949 

［知识责任］胡之信 著 

  

 

［正题名］崇祯十七年 

［副题名］社会震荡与文化变奏 

［副题名］1644 年家国兴亡止观录 

［第一责任人］余同元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春、夏、秋、冬四卷, 以大文化与大历史的宏观视野, 细致而又实证地

诠释明清鼎革、崇祯悲剧与英雄悲歌; 深入浅出地叙说农耕帝国的崩溃与游牧政权的南下, 

以至数主争雄、九州干戈, 后终于达到农牧一体、满汉一家的历史画面。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余同元 著 

  

 

［正题名］关于时间 

［副题名］历史有多长 

［第一责任人］（美）迈克·弗拉纳根（Mike Flanagan）著 

［译者］杜丁丁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新知文库 

［主题词］历史事件/世界 

［知识责任］弗拉纳根 著 

［知识责任］Flanagan 著 

［次知识责任］杜丁丁 译 

  

 

［正题名］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 

［并列题名］The Social Status and the Radical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s 

［第一责任人］黄立茀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苏联社会史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得到 199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01 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该书是一部拓荒性的学术著作,对苏联巨变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主题词］阶层/社会研究/苏联 

［知识责任］黄立茀 著 



  

 

［正题名］中国宦官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余华青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绪论、先秦时代的宦官制度、汉秦时代的宦官制度等八章。 

［主题词］宦官/制度/历史 

［知识责任］余华青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宗教问题 

［副题名］关于党的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陈金龙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立足于考察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演进的历史轨迹、历史脉络。在此基础上，

总结和勾勒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基本经验，以及当今中国宗教问题的处理

和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主题词］宗教政策/研究 

［知识责任］陈金龙 著 

  

 

［正题名］晚清奇案百变 

［副题名］图文本 

［第一责任人］卢群编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丛编题名］“晚清写照”丛书 

［附注内容］创刊于 1884 年 5 月、中刊于 1898 年 8 月的《点石斋画报》,十五年间共刊出

四千余幅带文的图画,这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是个不可多得的宝库。本册从晚清时期《点石斋画报》中精选出一百多幅“奇闻”及“怪事”

的图画,写出了当时与此有关的腐败、陋习“百态”,并配以旧文新说,令人耳目一新。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清后期/史料 

［主题词］社会问题/中国/清后期/画册 

［知识责任］卢群 编著 

  

 

［正题名］山东沿海 发史 

［第一责任人］王赛时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5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的时段从公元前 5000 年的北辛文化 始，直至清朝灭亡。从前而后



地论述了山东沿海 发的进展过程，系统地勾勒出山东沿海经济的动态脉络，并尽可能地揭

示其历史规律，对历史遗留的文明成果予以总结和弘扬，同时也对滞后与保守的负面因素进

行了提示和点评。 

［主题词］沿海经济/经济史/研究/山东省 

［知识责任］王赛时 著 

  

 

［正题名］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 

［副题名］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手稿整理研究报告 

［第一责任人］王冀青著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丛编题名］国际敦煌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丛书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是中国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的“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英国藏斯坦因敦煌考

古档案文献研究”之一,该项目批准号为:02JAZJD750.11-44005. 

［附注内容］本课题的资料搜集和前期研究工作还获得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八五”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和英国科学院王宽诚研究员基金项目(The British Academy 

K.C.Wong Fellowship)资助。 

［附注内容］奥莱尔·斯坦因（Sir Aurel Stein,1862-1943 年）爵士，是近代中亚考察史或者

说是中国西北考古史上 重要的人物之一。本书所考释日记，是 1930 年 8 月 11 日至 1931

年 7 月 2 日他对中亚第四次考察（由美国哈佛和英国大英博物院联合资助）过程中所记录的

旅行日记，主要是对中国新疆省进行考古探查，其中涉及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人种学

等方面,发掘了一些遗址，搜集到一批文物。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是了解这次考察

进程的唯一依据，因此这部日记在中亚考察史和中国西北考古史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史

料价值。 

［主题词］考古/中国/西北地区 

［主题词］探险/中国/西北地区 

［知识责任］王冀青 著 

  

 

［正题名］儿时“民国” 

［第一责任人］胡伯威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主题词］社会人物/回忆录/中国/现代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伯威 著 

  

 

［正题名］陈毅传 

［第一责任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主题词］军事家/传记/中国 

  

 

［正题名］文化与抗战 

［副题名］郭沫若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文化选择 

［第一责任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郭沫若纪念馆编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革命文化的班头”:抗战赋予郭沫若的历史角色;抗战时期

文人郭沫若的政治抉择;从中国抗战文化研究看郭沫若研究的新思路等。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正题名］中国经济学的成长 

［副题名］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 

［第一责任人］孙大权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点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孙大权 著 

  

 

［正题名］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 

［第一责任人］李育民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事论丛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从不平等条约的角度阐释中外关系,除了从总

体论述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之外,还分别阐述了领事裁判权、 惠国待遇、通商口岸、传教

等特权制度;二是论述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李育民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音乐史 

［第一责任人］余甲方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专题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传统的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五大类民间音乐表演艺术为基础,

选择清末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部分音乐品种、民间乐

人为例阐述。 

［主题词］音乐史/中国/ 1840~1949 

［主题词］音乐史/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余甲方 著 

  

 

［正题名］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并列题名］Main Trends in History 

［第一责任人］（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著 

［译者］杨豫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附注内容］作者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世界各国历史研究的主流和新趋势作了系统、全

面、详细的阐释和分析。 

［主题词］历史/研究 

［主题词］史学史/世界 

［知识责任］巴勒克拉夫 著 

［知识责任］Barraclough 著 

［次知识责任］杨豫 译 

  

 

［正题名］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第一责任人］韩江洪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译学新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把严复话语系统置于他所处的历史语境之下,从话语的角度研究严复的翻

译,重点探讨严复话语系统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这在严复翻译研究领域

尚属首次。该书的研究成果拓宽了人们对严复翻译思想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严复话

语系统在近代文化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近代中国文化对翻译的制约,因而具有一定的翻译

文化史意义。 

［主题词］翻译/中国 

［知识责任］韩江洪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书目卷册］1950 年卷 

［第一责任人］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译者］刘国新执行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除突出重大事件以外, 还注意保持重大事件线索上的完整性, 即逐日逐月

地记录每件事的细节, 按年串志来就构成事件的基本脉络。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50/编年体 

［次知识责任］刘国新 执行主编 

  

 

［正题名］晋绥军简史 

［第一责任人］毛洪亮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从晋绥军的 端说起至晋绥军的覆没结束，运用大量的史料和历史分析的

方法,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很有说服力地揭示了这些原因。 

［主题词］晋绥军/军队史 

［知识责任］毛洪亮 著 

  

 

［正题名］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的中国通货膨胀比较研究 

［副题名］1938-1996 年 

［第一责任人］颜嘉川编著 

［出版者］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按时间顺序描述和分析了 1938～1996 年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具体包括

旧中国战争型超级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通货膨胀；计划经济时期的抑制性通

货膨胀等共五章内容。 

［主题词］通货膨胀/研究/中国/1938～1996 

［知识责任］颜嘉川 编著 

  

 

［正题名］七大代表忆七大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直、军直代表团，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晋绥代表团，晋察冀代表

团，晋冀鲁豫代表团，山东代表团等一百位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志的

回忆文章。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 

  

 

［正题名］七大代表忆七大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直、军直代表团，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晋绥代表团，晋察冀代表

团，晋冀鲁豫代表团，山东代表团等一百位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志的

回忆文章。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 

  

 

［正题名］沧海往事 

［副题名］中国著名作家书信集锦 

［第一责任人］赵清 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所编包括著名作家茅盾、郭沫若、冰心、谢冰莹、陆晶清、苏雪林、老舍、

施蛰存、阳翰笙等的书信,信的内容都富文采,有资料,可作散文欣赏,也可供文史研究参考,同

时对青少年也有教育意义。 

［主题词］作家/书信集/中国 

［知识责任］赵清  编 

  

 

［正题名］西北民族论丛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周伟洲主编 

［译者］《西北民族论丛》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粟特与突厥—粟特石棺图像的新印证”、“魏书·西域传(原文)要

注”、“鄯善苏贝希遗址与早期车师文化”等论文。 

［主题词］民族历史/西北地区/文集 

［知识责任］周伟洲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的城市生活 

［第一责任人］李孝悌编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水窝子——北

京的供水业者的民用水》等 13 篇有关中国城市生活的论文。 

［主题词］城市/生活方式/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城市/生活方式/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孝悌 编 

  

 

［正题名］毛泽东思维方式研究 

［第一责任人］涂大杭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由引论和十章组成: 第一章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形成; 第二章毛泽东思

维方式的要素; 第三章“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 第四章“两次飞跃”的思维方式等等. 

［知识责任］涂大杭 著 

  

 

［正题名］空谷幽兰 

［副题名］寻访当代中国隐士 

［第一责任人］（美）比尔·波特著 

［译者］明洁译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写的一部关于中国的“寻隐之旅”。他通过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引出了中国隐逸文化及其传

统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将其与他正在采访的现状相对照，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

赞叹和向往、怀恋，并写岀了他所看到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 

［主题词］隐士/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波特 著 

［次知识责任］明洁 译 

  

 

［正题名］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mmunication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童之侠著 

［出版者］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21 世纪新闻传播学基础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对国际新闻传播史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论述国际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 

［主题词］国际新闻/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童之侠 著 

  

 

［正题名］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 

［第一责任人］李楠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梳理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兼具资料性和可读性。 

［主题词］报纸/研究/上海市/清后期 

［主题词］报纸/研究/上海市/民国 

［知识责任］李楠 著 

  

 

［正题名］近代实业家周学熙研究 



［第一责任人］程莉著 

［出版者］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史学实证论与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企业管理等多学科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对周学熙的实业、财政改革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与研究,对周学熙的一生作

了新的定位。 

［知识责任］程莉 著 

  

 

［正题名］红军长征轶事 

［第一责任人］叶心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而作，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

命理想、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方面的教育而写，共分九章：众眼看长征、浅谈长征、

外国人眼中的红军长征、妇女是常青树、毛泽东重掌指挥权等。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4-1936/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叶心瑜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史稿 

［副题名］1921-1949 

［丛书］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沙健孙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套书共五卷，主要叙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创立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这 28 年间, 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知识责任］沙健孙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史稿 

［副题名］1921-1949 

［丛书］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沙健孙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套书共五卷，主要叙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创立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这 28 年间, 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知识责任］沙健孙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史稿 

［副题名］1921-1949 

［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沙健孙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套书共五卷，主要叙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创立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这 28 年间, 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知识责任］沙健孙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史稿 

［副题名］1921-1949 

［丛书］全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沙健孙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套书共五卷，主要叙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创立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这 28 年间, 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知识责任］沙健孙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史稿 

［副题名］1921-1949 

［丛书］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沙健孙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套书共五卷，主要叙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创立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这 28 年间, 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知识责任］沙健孙 主编 

  

 

［正题名］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 

［第一责任人］江小蕙編 

［出版者］中华書局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名人/书信集/手稿/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江小蕙 编 

  

 



［正题名］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张大柘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从日本的国家宗教体制的变迁及对宗教的影响切入，阐释战前国家神道体

制的形成以及恶劣作用，解剖国家神道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分析战后信仰自由、政教分离、

现代宗教体制的确立以及所带来的新气象。 

［主题词］宗教/体制/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张大柘 著 

  

 

［正题名］婚俗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鲍宗豪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旋涡·文化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将婚俗提升到人类文明的镜像的高度,通过婚俗这一特定的方面对中国传

统文化作出别具特色的解读。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鲍宗豪 著 

  

 

［正题名］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靳明全主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抗战文艺研究/重庆市 

［知识责任］靳明全 主编 

  

 

［正题名］《独立评论》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思潮 

［并列题名］Independent Critique and political thoughts in 1930 s 

［第一责任人］张太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以《独立评论》为中心,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思潮进行了比较全面深

入且客观平实的分析论述,揭示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及其社会

作用。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1932-1937 

［知识责任］张太原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高校校歌选 

［第一责任人］马军编纂 

［译者］余甲方刊订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国立篇、省立篇、私立篇、其他篇四个部分收录高校校歌。每首歌下除

注明出处外，还撰写了该校的简史，介绍该校的沿革，并尽可能配上该校的校训及校徽、校

旗的图案。 

［主题词］歌曲/中国/近代/选集 

［主题词］高等学校/简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马军 编纂 

［次知识责任］余甲方 刊订 

  

 

［正题名］顾随年谱 

［第一责任人］闵军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年谱进可能详尽地收集使用有关顾随生平、思想及著述等方面的资料。 

［知识责任］闵军 撰 

  

 

［正题名］茹志鹃日记 

［副题名］1947-1965 

［第一责任人］茹志鹃著 

［译者］王安忆整理者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日记文丛 

［主题词］作家/日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茹志鹃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安忆 整理者 

  

 

［正题名］中国书评 

［并列题名］China book review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邓正来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中国书评》是侧重学术的大型综合学术书评出版物。为海内外知识分子评价、

探讨和批评学术论著及学术思想的自由平台。 

［主题词］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邓正来 主编 



  

 

［正题名］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曲士培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北大高等教育文库 中国高等教育史丛书 

［附注内容］此书曾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曾列入国家“八五”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史论结合的方法, 系统研究中国自古到今大学教育发展。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 

［知识责任］曲士培 著 

  

 

［正题名］近代史学刊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章 沅，严昌洪主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研讨会专辑”、“专题研究”、“研究综

述”“书评”四个栏目，收录了《粤商自治会再研究》、《清末民初苏州商会选举制度述略》、

《近二十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贯通历史与现实的成功尝试》等。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知识责任］严昌洪 主编 

  

 

［正题名］孙中山与上海 

［副题名］文物文献档案图录 

［第一责任人］汤伟康主编 

［译者］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编者搜集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大量文物文献,辑成此书,全面展

现了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历史细节,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作了 详细的图解。 

［主题词］革命文物/上海市/档案资料 

［知识责任］汤伟康 主编 

  

 

［正题名］上海历史上的苏州河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Suzhou Creek, Shanghai 

［第一责任人］郑祖安编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河流/历史/研究/上海市/图集 

［知识责任］郑祖安 编著 

  

 

［正题名］潘懋元 

［副题名］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 

［第一责任人］（挪）阿里·谢沃（Arild Tjeldvoll）著 

［译者］高晓杰,赖铮译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谈话的基础上,介绍潘教授的生活及其学术兴趣

之源；第二部分是潘教授在三次学术会议中所作的报告；第三部分是潘教授对未来中国高等

教育和研究的展望。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高等教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谢沃 著 

［知识责任］Tjeldvoll 著 

［次知识责任］高晓杰 译 

［次知识责任］赖铮 译 

  

 

［正题名］钱学森学术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英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评述了钱学森对工程控制论、系统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科学

技术体系等不同学科的学术贡献与影响，并从科技哲学的角度进行了归纳总结。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英 著 

  

 

［正题名］孙中山图传 

［副题名］1866-1925 

［第一责任人］杨博文编撰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用文字记叙其人生足迹的同时，将目前所能见到的中山先生的留影都收入

书中，是一部孙中山先生及其家庭的完整相册。 

［知识责任］杨博文 编撰 

  

 

［正题名］韩国钧朋僚函札名人墨迹 

［第一责任人］毕小平主编 

［译者］江苏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韩国钧在履官、乡居期间与当时的名流贤达、同僚友好过从甚密，多有信函往

来。本书从中选出民国军政要员、著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等 122

位的信函，将原件影印，以作者笔画为序，编辑成册。 

［主题词］手稿/名人/中国/民国/选集 

［主题词］信函/名人/中国/民国/选集 

［主题词］汉字/书法/中国/民国/作品集 

［知识责任］毕小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交通史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民国珍本丛刊 插图珍藏本 

［附注内容］民国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时期，《民国珍本丛刊》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成

果。本书讲的是中国交通史，分先秦时代之交通、隋唐宋时代之交通、元明清时代之交通及

现代中国之交通五篇,全面考述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通工具、交通管理等各方面。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中国 

［知识责任］白寿彝 著 

  

 

［正题名］玩具 100 年 

［副题名］中国现代玩具工业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任兴邦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总结了中国传统玩具主要产品的创出、发展及其作用和影响，从 20 世纪

初产生和形成的中国现代玩具工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 放以后我国玩具工

业的巨大发展，及成为世界玩具生产和供应大国的史实。 

［主题词］玩具/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任兴邦 编著 

  

 

［正题名］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成长道路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华清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政治人物/人物研究/湖南省/现代 

［知识责任］刘华清 著 

  

 

［正题名］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研究 



［并列题名］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yina 

［第一责任人］王彩玲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获中华文化学院学术文库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对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中积极的启蒙因素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尤其

是对青年毛泽东主张的“精神个人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伦理精神地阐述详细而深刻，其

中不乏作者的新见解。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伦理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王彩玲 著 

  

 

［正题名］中国戏剧大师的命运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等]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 

［主题词］戏剧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戏剧家/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梅兰芳 著 

  

 

［正题名］金庸散文集 

［第一责任人］金庸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国当代的散文作品.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金庸 著 

  

 

［正题名］风雨百年 

［副题名］孙毅将军年谱 

［第一责任人］赵勇田…[等]编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系统地记录了百岁将军孙毅幼年求学、投奔红军、长征路上、转战

华北等一生历程,为研究孙毅将军及从事军事人物研究的部门和学者提供了一本难得的史

料。 

［知识责任］赵勇田 编 

［知识责任］仝玉林 编 

［知识责任］孙兢 编 



［知识责任］宋柄权 编 

  

 

［正题名］见证中国百年 

［副题名］一个外国家族的中国情节 

［第一责任人］（加）皮特·斯特斯伯格著 

［译者］李巍…[等]译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加拿大交流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主要是根据作者的父母亲和其他亲戚的回忆写成,作者在本书的 后

一章描述了回到中国所熟悉的地方,并告诉读者所目睹的中国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是如何从

一个事实上的殖民地,变成一个将对 21 世纪产生影响的大国。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斯特斯伯格 著 

［次知识责任］李巍 译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孙宏安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古代科学教育史略》(1996 年)的后篇，探讨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并完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科学教育。全书内容分成三编

九章，按历史顺序阐述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 

［主题词］科学教育学/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教育学/教育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孙宏安 著 

  

 

［正题名］社会性别文化的历史与未来 

［第一责任人］王凤华, 贺江平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欧盟小项目便捷基金项目资助, 湖南省教育厅 2005 年度科学研究项目 

［主题词］性别差异/研究 

［知识责任］王凤华 著 

［知识责任］贺江平 著 

  

 

［正题名］中国皇家收藏传奇 



［并列题名］The odyssey of China's imperial art treasures 

［第一责任人］（美）珍妮特·埃利奥特（Jeannette S.Elliott）,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著 

［译者］潘利侠, 刘继月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追溯了中华皇家收藏的来龙去脉,为人们从总体上理解中国的皇家收藏提

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内容包括:从远古到 12 世纪的中国皇家艺术珍品、明清时期的皇家收

藏、从私藏到公 :民国初期的珍宝等。 

［主题词］宫廷/收藏/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埃利奥特 著 

［知识责任］Elliott 著 

［知识责任］沈大伟 著 

［知识责任］Shambaugh 著 

［次知识责任］潘利侠 译 

［次知识责任］刘继月 译 

  

 

［正题名］西部文化的当下传播与发展论评 

［第一责任人］焦垣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211 工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西部戏曲论评、文化的当下传播论评、红色经典论评、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态势论评、教学中的文化拾零、西部文学作品论评、构筑和谐社会的文化思考等内容。 

［主题词］文化/研究/西北地区 

［主题词］文化/研究/西南地区 

［知识责任］焦垣生 著 

  

 

［正题名］西安事变新探 

［副题名］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第一责任人］杨奎松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作者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全书详细地论述了西安事变前张

学良试图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中共接通苏联，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情况。包括由战争

走向妥协、打通国际路线、“一二·一二革命”、从革命到兵谏共五章内容。 

［主题词］西安事变（1936）/史料 

［知识责任］杨奎松 著 

  

 

［正题名］出版与近代文明 

［第一责任人］王建辉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图书评论家书系 

［附注内容］作者以宏观的大视野对近代出版进行整体的观照。着眼于近代出版自身，关注

中国出版的近代化进程；着眼于近代出版的外部环境，地研究出版与近代文明、与思想文化

史、与近代化、与近代教育、与“五四运动”等之间的关系。书中包括《思想文化史上的近

代出版》、《中国近代早期出版观探论》、《近代出版与近代教育》、《知识分子群体与近代报刊》、

《申报馆：报业之外的图书出版》等文章。 

［主题词］出版事业/文化史/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出版工作/理论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 

［知识责任］王建辉 著 

  

 

［正题名］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并列题名］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 au 18E siecle 

［第一责任人］（法）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 

［译者］徐建青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法国外交部部分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以 1743～1744 年直隶救灾为实例，溯前瞻后，研究了国家的救灾制度、

措施及其成效，所论延及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

乡村经济和生活等等，作者提出的 18 世纪国家所具有的积极精神，在管理经济方面得高度

组织能力、权威性和效率性，已为学界所肯定，由此证明本书的 创性学术地位。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18 世纪 

［主题词］自然灾害/救灾/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救灾/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魏丕信 著 

［知识责任］Will 著 

  

 

［正题名］禹贡锥指 

［第一责任人］（清）胡渭著 

［译者］鄒逸麟整理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清代学术名著丛刊 

［附注内容］尚书禹贡一篇，虽只有 1194 个字，但历来被奉为我国“历史地理志之祖”。它

假托大禹治水以后的政治区划，实际是一种地理区划，将全国分为九州，并分别记述了这九

个区划的山岭、河流、土壤、物产以及交通道路等。本书内容包括：点校说明、禹贡锥指略

例、禹贡图、九州分域图、西雅九州图、职方九州图等。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胡渭 著 

［次知识责任］邹逸麟 整理 

  

 

［正题名］台湾外志 

［第一责任人］（清）江日昇撰 

［译者］刘文泰…[等]点校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的《台湾外志》，主要记述郑成功父子收复和 发台湾，以及清、郑

之间的军事斗争与和谈的历史，对这部清代本进行校勘与注释。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省 

［知识责任］江日昇 撰 

［次知识责任］刘文泰 点校 

［次知识责任］黄宛峰 点校 

［次知识责任］禹宛莹 g 点校 

［次知识责任］朱顺玲 点校 

［次知识责任］刘兴云 点校 

［次知识责任］张玉芬 点校 

［次知识责任］郑先兴 点校 

  

 

［正题名］清末小说研究集稿 

［第一责任人］（日）樽本照雄著 

［译者］陈薇监译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清末小说资料在日本、刘铁云和日本人、胡适如何认识《老残游记》、

谁是《绣像小说》的编辑人、《官场现形记》的真伪问题、《游戏报》的周树人是鲁迅吗等内

容。 

［主题词］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文集 

［主题词］文学研究 

［知识责任］樽本照雄 著 

［次知识责任］陈薇 监译 

  

 

［正题名］宗祠 

［第一责任人］李秋香主编 

［译者］陈志华撰文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乡土瑰宝”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中国祠堂研究著作。 

［主题词］祠堂/名胜古迹/中国 



［知识责任］李秋香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志华 撰文 

  

 

［正题名］百年新疆 

［第一责任人］厉声, 许建英编写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我们的先辈和历史，先辈们曾经这样生活，人民获得了解放，父辈们创

造新生活，和谐社会造福于我们五部分。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集 

［知识责任］厉声 编写 

［知识责任］许建英 编写 

  

 

［正题名］新疆历史人物 

［第一责任人］谷苞主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新疆社会史丛书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知识责任］谷苞 主编 

  

 

［正题名］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 

［并列题名］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PG in Tibet - general Zhang Jingwu 

［第一责任人］胡春华总编 

［译者］车明怀主编 

［译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张经武：从参加革命到解放大西南、参与和平谈判劝返达赖、宣

传贯彻《协议》致力于站稳脚跟等。 

［知识责任］胡春华 总编 

［次知识责任］车明怀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并列题名］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书目卷册］第七卷·2006 

［第一责任人］常建华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卷的论文反映了近一两年南 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动向，我中心



分别在 2004 年 7 月、2005 年 8 月主办了“中国社会史史料研讨会”、“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

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与“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本卷发表了这

三次学术会议中的一些论文。 

［主题词］史评/中国 

［知识责任］常建华 主编 

  

 

［正题名］ 国第一战 

［副题名］抗美援朝战争全景纪实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双石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 国第一战抗美援朝战争的全景纪实。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双石 著 

  

 

［正题名］ 国第一战 

［副题名］抗美援朝战争全景纪实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双石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 国第一战抗美援朝战争的全景纪实。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双石 i 著 

  

 

［正题名］近代强国之路的探索者 

［副题名］郑观应 

［第一责任人］刘圣宜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追求郑观应一生的主要思想与业绩，并对其历史地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知识责任］刘圣宜 著 

  

 

［正题名］中国物理学史 

［丛书］近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刘树勇…[等]著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物理学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物理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树勇 著 

［知识责任］李艳平 著 

［知识责任］王士平 著 

［知识责任］申先甲 著 

  

 

［正题名］孔从洲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孔从洲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军事人物/回忆录 

［知识责任］孔从洲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军事装备 

［第一责任人］《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中华传统军事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介绍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代军事装备的发

展演变情况，即我国兵器从戈矛到火器的整个过渡情况。其中包括石兵器、铜兵器、铁兵器

和多种火器，以及这些兵器的发展对战术的影响等。 

［主题词］武器装备/简介/中国 

  

 

［正题名］爱国志士·诗人·教育家 

［副题名］丘逢甲 

［第一责任人］赵春晨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爱国人士、教育家、诗人丘逢甲的生平事迹，高度评价了他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在教育以及诗歌创作等领域的成就。 

［知识责任］赵春晨 著 

  

 

［正题名］百年中国口号解说 

［第一责任人］王曦昌…[等]主编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百余条口号，记录了中国百年来的每一个历史

时期和每一个重大事件。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汉语/社会习惯语 

［知识责任］王曦昌 著 

［知识责任］徐潜 著 

［知识责任］张天彪 著 

［知识责任］陈忠 著 

  

 

［正题名］黄宾虹画传 

［副题名］插图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王中秀著 

［出版者］上海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黄宾虹人生和绘画的通俗演绎。书中收录了作者“炼狱”、“画之初”、

“简笔画之变”、“虚实之变”、“脱化之初”等作品。 

［知识责任］王中秀 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中的“英雌”话语 

［第一责任人］李奇志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大学人文研究丛书 

［主题词］近代文学/女英雄/人物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李奇志 著 

  

 

［正题名］“围剿”中央苏区作战秘档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围剿”中央苏区和“清剿”中央苏区两部分。 

［主题词］五次反“围剿”/史料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抗战胜利后受降与接收秘档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战区受降亲历记、陆军总部及南京前进指挥所受降工作回



忆、关于汉口受降堂的情况等。 

［主题词］日本投降（1945）/史料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明清史续析 

［第一责任人］韦庆远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对中国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发到 高峰时期的政治局势进行观察，对封

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首脑的若干位皇帝的人品素质、执政特点和采取过的重大政策措施进行

检核，对位居统治集团高层的一些重臣们在当时起的作用和影响进行评估。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韦庆远 著 

  

 

［正题名］近代中西交往中的语言问题研究 

［副题名］作为文化现象的洋泾浜英 

［并列题名］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problem in the sino-western intercourse in the modern 

times 

［副题名］Pidgin English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第一责任人］周毅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英语/关系/文化交流/中国/世界 

［知识责任］周毅 著 

  

 

［正题名］祁龙威先生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赵昌智，周新国主编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远方贺信”、“友朋祝词”、“门人回忆”、“论文”、“附录”等七部分。

收录了《当代扬州学人的一面旗帜》、《祁龙威先生与广陵书社》等 40 多篇纪念文集。 

［主题词］史学家/中国/现代/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赵昌智 主编 

［知识责任］周新国 主编 

  

 

［正题名］光照千秋 

［副题名］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 

［书目卷册］十九 

［第一责任人］颜世峰主编 



［译者］山东省民政厅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著名烈士的生平事迹，具体包括：“怀念父亲苏振民”、“王大海烈

士传略”、“精忠卫国泣河山——记张冠五烈士”、“铮铮铁骨铸忠魂——记孙攻韬烈士”等。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山东省 

［知识责任］颜世峰 主编 

  

 

［正题名］神灵之手 

［副题名］一个西方传教土随红军长征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瑞士）R. A. 勃沙特（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著 

［译者］严强，席伟译 

［出版者］黄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地记录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历程，以及 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实况，并以

鲜活的视角揭示了红军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和红军的统战工作艺术。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瑞士/现代 

［知识责任］勃沙特 著 

［知识责任］Bosshardt 著 

［次知识责任］严强 译 

［次知识责任］席伟 译 

  

 

［正题名］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 

［副题名］1840-1921 

［第一责任人］张莲波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明清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妇女解放思想的启

蒙、戊戌维新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兴起、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等。 

［主题词］妇女解放/思想史/中国/1840～1921 

［主题词］思想史/妇女解放 

［知识责任］张莲波 著 

  

 

［正题名］青年必读书 

［副题名］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王世家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一九二五年一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

书”各十部的征文启示。七十余位名流学者，三百多位青年，应征作了答卷，并陆续在《京



报副刊》上刊出，本书辑印了有关这场征求与争论的全部文字材料。 

［主题词］读书活动/中国/1925/史料 

［知识责任］王世家 编 

  

 

［正题名］李仙根日记·诗集 

［第一责任人］王业晋主编 

［译者］黄健敏，李宁整理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孙中山与翠亨历史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李仙根日记》（1923～1925 年）及《李仙根诗集》原稿均由李仙

根家属提供。 

［主题词］日记/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王业晋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健敏 整理 

［次知识责任］李宁 整理 

  

 

［正题名］市井江湖之流氓世家 

［副题名］中国底层社会与流氓群体的历史观察 

［第一责任人］完颜绍元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古代 

［主题词］流氓/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完颜绍元 著 

  

 

［正题名］百年中国影视的历史影像 

［第一责任人］范志忠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描绘了百年中国主流电影、文革电影、新民俗电影、第六代电影、旧上海

电影等影视剧的美学流派，阐释了其中所折射的人文理想与艺术价值的历史嬗变。本书史论

结合，力图通过对百年中国经典影视文本的解读，阐释其中所折射地人文理想、与艺术价值

的历史变化。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范志忠 著 

  

 

［正题名］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 

［第一责任人］[周颖南，叶圣陶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周颖南文库 7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叶圣陶周颖南两位先生自 1978 至 1984 年间来往的书信 255 件，其中

整百件为叶圣陶先生所写。 

［知识责任］周颖南 著 

［知识责任］叶圣陶 著 

  

 

［正题名］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 

［第一责任人］[周颖南，俞平伯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周颖南文库 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俞平伯周颖南两先生来往书信 302 封，其中俞先生为 153 封，周先生

为 149 封，起自 1978 年，止于 1989 年。 

［知识责任］周颖南 著 

［知识责任］俞平伯 著 

  

 

［正题名］广东会馆论稿 

［第一责任人］刘正刚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暨南史学丛书 第一辑 

［主题词］会馆公所/研究/广东省 

［知识责任］刘正刚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 陈智超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由十章组成: 第一章商殷史史料; 第二章西周春秋战国史史料; 第三

章秦汉史史料;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史史料; 第五章隋唐五代史史料; 第六章宋史史料等等. 

［主题词］史料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高华 著 

［知识责任］陈智超 著 

  

 

［正题名］清初爱国诗人和学者 

［副题名］屈大均 

［第一责任人］何天杰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屈大均不平凡的一生，对他的创作成就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对他在

政治、文学等方面的观念发展变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而对他在清初历史和岭南文化史上

的地位作出了恰当的评价。 

［知识责任］何天杰 著 

  

 

［正题名］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朴键一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朝鲜半岛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研究状况的总体回顾和概括性总

结。主要包括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研究概况、北京研究机构的朝鲜半岛研究、北京高等学校的

朝鲜半岛研究、黑龙江省的朝鲜半岛研究和交流、长春的朝鲜半岛研究、延边大学的朝鲜半

岛研究等十章内容。 

［知识责任］朴键一 主编 

  

 

［正题名］汪伪政权全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余子道 ... [等] 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论述了汪伪政权的来龙去脉,抗战前期日军在华策划汉奸政权的阴谋。 

［主题词］汪伪政权(1938)/史料 

［知识责任］余子道 著 

［知识责任］曹振威 著 

［知识责任］石源华 著 

［知识责任］张云 著 

  

 

［正题名］汪伪政权全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余子道 ... [等] 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论述了汪伪政权的来龙去脉,抗战前期日军在华策划汉奸政权的阴谋。 

［主题词］汪伪政权(1938)/史料 

［知识责任］余子道 著 

［知识责任］曹振威 著 



［知识责任］石源华 著 

［知识责任］张云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6.3 

［第一责任人］陈乐人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陈乐人 主编 

  

 

［正题名］明清易代史独见 

［第一责任人］陈生玺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1368-1911) 

［知识责任］陈生玺 著 

  

 

［正题名］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丽霞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古典文学/文学研究/松江府[历史地名]/清代 

［主题词］家族/研究/松江府(历史地名)/清代 

［知识责任］朱丽霞 著 

  

 

［正题名］明清词研究史 

［第一责任人］陈水云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主题词］词 (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陈水云 著 

  

 

［正题名］红军长征记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 第二种 

［附注内容］“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为《二万五千里》，写于 1936 年，编成 1937 年。现按照原稿重新影

印，分为上、下两册,共收回忆录一百篇,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时间,行程两万五千里

武装大迁移的艰难经历、卓越斗争、胜利会师的真实全貌。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4-1936）/史料 

  

 

［正题名］红军长征记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 第二种 

［附注内容］“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为《二万五千里》，写于 1936 年，编成 1937 年。现按照原稿重新影

印，分为上、下两册,共收回忆录一百篇,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时间,行程两万五千里

武装大迁移的艰难经历、卓越斗争、胜利会师的真实全貌。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4-1936）/史料 

  

 

［正题名］学界泰斗 

［副题名］陈寅恪 

［第一责任人］王川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共 5 章，内容包括：家世及留学海外、清华大学的岁月、战火纷飞的十二

年等。 

［知识责任］王川 著 

  

 

［正题名］20 世纪的伟大女性 

［副题名］宋庆龄 

［第一责任人］盛永华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以不少新鲜而翔实的史料，用生动的笔触，介绍宋庆龄从一个爱国留学生，

在父亲的引导下，抛弃了富裕的生活，追随孙中山走上了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 

［知识责任］盛永华 著 



  

 

［正题名］民国文人书法性情 

［第一责任人］管继平著 

［出版者］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介于文人性情和书法赏析之间，向读者们介绍了民国文人蔡元培、陈独秀、

鲁迅、胡适之等风标独立、个性粲然之人物，展示了文人的笔墨趣话。 

［主题词］文化/名人/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书法/美术批评/中国/民国 

［主题词］汉字/书法/艺术评论/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管继平 著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秦汉时期 

［副题名］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主编 

［译者］许殿才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 10 章,主要包括:秦汉史学的社会背景、秦汉时期的统治政策与史学、

两汉时期的正宗思想与历史观、两汉之际的史家与史学、汉代的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等内容。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221-220 

［知识责任］白寿彝 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殿才 著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副题名］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主编 

［译者］瞿林东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 11 章。内容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形势与史学发展的特点和

趋势,“正史”撰述的兴盛,“正史”撰述的进一步发展,通史、地方史和民族史,历史思想的特

点及主要成就,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等。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220-907 

［知识责任］白寿彝 主编 



［次知识责任］瞿林东 著 

  

 

［正题名］康有为与近代文化 

［第一责任人］方志钦，王杰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20 多篇围绕“康有为学术、文化思想的内涵与特质”、“康有为学

术、文化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和“戊戌维新思潮、文化群体的历史地位”等问题的论文,

包括有《康有为文化观蠡测》、《康有为的“圣人”情结及其以孔教为国教说》、《康有为与梁

鼎芬》、《“康有为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等。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方志钦 主编 

［知识责任］王杰 主编 

  

 

［正题名］聂荣臻传 

［第一责任人］《聂荣臻传》编写组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主题词］军事家/传记/中国 

  

 

［正题名］回族近现代报刊目录提要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雷晓静主编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 1908 至 1948 年间，国内知名回族近现代报刊 52 种，涉及一百多

卷，约 1500 期内容的详细目录，并提供了 50 种报刊办刊的相关图片和报刊提要。 

［主题词］回族/报纸目录/期刊目录/中国/1908～1953 

［主题词］报纸目录/回族/中国/1908～1953 

［主题词］期刊目录/回族/中国/1908～1953 

［知识责任］雷晓静 主编 

  

 

［正题名］回族近现代报刊目录提要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雷晓静主编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 1908 至 1948 年间，国内知名回族近现代报刊 52 种，涉及一百多

卷，约 1500 期内容的详细目录，并提供了 50 种报刊办刊的相关图片和报刊提要。 



［主题词］回族/报纸目录/期刊目录/中国/1908～1953 

［主题词］报纸目录/回族/中国/1908～1953 

［主题词］期刊目录/回族/中国/1908～1953 

［知识责任］雷晓静 主编 

  

 

［正题名］协商共和 

［副题名］1948-1949 中国党派政治日志 

［第一责任人］郝在今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披露大量政坛秘闻：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与香港地下党的秘密联系因何突然

中断？李济深为何成为众矢之的？林彪入城后傅作义为何情绪大变？周恩来月下追屈武所

为何事？柳亚子的满腹牢骚从何而来？“北约”成立时中国各党派态度如何…… 

［主题词］政党/党史/中国/1948～1949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郝在今 著 

  

 

［正题名］中国领导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田广清…[等]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中华文明史研究大系 思想史卷 

［附注内容］本书对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主要领导思想进行介绍外，还对中国领导

思想史的主要流派、基本范畴和争论的主要问题，分专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概括了中国领导

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主题词］领导思想/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田广清 著 

  

 

［正题名］中国清代营房史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赵生瑞主编 

［译者］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编三十七章。全书史料中，包括皇帝谕旨，太后懿旨，政府文献，

方志记述，名人论著和多位资深专家、教授的现场调查纪实，清末民初多年生活于清代营房

中的老者对亲身经历的回顾，并有百余幅馆藏近百年的建筑物照片和图纸。 

［主题词］营房/军队后方勤务/中国/清代/史料 

［主题词］古代建筑/营房/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生瑞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近代时期（1840--1919 年） 

［副题名］中国近代史学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主编 

［译者］陈其泰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近代”用以指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本书对近代

史学的论述力求做到：揭示出近代史学发展 主要的特点和优点，是史学与救亡图强爱国主

义思潮的紧密联系，如实地反映近代史家深切关注民族命运、社会进步的情怀，深入地挖掘

他们在史学主张和史书著述上的成就，实事求是地作出分析和评价。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白寿彝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其泰 著 

  

 

［正题名］中外学前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王莉娅，麦少美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学前教育、中国近代学前教育、中国现代学前教育、

外国古代学前教育、外国近代学前教育、外国现代学前教育。 

［主题词］学前教育/教育史/世界/高等教育/教材 

［主题词］技术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王莉娅 主编 

［知识责任］麦少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明清时期（1840 年前） 

［副题名］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主编 

［译者］向燕南, 张越, 罗炳良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近代”用以指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本书对近代

史学的论述力求做到:揭示出近代史学发展 主要的特点和优点,是史学与救亡图强爱国主义

思潮的紧密联系,如实地反映近代史家深切关注民族命运、社会进步的情怀,深入地挖掘他们

在史学主张和史书著述上的成就,实事求是地作出分析和评价。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白寿彝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向燕南 著 

［次知识责任］张越 著 

［次知识责任］罗炳良 著 

  

 

［正题名］揭秘西安事变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七个章节，包括：事变前后、临潼“兵谏”、各方反应、和平谈判、会

审和幽禁、二二事件、分化瓦解。 

［主题词］西安事变（1936）/史料 

  

 

［正题名］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动 

［副题名］中国近代史论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第一辑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郑师渠 著 

  

 

［正题名］日本研究论集 

［书目卷册］2006（总第 11 集）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日本研究院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录文章有《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走势与我国的对策》、《东亚 FTA

的进展及面临的课题》、《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及其启示》等。 

  

 

［正题名］领袖身边十三年 

［副题名］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家骥回忆 

［译者］杨庆旺执笔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毛泽东的卫士不少，任期 10 年以上的不多，李家骥便是其中一个。李家骥在

书中回忆了毛泽东的工作、生活情况。 



［知识责任］李家骥 回忆 

［次知识责任］杨庆旺 执笔 

  

 

［正题名］领袖身边十三年 

［副题名］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家骥回忆 

［译者］杨庆旺执笔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毛泽东的卫士不少，任期 10 年以上的不多，李家骥便是其中一个。李家骥在

书中回忆了毛泽东的工作、生活情况。 

［知识责任］李家骥 回忆 

［次知识责任］杨庆旺 执笔 

  

 

［正题名］中国邪教史 

［第一责任人］王清淮,朱玫,李广仓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从历时与共时结合的角度, 依托翔实史料, 梳理邪教的演变轨迹, 挖掘其

生成的社会背景及心理原因, 阐述其发展规律, 点明邪教的反人类本质, 为防止邪教在当代

死灰复燃提供情报预警。 

［主题词］邪教/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王清淮 著 

［知识责任］朱玫 著 

［知识责任］李广仓 著 

  

 

［正题名］晚清公司与公司治理 

［第一责任人］杨在军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导论、中国近代公司史研究动态、晚清公司基本特点等七章。 

［主题词］公司/企业管理/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杨在军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大学（1898-1937）与社会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方增泉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近代中国大学产生、发展的经济和思想文化基础；近代中国大



学与经济现代化；近代中国大学与文化现代化；制约近代中国大学社会功能的因素等。 

［主题词］高等学校/教育史/研究/中国/1898～1937 

［主题词］教育史/高等学校/研究/中国/1898～1937 

［知识责任］方增泉 著 

  

 

［正题名］非常岁月 

［副题名］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 

［第一责任人］熊诚, 吴颖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此长篇报告文学,主要描写的是邓小平同志下放江西新建县三年来监督劳动的

生活经历以及他对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思考.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熊诚 著 

［知识责任］吴颖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 u 

［书目卷册］2005.2 

［书目卷册］总第二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了《自由主义、宽容鱼虚无主义》、《庄子之方外与方内思想简析》、

《结构主义思潮与诗画语言研究》、《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 

［并列题名］Notes on intellectuals in Chinese fiction and reality 

［第一责任人］乐黛云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中华文化编 

［附注内容］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世说新语》研究魏晋“名士”，通过《浮生六记》剖析封建末期的

文人，通过《孤独者》、《伤逝》、《蚀》和《财主的儿女们》来了解 20 世纪 20 和 40 年代的

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布礼》来探索 50、60 年代中国某些青年的心态等。 

［主题词］小说/人物形象/文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学研究 



［知识责任］乐黛云 著 

  

 

［正题名］中国人的脸谱 

［副题名］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第一责任人］（美）亚瑟·亨·史密斯著 

［译者］龙婧译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 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第一本探讨这个问题的带有社会学性质

的著作,因此对后世的学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外国人的中国观。因此,

它曾长期作为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 

［主题词］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史密斯 著 

［次知识责任］龙婧 译 

  

 

［正题名］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 

［副题名］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 

［第一责任人］张雪蓉著 

［出版者］华龄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中国大学接受美国教育模式的外部环境以及使之发生的媒介；阐述

了以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大学变革，怎样在抛弃日本模式后，全面接受美国的办学模式；探讨

了美国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对中国大学变革的影响。 

［主题词］高等学校/教育改革/研究/中国/1915～1927 

［主题词］教育改革/研究/中国/1915～1927 

［知识责任］张雪蓉 著 

  

 

［正题名］四十自述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丛编题名］胡适著译精品选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谈史说戏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马铁汉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对 50 余出京剧,从戏剧角度介绍了它们的内容和表演艺术;从史的方面,叙



述戏中所涉及的内容和背景,同时纠正了戏中的虚构成分。 

［主题词］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来新夏 主编 

［知识责任］马铁汉 主编 

  

 

［正题名］上海市民社会史论 

［第一责任人］徐甡民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上海的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内容包括：上海的天时、地利、人

和；求真务实，融会中西；个体本位及其历史的定义；自市民而社会等。 

［主题词］市民/城市社会学/研究/上海市 

［主题词］城市社会学/研究/上海市 

［知识责任］徐甡民 著 

  

 

［正题名］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副题名］1840-1926 年 

［第一责任人］李剑农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编著 早、在海外影响很大、很有特色的中国近代政治史著作。全

书依次介绍了鸦片战争、维新运动的初步、维新运动的反动、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中国

国民党改组与北洋军 的末路等内容。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1840-1926 

［知识责任］李剑农 著 

  

 

［正题名］斯诺与中国 

［书目卷册］上 

［并列题名］Snow and China 

［第一责任人］武际良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国际友人丛书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武际良 著 

  

 

［正题名］斯诺与中国 

［书目卷册］下 

［并列题名］Snow and China 



［第一责任人］武际良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国际友人丛书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武际良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王义祥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社会变迁/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义祥 著 

  

 

［正题名］陷京三月记 

［第一责任人］（民国）蒋公榖著 

［译者］朱成山点校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南京稀见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为抗日战争中的南京守军军医,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南京沦陷时期

的种种状况,为世人了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丛编题名］南京稀见文献丛刊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 

［知识责任］蒋公榖 著 

［次知识责任］朱成山 点校 

  

 

［正题名］中华帝国纪行 

［副题名］在大清国 富传奇色彩的历险 

［并列题名］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法）E.R.古伯察（Régis Evariste Huc）著 

［译者］张子清, 王雪飞, 冯冬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大清帝国所经历的 富有传奇色彩的历险记. 

［主题词］游记(文学)/法国/近代 

［知识责任］古伯察 著 

［知识责任］Huc 著 

［次知识责任］张子清 译 



［次知识责任］王雪飞 译 

［次知识责任］冯冬 译 

  

 

［正题名］中华帝国纪行 

［副题名］在大清国 富传奇色彩的历险 

［并列题名］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法）E.R.古伯察（Régis Evariste Huc）著 

［译者］张子清, 王雪飞, 冯冬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大清帝国所经历的 富有传奇色彩的历险记. 

［主题词］游记(文学)/法国/近代 

［知识责任］古伯察 著 

［知识责任］Huc 著 

［次知识责任］张子清 译 

［次知识责任］王雪飞 译 

［次知识责任］冯冬 译 

  

 

［正题名］近代文学批评史 

［副题名］1750-1950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批评 1900-1950 

［第一责任人］（美）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著 

［译者］杨自伍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分为法国批评 1900—1950、意大利批评 1900—1950、西班牙批评 1900

—1950 三部分。 

［主题词］文学批评史/法国/近代 

［主题词］文学批评史/意大利/近代 

［主题词］文学批评史/西班牙/近代 

［知识责任］韦勒克 著 

［知识责任］Wellek 著 

［次知识责任］杨自伍 译 

  

 

［正题名］中国形象 

［副题名］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s Image 

［副题名］The Country in the Eyes of Foreign Scholars 



［第一责任人］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等]著 

［译者］沈晓雷…[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外国人如何看中国形象的专题文集,内容包括中国的内政、外交、

国防和政治、经济、文化。 

［主题词］发展战略/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雷默 著 

［知识责任］Ramo 著 

［次知识责任］沈晓雷 译 

  

 

［正题名］中国全国性社会团体名录 

［第一责任人］孙伟林主编 

［译者］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02 年出版，几年来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已增至 1800

多个，原书只收录 1500 多个，而且其中 700 多个的登记事项已变更，900 多个社团和基金

会的联系电话已更改，网站、电子信箱等快捷的联系方式也未收录。此次重新修订在这些项

目上进行了补充更正，查阅起来更加全面、方便。 

［主题词］社会团体/名录/中国 

［知识责任］孙伟林 主编 

  

 

［正题名］一天又一天 

［副题名］六七十年代北京人生活素描 

［第一责任人］张海惠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记录了六七十年代北京人的饮食习惯，购物方式和日常商品物价，穿

着习惯，款式和衣着消费，居住条件，生活习惯和 等。 

［主题词］社会生活/北京市/现代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现代 

［知识责任］张海惠 著 

  

 

［正题名］谭富英影记 

［第一责任人］和宝堂编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文化人影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谭富英的人生轨迹和艺术成就，所收集的照片都按时序排列，每幅



配以简短文字，对照片的背景略作说明。 

［主题词］京剧/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和宝堂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一责任人］（日）石川祯浩著 

［译者］袁广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搜集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了对比分析，在

此基础上，对中国成立时期的马列主义传播渠道、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形成以及中共成立的时

间和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等等问题，都提出了见解。 

［主题词］党史/研究/1919～1921 

［知识责任］石川祯浩 著 

［知识责任］Yoshihiro 著 

［次知识责任］袁广泉 译 

  

 

［正题名］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英）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著 

［译者］卓廉士，黄刚译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以作者在长江及川藏地区的游历路线,记叙了沿途的风光古迹、民风民俗。

反映了晚清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898 

［知识责任］伯德 著 

［知识责任］Bird 著 

［次知识责任］卓廉士 译 

［次知识责任］黄刚 译 

  

 

［正题名］黑龙江区域社会文明转型研究 

［副题名］1861-1911 

［第一责任人］石方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课题以九章的篇幅论述了黑龙江区域的社会文明转型及现代化启动与发展:

第一章分析其背景,余下依次的顺序是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生态、经济、城市的现代化

及社会转型与人民生活、社会风尚与现代伦理等。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黑龙江省/1861-1911 

［知识责任］石方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 

［第一责任人］洪认清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抗战时期延安根据地史学的发展状况。内容包括:延安学风和延安史

学的特点、毛泽东与延安史学、延安根据地的史学理论和传统文化研究等。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洪认清 著 

  

 

［正题名］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 

［第一责任人］蔡家艺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附注内容］新疆古称西域,自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我国古代边疆各族人民生息繁衍之地。

塞人、月氏、乌孙、匈奴、高车、柔然、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民族,都相继于此从事

牧猎与耕垦。明代以后,由于察合台汗国衰落,其地分别为东察合台汗国(后为叶尔羌汗国)、

瓦刺及哈萨克汗国所据,彼此之间互相依存,也互相争夺,并逐渐演变为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史/研究/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清代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清代 

［知识责任］蔡家艺 著 

  

 

［正题名］越缦堂读书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铭撰 

［译者］由云龙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学术笔记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依据两种日记原书、加入补订和标点、依照新的分

类重新排列、并于 1959 年出版的版本的重印。其内容分为“哲学思想”、“政治社会经济”、

“历史”、“科学技术”、“军事”等。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选集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后期/选集 

［知识责任］李慈铭 撰 

［次知识责任］由云龙 辑 

  

 

［正题名］越缦堂读书记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铭撰 



［译者］由云龙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学术笔记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依据两种日记原书、加入补订和标点、依照新的分

类重新排列、并于 1959 年出版的版本的重印。其内容分为“哲学思想”、“政治社会经济”、

“历史”、“科学技术”、“军事”等。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选集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后期/选集 

［知识责任］李慈铭 撰 

［次知识责任］由云龙 辑 

  

 

［正题名］越缦堂读书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铭撰 

［译者］由云龙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学术笔记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依据两种日记原书、加入补订和标点、依照新的分

类重新排列、并于 1959 年出版的版本的重印。其内容分为“哲学思想”、“政治社会经济”、

“历史”、“科学技术”、“军事”等。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选集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后期/选集 

［知识责任］李慈铭 撰 

［次知识责任］由云龙 辑 

  

 

［正题名］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 

［第一责任人］陈丽菲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讲述了日本近代独特的性政治、海外妓业与日本的近代殖民扩张、军

队性奴隶制的萌芽与确立等内容。 

［主题词］军国主义/性犯罪/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陈丽菲 著 

  

 

［正题名］俄罗斯馆纪事 

［并列题名］Accounts of E-lo-ssu Kuan（Russian hostel） 

［第一责任人］蔡鸿生著（by Cai Hongsheng）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外交流历史文丛 蔡鸿生主编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俄罗斯馆的起源和沿革、俄罗斯馆与汉学、中俄贸易与俄罗斯

馆、附编。 

［主题词］沙俄/公使馆 

［主题词］中俄关系/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蔡鸿生 著 

［知识责任］蔡鸿生 丛书主编 

  

 

［正题名］1949 年以前的台湾 

［第一责任人］袁成毅，钱志坤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普通高校通识教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台湾的地理环境与史前文化、台湾与大陆的早期关系、荷兰对台湾

的入侵与殖民统治、郑成功收复台湾与台湾的社会经济、抗日战争与台湾光复等内容。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省/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袁成毅 主编 

［知识责任］钱志坤 主编 

  

 

［正题名］乱世飘萍 

［副题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 

［第一责任人］散木著 

［出版者］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散木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史 

［副题名］1917-2000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博雅大学堂 文学 

［附注内容］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了五六十年代小说、诗歌戏剧散文，1949～1976 文学思潮、本

时期台港文学、1977～1989 文学思潮，以及 80 年代小说、诗歌、戏剧、散文，90 年代小说、

诗歌、散文等。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1917～2000/高等教育/教材 

［知识责任］朱栋霖 主编 



［知识责任］朱晓进 主编 

［知识责任］龙泉明 主编 

  

 

［正题名］清俗纪闻 

［第一责任人］（日）中川忠英编著 

［译者］方克，孙玄龄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二百年前日本出版的关于清代乾隆时期中国江、浙、闽一带民间传统习

俗及社会情况的一部调查纪录,内容涉及到了社会习俗、礼仪、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中川忠英 编著 

［次知识责任］方克 译 

［次知识责任］孙玄龄 译 

  

 

［正题名］亚洲学术 

［并列题名］Scholarly studies on Asia 

［书目卷册］2006 

［第一责任人］冯俊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名家论坛、中国研究与亚洲理念、韩国研究和中韩交流、日本研究、

东南亚研究、亚太经济、亚太经济和外交关系等栏目。 

［主题词］社会科学/连续出版物 

［知识责任］冯俊 主编 

  

 

［正题名］另一种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学者/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正题名］消解历史的秩序 

［并列题名］Lo(o)sing the Order of History 

［第一责任人］陈启能，王学典，姜芃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新史学沙龙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前沿探索、当代史学、专家访谈等。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启能 主编 

［知识责任］王学典 主编 

［知识责任］姜芃 主编 

  

 

［正题名］西方的没落 

［并列题名］the decling of the west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形式与现实 

［第一责任人］（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 

［译者］吴琼译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史学/哲学理论 

［主题词］哲学/德国 

［知识责任］斯宾格勒 著 

［次知识责任］吴琼 译 

  

 

［正题名］西方的没落 

［并列题名］the decling of the west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世界历史的透视 

［第一责任人］（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译者］吴琼译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史学/哲学理论 

［主题词］哲学/德国 

［知识责任］斯宾格勒 著 

［次知识责任］吴琼 译 

  

 

［正题名］北京东西城 

［第一责任人］蒲以勉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社会生活/北京/史料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蒲以勉 著 

  

 



［正题名］中国乡村发现 

［书目卷册］总第 1 辑（2006.10） 

［第一责任人］朱有志,胡正扬,郑昌华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将立足于三农第一线，注重实证调查研究，展现乡村原生态，为三农理论

与实践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 

［主题词］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朱有志 主编 

［知识责任］胡正扬 主编 

［知识责任］郑昌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五代辽宋金元时期 

［副题名］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主编 

［译者］吴怀祺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近代”用以指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本书对近代

史学的论述力求做到:揭示出近代史学发展 主要的特点和优点,是史学与救亡图强爱国主义

思潮的紧密联系,如实地反映近代史家深切关注民族命运、社会进步的情怀,深入地挖掘他们

在史学主张和史书著述上的成就,实事求是地作出分析和评价。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907-1368 

［知识责任］白寿彝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怀祺 著 

  

 

［正题名］清朝兴起史 

［第一责任人］周远廉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女真各部的统一”、“满族贵族集团的形成”等十二章。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后金（1616-1636）/研究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1636--1911）/研究 

［知识责任］周远廉 著 

  

 

［正题名］病榻杂记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他自 2001 年底住院至今在病榻上撰写的九十多篇文章，共二十四

万字。内容丰富生动，有首次完整披露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生活、学习和奋斗自

强的感人事迹；有怀念自己父母、老师和亲友的文章；有为友朋写的序和跋；但更多的还是

先牛平时所十分关注的人与火自然的和谐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爱国主义与奉献精神、人生

观、生死观和人生感悟。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正题名］明清之际新仁学 

［副题名］顾炎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可真著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知识责任］周可真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的历史经验 

［副题名］第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并列题名］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A 

Collection of Papers 

［第一责任人］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译者］张星星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是第五届国史学术年会的论文集, 共收入文稿 74 篇, 其中论文 70 篇。全

书涵盖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发展状况, 总结了

历史经验和教训, 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总结。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会议录 

［次知识责任］张星星 主编 

  

 

［正题名］红小鬼 

［副题名］打 尘封半个多世纪的红色档案 

［第一责任人］王一楠，李一星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52 位红小鬼早年参加革命的动机，人小志大而追寻光明、谋求人

民解放的理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感人故事，以及他们后来成长为战斗英雄、

人民功臣、新中国栋梁的革命历程。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一楠 编著 

［知识责任］李一星 编著 

  



 

［正题名］中国田径运动百年 

［第一责任人］文超主编 

［出版者］人民体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全书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主要阐述当前正式田径运动比赛项目在中国近百年的

展状况和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和事件。下部主要阐述田径运动其他重要领域。 

［主题词］田径运动/体育运动史/中国/1896～2005 

［主题词］体育运动史/中国/1896～2005 

［知识责任］文超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 

［第一责任人］张全明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华大博雅”历史学系列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为中国的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

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地图学、历史地理名著等。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中国/教材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 

［知识责任］张全明 著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先秦时期 

［副题名］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主编 

［译者］白寿彝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是全书的叙篇。第二部分是关于先秦史学

的论述。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221-207 

［知识责任］白寿彝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寿彝 著 

  

 

［正题名］白璧德与中国文化 

［并列题名］Babbitt and Chinese culture 

［第一责任人］段怀清著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学西渐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关注到白壁德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所存在

着的客观联系的基础上,对白壁德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汉学历史语境中的地位与意义、

白壁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形态、白壁德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认识论与方法意义等进行了前所未

有的阐述。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影响/西方国家 

［主题词］文学研究/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段怀清 著 

  

 

［正题名］史耐德与中国文化 

［并列题名］Snyder and Chinese culture 

［第一责任人］钟玲著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学西渐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六章探讨史耐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陈述了史耐德生活中所经验到的中

国文化,探讨史耐德所吸收的道家与儒家思想,分析史耐德所学的禅宗,讨论他喜欢的中国诗

人以及他对中国传统书画之认识等。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美国 

［知识责任］钟玲 著 

  

 

［正题名］帝国掠影 

［副题名］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刘潞，（英）吴芳思编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图录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提出新修清史采用由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表五大部分组成新的综

合体体裁体例,图录作为一个创新的部分将纳入新修的大清史。 

［主题词］古代史/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潞 编译 

［知识责任］吴芳思 编译 

  

 

［正题名］张学良 

［副题名］毁誉由人 

［第一责任人］赵杰著 

［出版者］种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采访张学良及与其有各种联系的人员起，以迂回的视角和后重的笔

触展现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后地人生轨迹和情感生活赞誉张将军为了民族利益的大义



和坦荡的人格。 

［知识责任］赵杰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99 辑 

［书目卷册］2006 年第 3 期 

［第一责任人］陈夕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文集，收集了回忆录、口述历史、纪念中国工农红

军胜利七十周年、专题资料、人物介绍、地方党史、史实考证等史料。 

［知识责任］陈夕 主编 

  

 

［正题名］史学名篇 

［第一责任人］胡戟主编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丛编题名］高等教育学养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入选了 25 篇中外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论文，包括：《中国历史研究法(存

目)》、《历史学家的技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等。 

［主题词］史学/文集 

［主题词］史学/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胡戟 主编 

  

 

［正题名］北京地理 

［副题名］古都城门 

［第一责任人］新京报编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新京报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正阳门、崇文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天

安门、右安门等。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 

［主题词］古建筑/简介/北京市 

  

 

［正题名］郁达夫别传 

［第一责任人］（马来）温梓川著 

［译者］钦鸿编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朋友身份撰写的这部传记，二分之一篇幅涉及郁达夫赴东南亚期间

的写作生涯、离奇生活、死亡之谜、为郁达夫研究者及热爱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提供了新的史

料和新的视角。 

［知识责任］温梓川 著 

［次知识责任］钦鸿 编 

  

 

［正题名］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第一责任人］王文正口述 

［译者］沈国凡采写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亲历者口述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由来。这桩冤案持续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广,乃

历史之罕见。“三十万言书”所述是何内容?为何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揭批“胡风反革命集

团”过程中,胡风等人经历了怎样的起伏与暗潮?历时三十余载,胡风冤案才告终结,这起悲剧

留给我们怎样的思索与启示?胡风案审理法官王文正解密历史真相。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文正 口述 

［次知识责任］沈国凡 采写 

  

 

［正题名］满族要论 

［第一责任人］张杰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教育“十五” “211 工程”辽宁大学 “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依次论述了满族的源流, 建州三卫兴起的关键人生李满住, 1644 年满入关

并且取得胜利的原因, 满蒙联姻政策在满族兴起和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新满洲构成东北满族主体之经过, 科举考试对满族融入汉文化的影响等等。 

［主题词］满族/民族历史/研究 

［主题词］满足/民族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张杰 著 

  

 

［正题名］老北京的小胡同 

［第一责任人］萧乾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萧乾 著 

  



 

［正题名］明清晋商老字号 

［并列题名］Shanxi Businessmen's Old Shops in the Qing Dynasties 

［第一责任人］郑考时, 孔阳著 

［出版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晋商书系 

［附注内容］山西财经大学学科建设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从一个侧面, 形象地、直观地反映出过去几个世纪的晋商商业文化生活, 犹

如一曲古老的乐章, 令人从中感受到山西一代巨贾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商业和金融业做出的

惊人的贡献。 

［主题词］工商企业/经济史/山西省 

［知识责任］郑考时 著 

［知识责任］孔阳 著 

  

 

［正题名］科学的灵魂 

［副题名］500 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 

［并列题名］The soul of science 

［第一责任人］（美）兰西·佩尔斯（Nancy Pearcey），（美）查理士·撒士顿（Charles Thaxton）

合著 

［译者］潘柏滔译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新百合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探讨了很多科学家的信仰和哲学立场,包括新的科学史、第一个科学

革命、数学的振兴和衰退、第二个科学革命四卷。 

［主题词］科学史学/研究 

［主题词］科学/关系/宗教/研究 

［知识责任］佩尔斯 合著 

［知识责任］Pearcey 合著 

［知识责任］撒士顿 合著 

［知识责任］Thaxton 合著 

［次知识责任］潘柏滔 译 

  

 

［正题名］红军史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阎景堂主编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与发展壮大”、“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等六个部分，生动讲述了红军史。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阎景堂 主编 

  

 

［正题名］天津商民房地契约与调判案例选编 

［副题名］1686 -1949 

［第一责任人］宋美云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天津通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主要来自于天津市档案馆，其中涉及商民房产交易契约、会馆房产交

易契约、商家诉状、民事调判、饬文、呈文、函文、清单等内容。 

［主题词］房地产/合同/天津市/1686～1949/汇编 

［主题词］房地产/民事纠纷/调解(诉讼法)/案例/天津市/1686～1949/汇编 

［主题词］合同/房地产/天津市/1686～1949/汇编 

［知识责任］宋美云 主编 

  

 

［正题名］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 

［第一责任人］刘海岩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天津通史资料丛书 万新平总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各类地契文书共 637 件，时限是从清乾隆六年至民国三十六年即公

元 1947 年。包括：绝卖契、卖契、裁卖契、租典当契、永租契、官契、补契等。 

［主题词］地契/档案资料/天津市/1741～1947/汇编 

［主题词］城市经济/经济史/档案资料/天津市/1741～1947/汇编 

［知识责任］刘海岩 主编 

  

 

［正题名］中国辞典史论 

［第一责任人］雍和明，罗振跃， 张相明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绪论、世界辞典文化的起源与演进（远古至当代）、中国辞典的萌

芽与 创（西周至两汉）、中国辞典的探索与建设（魏晋至元朝）、中国辞典的沿革与成形（明

朝至清朝）、中国辞典的沉寂与兴盛（20 世纪） 

［主题词］辞书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雍和明 著 

［知识责任］罗振跃 著 

［知识责任］张相明 著 

  

 

［正题名］量守庐学记 

［副题名］黄侃的生平和学术 



［第一责任人］程千帆,唐文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语言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程千帆 编 

［知识责任］唐文 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史 

［副题名］1917-2000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博雅大学堂 文学 

［附注内容］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五四文学革命、20 年代小说、20 年代戏剧、20 年代散文、30 年代小

说、30 年代散文、40 年代小说、40 年代新诗等内容。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1917～2000/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朱栋霖 主编 

［知识责任］朱晓进 主编 

［知识责任］龙泉明 主编 

  

 

［正题名］昨天的与世界的 

［副题名］从文化到人物 

［第一责任人］罗志田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写意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位史家的社会文化评论集, 这里有知识人的社会关怀, 也可见 20 世纪

学术的履迹, 更希望把一些新近的学院研究以“可读”的方式出之, 侧重文化的眼光和影响

历史人物, 以因应非学院读者日益增强的学术兴趣.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罗志田 著 

  

 

［正题名］美国教育史学 

［副题名］嬗变与超越 

［第一责任人］周采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上、下编,内容包括:传统教育史学的崛起、新教育史学的代表人物

克雷明、传统教育史学的代表人物卡伯莱、激进派教育史学的冲击等。 



［主题词］教育史/美国 

［知识责任］周采 著 

  

 

［正题名］徐志摩文集 

［丛书］小说·日记·书信卷 

［第一责任人］徐志摩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短篇小说/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徐志摩 著 

  

 

［正题名］木材之流动 

［副题名］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张应强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历史·田野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将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社会置于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社

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把握，对自清代以来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流域以木材采运为中心

的地域社会文化演变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史/研究/贵州省/清代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贵州省/清代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贵州省/清代 

［知识责任］张应强 著 

  

 

［正题名］走向世界的挫折 

［副题名］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 

［第一责任人］汪荣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汪荣祖人物书系 

［主题词］政治家/评传/中国/清代 

［主题词］思想家/评传/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汪荣祖 著 

  

 

［正题名］天津古史寻绎 

［第一责任人］韩嘉谷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天津地方志资料丛书 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风雷激荡的远古时代、北方阵容的夏商时期、融入中原的周代、

郡县伊始的秦汉时期、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北朝时期、赋重役繁的隋代、兵祸连绵的唐代等。 

［主题词］地方史/天津市/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韩嘉谷 著 

  

 

［正题名］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 

［第一责任人］林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对长征中党中央的一些部署、方针,红九军团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战斗,

所经之地城镇风貌、山川河流、地形气候、人情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记载和描述。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4-1936）/史料 

［主题词］日记/1934-1936 

［知识责任］林伟 著 

  

 

［正题名］旧京散文 

［第一责任人］邓云乡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大家散文文存 第五辑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 

［知识责任］邓云乡 著 

  

 

［正题名］岁除的哀伤 

［第一责任人］夏志清著 

［译者］陈子善编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丛编题名］大家散文文存 第四辑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夏志清 著 

［次知识责任］陈子善 编 

  

 

［正题名］明清史事沉思录 

［第一责任人］王春瑜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丛编题名］史学家书馆 王春瑜精选集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钩沉明清社会与文化,文笔犀利,内容涉及明清时期的宦官活动、流氓

社会、商业文化、农民战争、历史人物及事件等。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春瑜 著 

  

 

［正题名］詹天佑文集 

［副题名］纪念詹天佑诞辰 145 周年 

［第一责任人］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詹天佑纪念馆编 

［出版者］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由詹天佑遗留的著述汇编而成，共三编。内容包括：文章选、日记（译文）、

书信选（译文）。 

［主题词］铁路工程/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詹天佑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年鉴 

［副题名］人文社会科学版 

［书目卷册］2005 

［第一责任人］汝信,赵士林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第一编“学科发展状况”按学科门类编排,每一学科下的著作和论文两个

类别,分别介绍 2005 年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或较有影响的著作或论文及学者个人情况;第二编

“海外中国学者”以学者姓氏的拼音字母为序。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2005/年鉴 

［知识责任］汝信 主编 

［知识责任］赵士林 主编 

  

 

［正题名］中国电影图史 

［副题名］1905-2005 

［并列题名］Chinese film: an illustrated history 1905-2005 

［第一责任人］中国电影图史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完整展示中国电影发展历史的电影史著,始自 1905 年中国电影第一

部影片《定军山》,终于 2005 年年底中国电影百年庆典活动,全面、系统、客观地记录、展示

了一百年来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的中国电影的发展演变进程及成就。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1905-2005/图集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1905-2005/史料 

  

 



［正题名］贵阳百年体育图录 

［第一责任人］王亚平主编 

［译者］陶文正…[等]撰稿 

［译者］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贵阳市百年来体育发展的历史。通过地方体育运动沧桑变迁，从一个

侧面体现贵阳社会发展的特点。 

［主题词］体育事业/概况/贵阳市/1902-2003/图集 

［知识责任］王亚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陶文正 撰稿 

［次知识责任］刘正绪 撰稿 

［次知识责任］郑荣晴 撰稿 

［次知识责任］孟晓泉 撰稿 

  

 

［正题名］古都北五十年演变录 

［第一责任人］董光器著 

［出版者］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北京五十多年规划与建设地回顾及反思，记述了北京城市规划思想

形成的过程，论证了政治、经济、文化对城市规划与建设地影响；通过对长安街和天安门广

场的规划建设，对旧城破旧危房改造建设的实践以及若干个案的实例分析解析，从宏观到微

观，从技术层面到政策层面，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对文化历史保护区如何实施市政基础设

施现代化进行了初步探讨。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现代 

［主题词］城市规划/建筑史/北京/现代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现代 

［知识责任］董光器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 

［丛书］外国文学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民国 

  

 

［正题名］变革时代的社会科学 

［第一责任人］（美）D.W.卡尔霍恩著 

［译者］李述一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书的作者运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阐述了变

革时代人类社会的结构,人类生存的环境,以及社会的文化、经济、科学、医疗、娱乐和艺术

诸方面的新特点。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 

［知识责任］卡尔霍恩 著 

［次知识责任］李述一 译 

  

 

［正题名］改革十年社会科学重要理论观点综述 

［第一责任人］张新京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1978-1988/文集 

［知识责任］张新京 主编 

  

 

［正题名］精神生产领域若干专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夏赞忠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丛编题名］精神生产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社会科学、新闻事业、广播电视的宣传、文艺中的民族文化、文艺与生

活、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理论作了研究。 

［主题词］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文集 

［知识责任］夏赞忠 主编 

  

 

［正题名］名家论学 

［第一责任人］宗廷虎编选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中国大陆、港台、英美日澳和东南亚各地著名学者精心撰写的有关中

国文学、伦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方面的论文 30 余篇。 

［主题词］文学理论/文集 

［主题词］伦理学/文集 

［主题词］史学/文集 

［主题词］语言学/文集 

［知识责任］宗廷虎 编选 

  

 

［正题名］社会科学方法论 

［第一责任人］陈波等编著 

［出版者］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陈波 编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界大事记 

［副题名］1919～1985 

［第一责任人］王亚夫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学术思想/大事记/中国/1919-1985 年 

［知识责任］王亚夫 主编 

  

 

［正题名］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 

［第一责任人］（美）萨尔顿著 

［译者］陈恒六等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库 邓朴方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new humanism 

［主题词］科学哲学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关系/新人文主义 

［知识责任］萨尔顿 著 

［次知识责任］陈恒六 译 

  

 

［正题名］社会科学简史 

［第一责任人］王正萍，柏毓田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 

［知识责任］王正萍 主编 

［知识责任］柏毓田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科学 

［副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正题名］理性的辉光 

［副题名］科技革命与世界新格局 



［第一责任人］于德惠，赵一明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科学与和平丛书 陈能宽主编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The radiance of reason：The impact of science and thchnology upon the 

new order in the world 

［附注内容］分析了大国兴衰的深层科学文化原因及对科技对世界新格局形成的作用。 

［主题词］国际政治/研究 

［主题词］技术革命/影响/国际政治关系 

［知识责任］于德惠 著 

［知识责任］赵一明 著 

  

 

［正题名］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 

［第一责任人］夏禹龙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分三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社会科学发展的特征,振兴中国社会科学的契机。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 

［知识责任］夏禹龙 主编 

  

 

［正题名］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兴成，秦麟征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研究报告和研究文献两篇,反映了当代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社会科学

的发展政策、组织管理政策和成果利用政策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政策/研究/外国 

［知识责任］王兴成 主编 

［知识责任］秦麟征 主编 

  

 

［正题名］蓬勃发展的山东社会科学 

［副题名］1949～1984 

［第一责任人］《山东社联通讯》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4 

 

［正题名］ 创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 

［第一责任人］马洪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入 21 篇文章。内容包括：搞好社会科学规划工作问题；社会科学研



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和研究方法问题；

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问题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马洪 著 

  

 

［正题名］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 

［第一责任人］赖泽涵主编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87.4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知识责任］赖泽涵 主编 

  

 

［正题名］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中国论坛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论坛杂志社 

［出版日期］1988.5 

 

［正题名］天津社会科学手册 

［第一责任人］杜立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知识责任］杜立 主编 

  

 

［正题名］甘肃社会科学概观 

［第一责任人］甘棠寿，郝树声主编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材料断自 1949 年,有些涉及到 1949 年以前的内容,下限为 1985 年,有些内

容延至 1989 年底,全面地反映了 1949～1985 年间甘肃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状况。 

［主题词］社会科学/概况/甘肃/1949-1985 

［知识责任］甘棠寿 主编 

［知识责任］郝树声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通览 

［第一责任人］程裕祯主编 

［出版者］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 

［主题词］社会科学/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程裕祯 主编 

  



 

［正题名］陕西社会科学通览 

［副题名］1949－1985 

［第一责任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三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附注内容］本书上编着重介绍新中国成立 36 年来陕西社会科学发展的概况和动向,包括九

个主要学科(哲学、经济学等)的研究情况,下编为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性资料。后有 1949 至

1985 年陕西社会科学大事记。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概况/陕西/1949-1985 

  

 

［正题名］当代西方社会科学 

［第一责任人］（美）贝尔著 

［译者］范岱年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主题词］社会科学/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贝尔 著 

［次知识责任］范岱年 译 

  

 

［正题名］西方学术思潮论丛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夏征农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收录《评哈贝马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卢卡奇的意识形态学说述评》、

《韦伯和齐美尔思想中的物化观》、《昂格尔的社会哲学理论》等 11 篇。 

［主题词］学术思想/西方国家/文集 

［知识责任］夏征农 主编 

  

 

［正题名］苏联社会科学机构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8 

 

［正题名］当代美国社会科学 

［第一责任人］单天伦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 8 篇译文,分别介绍了美国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历史与

现状及近年来讨论的重大问题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单天伦 主编 

  

 

［正题名］世界上几个较著名的研究所 

［第一责任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知识责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 编 

  

 

［正题名］世界社科机构指南 

［第一责任人］姜筱绿，李明德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 89 个国家的 1240 个社科机构,如研究院、学会、基金会、图书馆,并

介绍了其中外文名称、地址、负责人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组织机构/世界/名录 

［知识责任］姜筱绿 主编 

［知识责任］李明德 主编 

  

 

［正题名］走过忧患的岁月 

［副题名］近史所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陈三井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4.2（1995.2） 

［丛编题名］四十周年所庆系列 3 

［附注内容］赠阅。 

［知识责任］陈三井 主编 

  

 

［正题名］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成立 40 周年纪念册 

［第一责任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云南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史评/云南/文集 

［主题词］文史资料/云南 

  

 

［正题名］社会研究方法 

［第一责任人］（美）巴比著 

［译者］李银河编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5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主题词］社会科学/方法论 

［知识责任］巴比 著 

［次知识责任］李银河 编译 

  

 

［正题名］社会科学方法辞典 

［第一责任人］陈建远主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社会科学主要学科已有的各种研究方法,按其提出的年代顺序,分别

作出介绍。 

［主题词］社会科学/方法论/词典 

［知识责任］陈建远 主编 

  

 

［正题名］当代交叉学科实用大全 

［第一责任人］王德胜等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交叉科学是在科学的横向联系中,由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相互交叉、渗透所

产生的中间性学科。 

［主题词］跨学科学/手册 

［知识责任］王德胜 主编 

  

 

［正题名］学者答问录 

［第一责任人］戴晴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就学者们手头正在研究的学问进行叩问盘究的记录。 

［主题词］社会科学/学术思想/文集 

［知识责任］戴晴 著 

  

 

［正题名］苏联问题译丛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12 

［附注内容］本辑主要收集了下面几组文章：关于苏联农业集中化和专业化的历史发展情况，

以及目前农工综合体的发展概况及存在的问题；关于经互会各国三十年的发展情况，以及同

西方交往的各个阶段，罗马尼亚、西方对经互会的分析评价；关于苏美、苏韩之间的经济、



军事、政治关系的对比和剖析；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由来及现状；关于苏联的工厂副业、

个人副业、以及社会家庭、婚姻等问题。 

［主题词］政治/苏联/译丛 

  

 

［正题名］苏联问题译丛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4 

［主题词］政治/苏联/译丛 

  

 

［正题名］苏联问题译丛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8 

［附注内容］本辑分为政治、经济、国际三大部分，收录二十余篇文章和有关专著的详细摘

要。其中有《第三条道路》、《赫鲁晓夫在领养老金的日子里》、《斯大林时期以来的特权和法

律》、《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展望八十年代的苏联》等文章。 

［主题词］政治/苏联/译丛 

  

 

［正题名］苏联问题译丛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辑着重反映苏联的经济、政治、对外关系文献的某些重要问题，除了选择国

外有关论文外，还刊载了几篇由我国学者撰编的综合资料。经济方面，发表了以《关于苏联

甲、乙两类工业的发展比例问题》为题的编译资料，扼要说明苏联从五十年代以来这两类工

业比例不当的由来，问题以及变化。政治方面，综合记述了苏联民族问题方面的大事记。还

有《苏联的非法经济和贪污贿赂问题》和《苏联在地中海的战略》等文章。 

［主题词］政治/苏联/译丛 

  

 

［正题名］苏联问题译丛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了二十余篇文章，其中选择了七篇苏联关于培训计划管理领导干部的

文章，一些文章涉及到计划管理领导干部的培训方法、培训条例、考核办法、训练的经验等



重要内容。还选择了西方学者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有影响的论著。同时编译了东欧反对派和

西方学者对苏联社会性质的评论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概况。 

［主题词］政治/苏联/译丛 

  

 

［正题名］苏联问题译丛 

［书目卷册］第 10 辑 

［副题名］一九八一年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辑主要内容包括：西方学者对苏联社会制度的看法；关于苏联经济体制改革

的研究文章；苏联的知识分子及苏联科学界的营私舞弊。 

［主题词］政治/研究/苏联 

［主题词］经济/研究/苏联 

  

 

［正题名］国庆三十周年学术报告论文集 

［丛书］社会科学专辑 

［第一责任人］昆明师范学院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中华学报 

［书目卷册］第 6 卷第 1 期 

［副题名］1979 年 1 月 

［第一责任人］中华学报编辑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中华学报社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天演论 

［第一责任人］（英）赫胥黎著 

［译者］严复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10 

［知识责任］赫胥黎 著 

［次知识责任］严复 译 

  

 

［正题名］原富 

［第一责任人］（英）斯密(Smith, A.)著 

［译者］严复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11 

［丛编题名］严译名著丛刊 

［主题词］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知识责任］斯密 著 

［知识责任］Smith 著 

［次知识责任］严复 译 

  

 

［正题名］群学肄言 

［第一责任人］（英）斯宾塞著 

［译者］严复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 

［丛编题名］严译名著丛刊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主题词］社会学/英国/近代 

［知识责任］斯宾塞 著 

［次知识责任］严复 译 

  

 

［正题名］群已权界论 

［第一责任人］（英）约翰·穆勒著 

［译者］严复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 

［丛编题名］严译名著丛刊 

［附注内容］On Liberty 

［主题词］社会科学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穆勒 著 

［次知识责任］严复 译 

  

 

［正题名］社会通诠 

［第一责任人］（英）甄克思著 

［译者］严复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 

［丛编题名］严译名著丛刊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politics 

［主题词］社会发展/理论 

［知识责任］甄克思 著 

［次知识责任］严复 译 

  

 



［正题名］孟德斯鸠法意 

［第一责任人］（法）孟德斯鸠著 

［译者］严复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 

［知识责任］孟德斯鸠 著 

  

 

［正题名］穆勒名学 

［第一责任人］（英）约翰·穆勒著 

［译者］严复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 

［丛编题名］严译名著丛刊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A System of logic 

［主题词］形式逻辑 

［知识责任］穆勒 著 

［次知识责任］严复 译 

  

 

［正题名］名学浅说 

［第一责任人］（英）耶方斯著 

［译者］严复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 

［丛编题名］严译名著丛刊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Primer of Logic. 

［主题词］形式逻辑 

［知识责任］耶方斯 著 

［次知识责任］严复 译 

  

 

［正题名］动大脑创大业 

［第一责任人］（美）史华兹著 

［译者］于剑编译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精粹译丛 1 如何获得成功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把自己的长期观察以及与成功人士交谈的经验归纳起来,证实一个人

成就的大小、快乐与满足的程度、跟他的“思考程度的大小”成正比。 

［主题词］成功心理学/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史华兹 著 

［次知识责任］于剑 编译 

  



 

［正题名］弯路直路你走哪一条? 

［第一责任人］（美）麦尔顿著 

［译者］吴言编译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如何获得成功丛书 

［知识责任］麦尔顿 著 

［次知识责任］吴言 编译 

  

 

［正题名］成功者的行事方式 

［第一责任人］（美）艾德·布利斯著 

［译者］于剑编译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如何获得成功丛书 

［知识责任］布利斯 著 

［次知识责任］于剑 编译 

  

 

［正题名］成功十法则 

［第一责任人］（美）丹尼斯·韦特莱著 

［译者］程怡编译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如何获得成功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那些成就非凡而又生活幸福的人士的生活态度,并举出改进个人行为

的方法。揭示了自尊、创造、责任、智慧、目标、沟通、信心、适应力、毅力、观察力等成

功十法则。 

［主题词］成功心理学 

［知识责任］韦特莱 著 

［次知识责任］程怡 编译 

  

 

［正题名］我能你也能 

［第一责任人］（美）贝斯特等著 

［译者］北灵编译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如何获得成功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的生活虽各具特色,但共同申述的同一观念是:如果一个人有坚定的信

念,并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那么他想从生活中获取什么东西,终将能够得到。 

［主题词］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贝斯特 著 

［次知识责任］北灵 编译 

  

 

［正题名］亿万富翁的成功秘诀 

［第一责任人］（美）甘佛簕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知识责任］甘佛簕 著 

  

 

［正题名］反败为胜 

［副题名］如何摆脱事业的危机 

［第一责任人］（美）布罗克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主题词］企业管理/经验/世界 

［知识责任］布罗克 著 

  

 

［正题名］ 伟大的礼物解 心灵的枷  

［第一责任人］（美）爱狄诺著 

［译者］程怡编译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如何获得成功丛书 2 

［知识责任］爱狄诺 著 

［次知识责任］程怡 编译 

  

 

［正题名］你也可以成为一条龙 

［第一责任人］（美）希尔著 

［译者］程怡编译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如何获得成功丛书 9 

［知识责任］希尔 著 

［次知识责任］程怡 编译 

  

 

［正题名］幽默的人生 

［第一责任人］（美）赫布·特普著 

［译者］林夕译 

［出版者］职工教育出版社 



［主题词］幽默(美学)/研究 

［主题词］文艺评论/世界 

［知识责任］特普 著 

［次知识责任］林夕 译 

  

 

［正题名］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弱点 

［第一责任人］（美）卡耐基著 

［译者］谢彦译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8.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人性的弱点》的姐妹篇。它以其独特的题材和大量科学的心理分析方

法,把如何征服折磨着人类的忧虑和烦恼的成功秘诀奉献给读者。 

［主题词］个性心理特征 

［知识责任］卡耐基 著 

［次知识责任］谢彦 译 

  

 

［正题名］神秘的潜力 

［副题名］论抑郁 

［第一责任人］（美）弗拉赫著 

［译者］方永德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丛编题名］书林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页著者原题:弗利德里希·弗拉赫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地描述了抑郁和抑郁症的原因、性质及治疗和预防的方法等。 

［主题词］抑郁症 

［知识责任］弗拉赫 著 

［次知识责任］方永德 译 

  

 

［正题名］驾驭个性 

［第一责任人］（美）贝尔(Bell,G.D.)著 

［译者］李卫华等译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丛编题名］成功之路丛书 刘明谛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he achievers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十五章,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个性与动机的六种类型,第二部分分

析和描述了六种个性在生活和事业中的各自表现,并阐述了心理健康与效益的关系。 

［主题词］个性心理学 

［知识责任］贝尔 著 

  



 

［正题名］中国的家与国 

［第一责任人］岳庆平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历史反思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中国传统家庭与国家模式的关系以及影响中国传统家庭与国家模式

的各种因素或机制。 

［主题词］家庭/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岳庆平 著 

  

 

［正题名］西方的智慧 

［副题名］伟大书籍中的伟大观念 

［第一责任人］（美）阿德勒著 

［译者］周勋男译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历史反思丛书 

［附注内容］阿德勒(1902～ ),美国著名学者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西方世界思想观念。 

［主题词］传统文化/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阿德勒 著 

［知识责任］周勋男 译 

  

 

［正题名］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第一责任人］谢天佑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历史反思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在封建社会中,君主与臣民的种种心理,剖析了诸种心理的社会根源,

介绍了各种心理的表现形式,即喜怒无常、攀龙附凤、明争暗算、明哲保身、处处提防等。 

［主题词］封建社会/民族心理/中国 

［知识责任］谢天佑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丛书］宗教卷 

［第一责任人］周谷城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 

［主题词］宗教/著作/内容提要/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宗教/著作/中国 



［知识责任］周谷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丛书］政治法律卷 

［第一责任人］政治法律委员会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政治/著作/内容提要/中国 

［主题词］法律/著作/内容提要/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政治/法律/著作 

  

 

［正题名］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丛书］经济卷 

［第一责任人］叶世昌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先秦两汉至 1949 年以前我国历代经济名著 222 部。 

［主题词］经济/著作/内容提要/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经济/著作/中国 

［知识责任］叶世昌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丛书］艺术卷 

［第一责任人］周谷城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艺术/著作/内容提要/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艺术/著作 

［知识责任］周谷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丛书］哲学卷 

［第一责任人］潘富恩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周谷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上始商周、下迄现代,共收录中国历代哲学名著 274 部,介绍了卷数、年代、

作者、版本、著作性质、内容大意、影响等。 

［主题词］哲学/著作/内容提要/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哲学/著作/中国 



［知识责任］潘富恩 主编 

  

 

［正题名］梁漱溟全集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译者］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书院文库 论著类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梁漱溟全集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译者］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梁漱溟全集 

［书目卷册］第 7 卷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译者］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993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著者 1953 年～1988 年间的论述文章及《勉仁斋读书录》,并附录《孔

家思想史》等。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梁漱溟全集 

［书目卷册］第 8 卷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译者］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993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分为:思索领悟辑录、书信、日记 3 部分。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梁漱溟全集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译者］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梁漱溟全集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译者］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梁漱溟全集 

［书目卷册］第 5 卷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译者］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著者 1930-1937 年在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时期写的文章、讲话等。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梁漱溟全集 

［书目卷册］第 6 卷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译者］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摘译 

［丛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副题名］1975 年第 8 期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自然科学/文集 

  



 

［正题名］国庆三十周年学报告论文集 

［丛书］社会科学专辑 

［第一责任人］昆明师范学院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0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 

  

 

［正题名］切庵学术讲论集 

［第一责任人］张舜徽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文章汇集作者多年的学术报告、专篇论著、群书序跋、友朋书札等编纂而

成。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梁漱溟集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出版者］群言杂志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当代儒学八大家集丛书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熊十力文集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丛书 2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正题名］十力语要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6 

［丛编题名］熊十力论著集 3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正题名］张君励集 

［第一责任人］张君励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丛书 

［知识责任］张君励 著 

  

 

［正题名］方东美集 

［第一责任人］方东美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 

［附注内容］本书以东西文化问题为线索,精选了方东美为代表之一的新儒家观点的历史与

演变的论著部分章节。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方东美 著 

  

 

［正题名］韬奋选集 

［第一责任人］邹韬奋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4 

［附注内容］收《我们的读书合作》、《本刊与民众》、《巴黎的特征》等百余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邹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11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13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全集 

［书目卷册］14 

［第一责任人］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韬奋 著 

  

 

［正题名］何思源选集 

［第一责任人］何思源著 

［译者］马亮宽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知识责任］何思源 著 

［次知识责任］马亮宽 选编 

  



 

［正题名］摘译 

［丛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副题名］1975 第 9 期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哲学/外国/文摘 

［主题词］历史/外国/文摘 

［主题词］经济/外国/文摘 

  

 

［正题名］摘译 

［丛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副题名］1975 第 10 期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哲学/外国/文摘 

［主题词］历史/外国/文摘 

［主题词］经济/外国/文摘 

  

 

［正题名］摘译 

［丛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副题名］197511 期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哲学/外国/文摘 

［主题词］历史/外国/文摘 

［主题词］经济/外国/文摘 

  

 

［正题名］摘译 

［丛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副题名］1975 第 12 期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哲学/外国/文摘 

［主题词］历史/外国/文摘 

［主题词］经济/外国/文摘 

  



 

［正题名］摘译 

［丛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副题名］1976 第 13 期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哲学/外国/文摘 

［主题词］历史/外国/文摘 

［主题词］经济/外国/文摘 

  

 

［正题名］摘译 

［丛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副题名］1976 第 2 期(总 14 期)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哲学/外国/文摘 

［主题词］历史/外国/文摘 

［主题词］经济/外国/文摘 

  

 

［正题名］摘译 

［丛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副题名］1976 第 4－7 期(总 16 期－19 期)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哲学/外国/文摘 

［主题词］历史/外国/文摘 

［主题词］经济/外国/文摘 

  

 

［正题名］摘译 

［丛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副题名］1976 第 8 期(总 20 期)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期分为两个专题。在关于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的专题下收有上海汽车电机厂工

人理论组写的《透过社会生活看苏联法西斯专政的实质》、美国赫·史密斯写的《俄国人》；

在苏联农村面面观的专题下收有干城同志写的《暗无天日的苏联农村》，以及苏联、日本、

英国的作者写的文章十一篇。另有《阿纳姆大桥》一文和资料《美国财团和对苏政策》，以



及外国史学家简介《希罗多德》。 

［主题词］哲学/外国/文摘 

［主题词］历史/外国/文摘 

［主题词］经济/外国/文摘 

  

 

［正题名］摘译 

［丛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副题名］1976 年第 9 期(总第 21 期)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哲学/外国/文摘 

［主题词］历史/外国/文摘 

［主题词］经济/外国/文摘 

  

 

［正题名］摘译 

［丛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副题名］1976 年第 10 期(总第 22 期)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哲学/外国/文摘 

［主题词］历史/外国/文摘 

［主题词］经济/外国/文摘 

  

 

［正题名］论社会科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于光远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于光远 著 

  

 

［正题名］西北大学学生社会科学论文选 

［副题名］1981 年 

［第一责任人］陈学超主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 

［知识责任］陈学超 主编 

  

 



［正题名］方豪六十自定稿 

［第一责任人］方豪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69.6 

［知识责任］方豪 著 

  

 

［正题名］"五四"学生科学讨论会得奖论文集 

［丛书］社会科学版 

［第一责任人］山东大学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 

 

［正题名］北京师范学院校庆二十五周年科学讨论会文集 

［丛书］社会科学专集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学院科研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 

 

［正题名］建院三十周年论文集 

［副题名］1955～1985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学院教学科研处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8 

 

［正题名］内蒙古社联各学会一九八二年论文选编 

［第一责任人］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2 

 

［正题名］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选集 

［副题名］1952～1982 

［丛书］政治、历史 

［第一责任人］广西民族学院学术委员会科研处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2.3 

 

［正题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1981 年年会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哲学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2 

 

［正题名］学术论文选 



［副题名］1979－1982 

［副题名］译文与资料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3 

 

［正题名］广州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文集 

［副题名］1982－1983 

［第一责任人］广州市社会科学会联合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正题名］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9 

［主题词］藏族/民族学/中国/会议录 

  

 

［正题名］宜今文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卢绍稷著 

［出版者］淡江书局 

［出版日期］1985.4 

［知识责任］卢绍稷 著 

  

 

［正题名］科研成果选编 

［副题名］1979－1985 

［第一责任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6.9 

 

［正题名］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 

［第一责任人］乔健主编 

［出版者］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暨社会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5 

［知识责任］乔健 主编 

  

 

［正题名］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 

［书目卷册］第 1、2、3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选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正题名］改革与国情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勇，公婷等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附注内容］本书为复旦大学研究生论文集。 

［主题词］经济学/文集 

［主题词］体制改革/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马勇 编 

［知识责任］公婷 编 

  

 

［正题名］知识界热门话题 

［第一责任人］光明日报群工部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知识分子-社会问题/中国 

［主题词］社会问题-知识分子/中国 

  

 

［正题名］第七届中韩学术会议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7.6 

 

［正题名］青岛文博论丛 

［副题名］纪念青岛城市建置百年专辑 

［第一责任人］马芹桥，周荃主编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马芹桥 主编 

［知识责任］周荃 主编 

  

 

［正题名］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铮，蒋思新主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李铮 主编 

［知识责任］蒋思新 主编 

  

 

［正题名］冷庐文薮 

［第一责任人］王重民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丛编题名］中华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按内容和文体,分编五辑。包括∶文献典籍、书坊、印刷、装帧、轶事的钩沉、

考证和探索论文、杂考,人物传记、人物著述考订、序跋、题记和对书刊的评论和介绍等。 

［主题词］文献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重民 著 

  

 

［正题名］张仲实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仲实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3.4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入张仲实一生的部分著述文章和代表作 150 余篇,反映了作者的学术

成就及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贡献。 

［知识责任］张仲实 著 

  

 

［正题名］追思·俯察·展望 

［副题名］景戎华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景戎华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明史研究、中国林业史

研究、文学与艺术研究、当代史学批评、中国哲学史讲演录。 

［主题词］史学理论/中国/文集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景戎华 著 

  

 

［正题名］第一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主编 

［出版者］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 

［出版日期］1987.12 

 

［正题名］第二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主编 

［出版者］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 

［出版日期］1989.2 

 

［正题名］第三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主编 

［出版者］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 

［出版日期］1990.11 



 

［正题名］学人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等主编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包括:学术史研究、笔谈、学术与政治之间、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等内

容。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主编 

  

 

［正题名］学人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等主编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二十世纪儒佛之争》、《论法国大革命的

反党派意识》《日本明治填词与中国词学》等 25 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主编 

  

 

［正题名］学人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等主编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文章有《陈寅恪先生之史法与史识》(卢向前)、《晚清志士的游侠

心态》(陈平原)、《唐代弹劾制度研究》(胡宝华)等 22 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主编 

  

 

［正题名］何干之文集 

［第一责任人］何干之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何干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本文集分 3 卷,编录了

他 30 年代到 60 年写作的全部理论著作和论文。 

［主题词］史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何干之 著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潘乃穆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读书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和《人文史观》3 部论著。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潘乃穆 编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正题名］胡绳文集 

［副题名］1979－1994 

［第一责任人］胡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知识责任］胡绳 著 

  

 

［正题名］吴组缃先生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正题名］为新世纪剪彩 

［副题名］第一届全国青年优秀社科奖获奖论文辑要 

［第一责任人］翁杰明，张 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主题词］社会科学/论文/内容提要/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社会科学/论文/中国 

［知识责任］翁杰明 主编 

［知识责任］张 主编 

  

 

［正题名］健行斋文录 



［第一责任人］李希泌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希泌 著 

  

 

［正题名］未名论集 

［第一责任人］郑德 ，董朝刚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郑德  主编 

［知识责任］董朝刚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会议通览 

［副题名］1979～1990 

［第一责任人］吴育群等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5283 个社会科学学术会议,依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排。 

［主题词］社会科学/学术会议/中国/1979-1990/资料 

［知识责任］吴育群 主编 

  

 

［正题名］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提要 

［副题名］1981-1990 

［丛书］社会科学部分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主题词］博士/论文/篇名目录/1981-1990 

  

 

［正题名］吾乡风情 

［第一责任人］上海书店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论语》选萃 

［附注内容］《论语》半月刊始创于 1932 年 9 月，系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民国世说 

［第一责任人］上海书店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论语》选萃 

［附注内容］《论语》半月刊始创于 1932 年 9 月，系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正题名］闲情偶寄 

［第一责任人］上海书店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论语》选萃 

［附注内容］《论语》半月刊始创于 1932 年 9 月，系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世象随谭 

［第一责任人］上海书店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论语》选萃 

［附注内容］《论语》半月刊始创于 1932 年 9 月，系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百味人生 

［第一责任人］上海书店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论语》选萃 

［附注内容］《论语》半月刊始创于 1932 年 9 月，系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大千世界 

［第一责任人］上海书店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论语》选萃 

［附注内容］《论语》半月刊始创于 1932 年 9 月，系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主题词］特写(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奇谈怪论 

［第一责任人］上海书店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论语》选萃 

［附注内容］《论语》半月刊始创于 1932 年 9 月，系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西洋幽默 

［第一责任人］上海书店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论语》选萃 

［附注内容］《论语》半月刊始创于 1932 年 9 月，系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主题词］笑话/世界/选集 

  

 

［正题名］饮食男女 

［第一责任人］上海书店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论语》选萃 

［附注内容］《论语》半月刊始创于 1932 年 9 月，系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主题词］小品文/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游学译编 

［副题名］第 1～12 期(光绪 28 年 10 月～29 年 6 月) 

［第一责任人］熊野萃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出版日期］1968.9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料丛编 第一集 

［知识责任］熊野萃 编 

  

 

［正题名］亚非问题研究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国际形势/研究/亚洲 

［主题词］国际形势/研究/非洲 



  

 

［正题名］文科工具书简介 

［第一责任人］朱天俊，陈宏天同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主题词］文科(教育)-工具书/简介/中国 

［主题词］工具书-文科(教育)/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朱天俊 编 

［知识责任］陈宏天 编 

  

 

［正题名］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 

［第一责任人］冯蒸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全面地题录和反映 近三十年（1949－1978）国外与外人在中国学工

具书方面的编纂出版情况，所收工具书包括五类，即：字典词典类、基本目录类、索引（引

得）通检类、图表类和百科全书事典类书类的各种有关工具书。 

［主题词］汉学/工具书/简介/外国 

［知识责任］冯蒸 编著 

  

 

［正题名］社会科学工具书七千种 

［第一责任人］赖伯年，杨邦俊主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社科与综合性工具书 7000 种;包括字典、辞典、百科全书、年鉴、书

目、图谱等 12 个类型;收录范围:建国后至 1989 年出版的中文社科工具书为主。 

［主题词］社会科学/工具书/中文/简介 

［知识责任］赖伯年 主编 

［知识责任］杨邦俊 主编 

  

 

［正题名］简明社会科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词目 5182 条。包括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美学、

军事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国际关系、历史学、考古学、教育学、心理学、民族学、宗教学、

语言学、文艺学等学科中基本的常见的名词术语、学说、学派、人物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词典 

  

 



［正题名］简明社会科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主题词］社会科学/词典 

  

 

［正题名］英汉美国社会知识小词典 

［第一责任人］董乐山，刘炳章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主题词］政治/美国/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董乐山 编 

［知识责任］刘炳章 编 

  

 

［正题名］文科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清）国学扶轮社编 

［出版者］新文丰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74.10 

 

［正题名］社会科学研究法辞典 

［第一责任人］欧沧，李茂能编著 

［出版者］复文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知识责任］欧沧 编著 

［知识责任］李茂能 编著 

  

 

［正题名］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英）亚当·库珀等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2 

［知识责任］库珀 编 

  

 

［正题名］新学科新知识词典 

［第一责任人］李盛平主编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词典是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词典,并选收有关当代新学科、新知识

的重要词条约 4000 个。 

［主题词］社会科学/词典 

［知识责任］李盛平 主编 



  

 

［正题名］社会主义百科要览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等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记述和阐明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历史运行轨迹。 

［主题词］社会主义/百科全书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英汉社会科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梁荣迅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收词 5 万余条,涉及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公

共事务和社会工作等 30 多个分支学科,并附有介绍西方著名社会科学家、学术团体(组织)和

学术书刊的词目数千条。 

［主题词］社会科学/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梁荣迅 主编 

  

 

［正题名］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 

［丛书］社会和人文科学 

［第一责任人］陈远等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主题词］推荐书目/世界 

［知识责任］陈远 主编 

  

 

［正题名］社会科学新词语词典 

［副题名］英汉对照·汉英反查 

［第一责任人］姜一平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2 

［主题词］社会科学/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姜一平 主编 

  

 

［正题名］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 

［第一责任人］肖灼基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附注内容］本词典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著作及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

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历史学、文学、新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名人名著。共收辞条

1066 条,其中人物 719 条,著作 347 条。 

［主题词］哲学/著作/词典 

［主题词］哲学家/词典 

［主题词］社会科学/词典 

［主题词］社会科学家/词典 

［知识责任］肖灼基 主编 

  

 

［正题名］时事资料手册 

［副题名］1981 年 

［第一责任人］《半月谈》编辑部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时事政策教育/资料/手册 

  

 

［正题名］时事资料手册 

［副题名］1982 年 

［第一责任人］《半月谈》编辑部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4 

［主题词］时事政策教育/资料/手册 

  

 

［正题名］时事资料手册 

［第一责任人］《半月谈》编辑部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 

［主题词］时事政策教育/资料/手册 

  

 

［正题名］国外工具书指南 

［第一责任人］陆伯华，李弗兰等编辑 

［出版者］中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6 

［主题词］工具书/简介/外国 

［知识责任］陆伯华 编辑 

［知识责任］李弗兰 编辑 

  

 

［正题名］当代新学科手册 

［第一责任人］杨国璋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外社会科学的新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学科、边缘学科及分支学科共一百四十门。内容包括各个学科的研究

对象、内容、方法、发展史、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以及 新动态和趋势。 

［主题词］社会科学/手册 

［知识责任］杨国璋 编 

  

 

［正题名］当代新学科手册 

［书目卷册］续编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社会科学/学科/手册 

  

 

［正题名］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等编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主题词］社会科学/概况/外国/手册 

  

 

［正题名］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 

［第一责任人］汝信，易克信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知识责任］汝信 主编 

［知识责任］易克信 主编 

  

 

［正题名］国外社会科学工具书要览 

［第一责任人］邵献图等编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总论等 16 章,收国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某些

人文科学领域的主要工具书约 1100 种。 

［主题词］社会科学/工具书/外文/简介 

［知识责任］邵献图 编著 

  

 

［正题名］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要览 

［副题名］1991 



［第一责任人］张聿忠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反映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态势。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张聿忠 主编 

  

 

［正题名］美国社会与美国华侨 

［第一责任人］蔡文辉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蔡文辉 著 

  

 

［正题名］中文社会科学工具书实用图表 

［第一责任人］丁力，张欣毅编著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书将中文社会科学工具书查考过程中常见的问题编成大小 66 幅图表,包括：

检索策略图表,常用年表、历表例解,性质相近之工具书比较图表等五类。 

［主题词］社会科学/工具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丁力 编著 

［知识责任］张欣毅 编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马列主义·哲学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活页文摘》编辑部摘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社会科学总论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活页文摘》编辑部摘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政治·法律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活页文摘》编辑部摘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经济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活页文摘》编辑部摘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文化·科学·教育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活页文摘》编辑部摘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语言·文学和艺术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活页文摘》编辑部摘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历史·地理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活页文摘》编辑部摘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马列主义·哲学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社会科学总论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政治·法律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经济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文化·科学·教育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语言·文学和艺术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1 

［丛书］历史·地理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2 

［丛书］马列主义·哲学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2 

［丛书］社会科学总论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2 

［丛书］政治·法律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2 

［丛书］经济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2 

［丛书］文化·科学·教育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2 

［丛书］语言·文学和艺术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2 

［丛书］历史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刘琢玉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活页文摘》编辑部摘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知识责任］刘琢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3 

［丛书］马列主义·哲学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3 

［丛书］社会科学总论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3 



［丛书］政治·法律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3 

［丛书］经济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3 

［丛书］文化·科学·教育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3 

［丛书］语言·文学和艺术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活页文摘 

［书目卷册］1993 

［丛书］历史类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文摘 



［书目卷册］1995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4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文摘 

［书目卷册］1995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文摘 

［书目卷册］1995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王义盛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知识责任］王义盛 主编 

  

 

［正题名］统计辞典 

［第一责任人］贾宏宇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统计学/词典 

［知识责任］贾宏宇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统计史稿 

［第一责任人］王一夫主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2 

［主题词］统计学/历史/中国/1949-1982 

［知识责任］王一夫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统计摘要 

［书目卷册］1989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列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统计指标数

字。 

［主题词］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中国 

  

 

［正题名］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工作 

［第一责任人］朱君毅著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丛编题名］现代统计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民国政府时期的统计工作,介绍了这个时

期的政府统计机构设置、统计方法及几项大的国情调查。 

［主题词］国民政府/统计/工作/史料 

［知识责任］朱君毅 著 

  

 

［正题名］中国统计年鉴 

［副题名］1985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主题词］统计资料/中国/1985/年鉴 

  

 

［正题名］中国统计年鉴 

［副题名］1986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统计/中国/1986/年鉴 

  

 

［正题名］中国统计年鉴 

［副题名］1987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主题词］统计资料/中国/1987/年鉴 

  

 

［正题名］中国统计年鉴 



［副题名］1989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主题词］统计资料/中国/1989 年/年鉴 

  

 

［正题名］中国统计年鉴 

［副题名］1990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统计资料/中国/1990/年鉴 

  

 

［正题名］中国统计年鉴 

［副题名］1991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统计资料/中国/1991/年鉴 

  

 

［正题名］人口概论 

［第一责任人］杨德清等编写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0 

［主题词］人口/概论/中国 

［知识责任］杨德清 编写 

  

 

［正题名］新人口论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1 

［主题词］人口学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正题名］人口理论 

［第一责任人］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人口学/理论 



  

 

［正题名］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批判 

［第一责任人］王放勋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人口学/马尔萨斯,T./思想评论 

［主题词］新马尔萨斯主义/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王放勋 著 

  

 

［正题名］人口通论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法）索维著 

［译者］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人口学 

［主题词］增长经济学 

［知识责任］索维 著 

  

 

［正题名］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理论 

［第一责任人］（苏）瓦连捷伊主编 

［译者］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室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人口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知识责任］瓦连捷伊 主编 

  

 

［正题名］人才与人才学 

［丛书］出版通讯专辑 

［第一责任人］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正题名］民族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 1978 年到 1980 年间发表的有关民族学及社会学的十三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学 

［主题词］民族学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丛编题名］社会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十五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的广阔领域并对新中国社会学所应研

究的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如什么是社会学，研究社会学需要什么基本功；民族社会学、教

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我国四个现代化中技术引进、农业机械化所带

来的社会影响的分析，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的分析；我国经济建

设中能源问题的探讨等。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社会学文集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美国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苏）安东诺维奇(Антонвич,И.И.)著 

［译者］范国思，张鸿志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美国社会学于本世纪初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探讨了它所研究的各个

科目－科学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等。

书中还特别论述了美国社会学者提出的"社会一体化"、"符号相互作用"等各种学说，以及他

们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 

［主题词］社会学/美国 

［知识责任］安东诺维奇 著 

［知识责任］Антонвич 著 

［次知识责任］范国思 译 

［次知识责任］张鸿志 译 

  

 

［正题名］社会学是什么? 

［副题名］对这门学科和职业的介绍 

［第一责任人］（美）英克尔斯(Inkeles, A.)著 



［译者］陈观胜，李培茱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斯宾塞等人的基本观点，以及社会学研究的对

象、社会分析的几种模式、对人的认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等问题。 

［主题词］社会学/基本知识 

［知识责任］英克尔斯 著 

［知识责任］Inkeles 著 

［次知识责任］陈观胜 译 

［次知识责任］李培茱 译 

  

 

［正题名］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学史 

［第一责任人］（苏）科恩主编 

［译者］梁逸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7 

［知识责任］科恩 主编 

［次知识责任］梁逸 译 

  

 

［正题名］文化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朱谦之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 

［出版日期］1948.11 

［知识责任］朱谦之 著 

  

 

［正题名］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 

［副题名］译文集 

［第一责任人］冯利，谭光广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文化/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冯利 编 

［知识责任］谭光广 编 

  

 

［正题名］通往社会科学的前沿 

［副题名］社会学的探究 

［第一责任人］何维凌，黄晓京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知识责任］何维凌 著 



［知识责任］黄晓京 著 

  

 

［正题名］马克斯·韦伯 

［第一责任人］（英）帕金著 

［译者］刘东等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知识责任］帕金 著 

［次知识责任］刘东 译 

  

 

［正题名］理性化及其限制 

［副题名］韦伯思想引论 

［第一责任人］苏国勋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丛编题名］人文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苏国勋 著 

  

 

［正题名］日本人的集团心理 

［第一责任人］（日）入谷敏男著 

［译者］天津编译中心译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附注内容］本书引用大量生动的历史资料,深刻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

洋战争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主题词］民族心理/研究/日本 

［主题词］侵华事件/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入谷敏男 著 

  

 

［正题名］社会科学争鸣大系 

［副题名］1949－1989 

［丛书］社会学卷 

［第一责任人］邓伟志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争鸣大系 1949－1989 

［主题词］社会科学/丛书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 

［知识责任］邓伟志 著 



  

 

［正题名］社会 放学引论 

［第一责任人］李恒瑞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社会 放的理论问题, 放政策、对外 放、对内 放、 放的社

会功能、 放的宏观调控以及 放的具体实施等重大现实问题。 

［主题词］对外 放/社会学 

［知识责任］李恒瑞 主编 

  

 

［正题名］现代中国社会学 

［副题名］1979－1989 

［第一责任人］张琢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8 章,阐述了中国社会学的复兴、理论与方法的更新、阶级阶层结构

研究、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中国/1979-1989 

［知识责任］张琢 主编 

  

 

［正题名］现代社会学理论述评 

［第一责任人］蔡禾主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采取先述后评的方法,介绍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概况及各派理论的代表人

物等。 

［主题词］社会学/学派/研究 

［知识责任］蔡禾 主编 

  

 

［正题名］政治人 

［副题名］政治社会的社会基础 

［第一责任人］（美）利普塞特著 

［译者］刘刚敏，聂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以论析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主旨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包括民主秩

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的政治行为、民间社团的政治等内容。 

［主题词］政治社会学 

［知识责任］利普塞特 著 

［次知识责任］刘刚敏 译 



［次知识责任］聂蓉 译 

  

 

［正题名］云南三村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张之毅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丛编题名］社会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两位作者解放前在云南进行的社会调查所成的三部著作:《禄村农

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 

［主题词］农村/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云南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知识责任］张之毅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 

［第一责任人］瞿铁鹏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瞿铁鹏 著 

  

 

［正题名］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 

［第一责任人］（美）斯梅尔塞著 

［译者］王宏周，张平平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一部力作,对战后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

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比较方法进行系统分析,追溯它们来龙去脉,评判它们的是非功过;而且对

这些方法的理论基础、实用价值以及未来发展方法,都作了深刻阐述。 

［主题词］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主题词］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 

［知识责任］斯梅尔塞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宏周 译 

［次知识责任］张平平 译 

  

 

［正题名］东方社会往何处去 

［副题名］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第一责任人］朱坚劲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 



［知识责任］朱坚劲 著 

  

 

［正题名］社会学史 

［第一责任人］王康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了社会学是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随近代工

业逐渐现代化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应用科学。全书分 4 编,即欧洲编(法、英、德、苏)、美国编、

日本编、中国编,分别论述了社会学在各国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理论研究状况。 

［主题词］社会学史 

［知识责任］王康 主编 

  

 

［正题名］欧美现代社会学说新编 

［第一责任人］景熙编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评介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流行于欧美各国的主要社会学流派的理

论观点。 

［主题词］社会学/学派/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景熙 编著 

  

 

［正题名］经济·社会·宗教 

［副题名］马克斯·韦伯文选 

［第一责任人］郑乐平编译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4 

［丛编题名］名人名著译丛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郑乐平 编译 

  

 

［正题名］世界各国社会学概况 

［第一责任人］（日）福武直主编 

［译者］虞祖尧，张禄贤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书简明扼要地分别介绍了法、德、英、东欧、苏联、美国、南美、印度、南

朝鲜和日本等国社会学的历史及其在战后的发展情况。 

［主题词］社会学/概况/世界 

［知识责任］福武直 主编 

［次知识责任］虞祖尧 译 



［次知识责任］张禄贤 译 

  

 

［正题名］外国社会学史 

［第一责任人］贾春增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主题词］社会学史/外国 

［知识责任］贾春增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陈定闳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附注内容］本书以社会学观点,论述了自孔丘至章炳麟两千年社会思想的发展。全书共 7

篇 41 章。 

［主题词］社会学/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定闳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学史 

［第一责任人］杨雅彬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社会学丛书 

［主题词］社会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雅彬 著 

  

 

［正题名］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 

［第一责任人］李亦园等编 

［出版者］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4.3 

［丛编题名］桂冠丛书 

［知识责任］李亦园 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学年鉴 

［副题名］1979－1989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 10 年来社会学重建后社会学发展的概况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进展,



反映了 1988 年中国社会学界动态,以及国外社会学 新动态。 

［主题词］社会学/中国/1979-1989 年/年鉴 

  

 

［正题名］社会学百科辞典 

［第一责任人］袁方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知识责任］袁方 主编 

  

 

［正题名］社会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章人英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词典收录学科、理论、学派、比较常见的名词术语、组织、机构、团体、会

议以及中外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的词目,1272 条。 

［主题词］社会学/词典/中、英 

［知识责任］章人英 主编 

  

 

［正题名］社会学参考书目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等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1 

［主题词］社会科学-专题目录 

［主题词］专题目录-社会科学 

  

 

［正题名］当代社会理论 

［副题名］从派深思列哈伯玛斯 

［第一责任人］伊安·克莱伯博士著 

［译者］廖主文译 

［出版者］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6.2 

［丛编题名］桂冠社会学丛书 

［知识责任］克莱伯 著 

［次知识责任］廖主文 译 

  

 

［正题名］发展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胡格韦尔特著 

［译者］白桦等编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知识责任］胡格韦尔特 著 

［次知识责任］白桦 编译 

  

 

［正题名］嫉妒论 

［第一责任人］（奥地利）赫·舍克著 

［译者］王祖望，张田英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嫉妒的社会学专著。 

［主题词］嫉妒/社会心理学 

［主题词］社会心理学-嫉妒 

［知识责任］舍克 著 

［次知识责任］王祖望 译 

［次知识责任］张田英 译 

  

 

［正题名］社会学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美）伊恩·罗伯逊著 

［译者］黄育馥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社会学 

［知识责任］罗伯逊 著 

［知识责任］黄育馥 译 

  

 

［正题名］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梁钊韬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氏族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关于人类起

源的几个问题》等 26 篇文章。 

［主题词］民族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人类学/文集 

［知识责任］梁钊韬 著 

  

 

［正题名］父贵子荣 

［副题名］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 

［第一责任人］（法）克洛德·泰洛特著 



［译者］殷世才，孙兆通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研究法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分为从父辈到子辈、神圣的道

路、直系中亲属的烙印 3 部分。 

［主题词］社会结构/研究/法国 

［主题词］家庭/社会结构/研究/法国 

［知识责任］泰洛特著 著 

［次知识责任］殷世才 译 

［次知识责任］孙兆通 译 

  

 

［正题名］中国人学史 

［丛书］古代卷 

［第一责任人］尚明著 

［出版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主题词］人学/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尚明 著 

  

 

［正题名］“剖析”上海人 

［第一责任人］骆爽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丛编题名］“闲话”中国人系列 1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上海 

［知识责任］骆爽 主编 

  

 

［正题名］“品评”广东人 

［第一责任人］李文飞，周树兴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丛编题名］“闲话”中国人系列 倪健中主编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广东 

［知识责任］李文飞 主编 

［知识责任］周树兴 主编 

  

 

［正题名］“说道”山东人 

［第一责任人］辛向阳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丛编题名］“闲话”山东人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山东 

［知识责任］辛向阳 主编 

  

 

［正题名］“批判”北京人 

［第一责任人］骆爽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闲话”中国人系列 倪健中 

［附注内容］本书研讨北京人的文化、经济及性格特点。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骆爽 主编 

  

 

［正题名］“放谈”东北人 

［第一责任人］杨军，周树兴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丛编题名］“放谈”东北人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杨军 主编 

［知识责任］周树兴 主编 

  

 

［正题名］中国传统公共关系初探 

［第一责任人］杨洪璋，狄姚馨编著 

［出版者］中国物资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用马列主义观点，对西方现代公共关系学进行了评价，整理了我国传统公

共关系理论和实践，阐述了古代公共关系思想的渊源、建立和发展，对以往的公共关系进行

了总结。 

［主题词］公共关系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杨洪璋 编著 

［知识责任］狄姚馨 编著 

  

 

［正题名］文化与个人 

［第一责任人］（美）克鲁克洪等著 

［译者］高佳等译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丛编题名］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 



［知识责任］克鲁克洪 著 

［次知识责任］高佳 译 

  

 

［正题名］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 

［第一责任人］（美）英格尔斯等著 

［译者］殷陆启编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知识责任］英格尔斯 著 

［次知识责任］殷陆启 编译 

  

 

［正题名］人的创世纪 

［副题名］文化人类学的源流 

［第一责任人］张猛等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附注内容］附索引 

［知识责任］张猛 编著 

  

 

［正题名］简明文化人类学 

［第一责任人］（日）祖父江孝男著 

［译者］季红真译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丛编题名］作家参考丛书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 

［知识责任］祖父江孝男 著 

［次知识责任］季红真 译 

  

 

［正题名］文化人类学百科辞典 

［第一责任人］（日）祖父江孝男等主编 

［译者］山东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译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祖父江孝男 主编 

  

 

［正题名］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 



［第一责任人］（日）绫部恒雄主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学派/研究 

［知识责任］绫部恒雄 主编 

  

 

［正题名］文化人类学 

［第一责任人］（美）哈里斯著 

［译者］李培荣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哈里斯 著 

［次知识责任］李培荣 译 

  

 

［正题名］文化的起源 

［第一责任人］（美）哈里斯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库 邓朴方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 cultures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 

［知识责任］哈里斯 著 

  

 

［正题名］人类学史 

［第一责任人］（英）哈登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丛编题名］文化人类学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History of anthropology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论述人类学的发展概况,并简介了许多人类学早期名家及后来的人

类学专家。 

［主题词］人类学史 

［知识责任］哈登 著 

  

 

［正题名］人·文化·生境 

［第一责任人］（美）哈里斯著 

［译者］许苏明编译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知识责任］哈里斯 著 



［次知识责任］许苏明 编译 

  

 

［正题名］中西方人性优劣谈 

［第一责任人］焦国成等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知识责任］焦国成 著 

  

 

［正题名］美国人与中国人 

［副题名］两种生活方式比较 

［第一责任人］（美）许烺光著 

［译者］彭凯平等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美国 

［知识责任］许烺光 著 

［次知识责任］彭凯平 译 

  

 

［正题名］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吴文藻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知识责任］吴文藻 著 

  

 

［正题名］华夏女性之谜 

［第一责任人］李小江主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丛编题名］中国妇女研究论集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论文集,共收文十六篇。书中从历史和现实的各

方面透视和阐述了中国妇女问题。 

［主题词］妇女/问题/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小江 主编 

  

 

［正题名］人文类型 

［并列题名］Human types 

［第一责任人］（英）弗思·雷蒙德(Raymond Firth)著 

［译者］费孝通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44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Human types 

［附注内容］1 版根据英国托马斯·纳尔逊父子公司 1938 年版译出，修订 1 版根据英国斯

菲尔图书公司 1975 年修订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人类社会学的主要原则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论述决定种族群

体发展的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表明文化是如何成为自然环境的派生物;描述了各种社会是

怎样解决它们所面临的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以及性的种种问题。 

［主题词］社会人类学 

［知识责任］弗斯 著 

［知识责任］Firth 著 

［次知识责任］费孝通 译 

  

 

［正题名］人文进化学 

［副题名］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 

［第一责任人］牛龙菲著 

［出版者］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知识责任］牛龙菲 著 

  

 

［正题名］人类学与应用 

［副题名］人类学研究之四 

［第一责任人］陈国强，林嘉煌主编 

［译者］中国人类学学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为第三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分为人类学一般性理论探讨,体

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文章共 4 部分。 

［主题词］人类学/文集 

［知识责任］陈国强 主编 

［知识责任］林嘉煌 主编 

  

 

［正题名］文化战略 

［副题名］对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持的一种观点 

［第一责任人］（荷）皮尔森·冯·C.A.著 

［译者］刘利圭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把文化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文化战略即人类的生存战略;主张要用具

有灵活性的战略,以人类自己的创造性发明对环境力量实施反作用,以赢得生存、自由和发展。

全书配有 141 幅古今美术和摄影精品。 



［主题词］文化哲学 

［知识责任］皮尔森 著 

［次知识责任］刘利圭 译 

  

 

［正题名］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 

［第一责任人］王海龙，何勇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丛编题名］人文丛书 15 

［附注内容］本书用史的线索,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生成、发展和功用。包括∶西方人类学

简史及基本理论,文化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人类学史 

［知识责任］王海龙 著 

［知识责任］何勇 著 

  

 

［正题名］文化人类学事典 

［第一责任人］（日）祖父江孝男等著 

［译者］乔继堂等译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丛编题名］世界文化艺术译丛 

［附注内容］译自日本 社 1977 年版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缘起和当前不尽相同的理论分支,对处于人类文明不

同阶段的各种文化形态作了解释和阐述。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手册 

［知识责任］祖父江孝男 著 

［次知识责任］乔继堂 译 

  

 

［正题名］《易》与人类思维 

［第一责任人］张祥平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古希腊哲学与古中华哲学之间的平行性和相似性:两地的智者或哲

学家相互对应,而且他们在精神领域中取得了同样水平的成就,提示了在不同的文明发展过程

中存在普同的阶段。 

［主题词］思维/研究 

［知识责任］张祥平 著 

  

 

［正题名］人类的视野 

［第一责任人］李亦国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7 

［丛编题名］学苑英华 

［主题词］人类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亦国 著 

  

 

［正题名］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陈国强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词典 

［知识责任］陈国强 主编 

  

 

［正题名］民族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本书以民族学的对象、范围、任务、方法为中心，同时还对民族学与其它学科

的关系作了某些探讨，对我国民族学史，以及国外民族学两个学派－结构人类学派和历史学

派的发展概况作了一些介绍。本辑集中了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有关上述方面的大部

分主要论文，反映了当前我国民族学发展的概貌。 

［主题词］民族学/文集 

  

 

［正题名］民族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辑登载四方面文章：民族形成的理论、族称以及若干民族族源问题的探讨；

有关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包括居室特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诸方

面的研究；原始公社制、奴隶制等社会形态有关问题论述；从民族学方法论的角度，对民族

文物工作、民族学博物馆、少数民族科学记录影片在民族学研究中的意义、地位和作用的阐

述。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 

  

 

［正题名］民族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入论文 20 多篇，学术动态一篇，中心围绕着民族学与现代化进行研

究。1、各种社会形态，如家长奴隶制、西藏奴隶制庄园、景颇族山官制、苗族鼓社制等调

查研究；2、民族学某些基本的或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如原始社会分期问题、私有制形成途

径的问题、以及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等问题的探讨；3、与民族学密

切相关的某些现实问题，如民族人口、家庭的历史作用、民族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考察与分析。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 

  

 

［正题名］民族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入论文二十余篇和学术动态一篇，中心围绕民族学与现代化进行研究。

1，各种社会形态，如家长奴隶制、西藏奴隶制庄园、苗族鼓社制等的调查研究；2、民族学

某些基本的或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如原始社会分期问题、私有制形成途径等问题；3、与民

族学密切相关的某些现实问题，如民族人口、家庭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的考察与分析。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丛刊 

  

 

［正题名］民族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主题词］民族学/丛刊 

  

 

［正题名］民族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 7 辑 

［丛书］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入有关民族学论文近三十篇，作者们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中揭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我国民族学资料，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进行深入探讨、展 不同观点的争鸣。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恩格斯著作研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正题名］民族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 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族学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民族学/文集 

  

 

［正题名］民族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 1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族学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丛刊 

  

 

［正题名］民族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 1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族学学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丛刊 

  

 

［正题名］世界民族研究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有义主编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1 

［主题词］民族问题/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李有义 主编 

  

 

［正题名］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 

［第一责任人］凌纯声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79.7 

［知识责任］凌纯声 著 

  

 

［正题名］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 

［副题名］芮逸夫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亦园，乔健合编 

［出版者］食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知识责任］李亦园 编 

［知识责任］乔健 编 



  

 

［正题名］民族·种族·文化 

［第一责任人］（苏）尼·切博克萨罗夫著 

［译者］赵俊智，金天明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丛编题名］现代思想文化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Народы,расы,кулътуры 

［附注内容］本书从社会学和生物学角度阐述了人类的不同群体,世界上存在哪些民族,它们

的分布情况,人类种族形成的时间、地点和原因以及肤色、发型、身高、血型等人体特征的

遗传过程和变化情况等。 

［主题词］民族学 

［主题词］人类学 

［知识责任］切博克萨罗夫 著 

［次知识责任］赵俊智 译 

［次知识责任］金天明 译 

  

 

［正题名］客家源流考 

［第一责任人］罗香林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10 

［知识责任］罗香林 著 

  

 

［正题名］日本人和中国人 

［第一责任人］陈舜臣著 

［译者］邱岭译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五色土丛书 

［知识责任］陈舜臣 著 

［次知识责任］邱岭 译 

  

 

［正题名］杨堃民族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杨堃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知识责任］杨堃 著 

  

 

［正题名］东南亚各国民族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陈鹏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附注内容］本书分半岛地区和海岛地区两大部分,对东南亚十一国的各民族与文化作较详

细的介绍,包括每个国家的人文地理、民族人口分布、各民族的生产活动、衣食住行、宗教

信仰等情况。 

［主题词］民族分布/东南亚 

［知识责任］陈鹏 著 

  

 

［正题名］话说中国人 

［副题名］漫谈民族性与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编 

［出版者］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中国人有什么优长与短欠的近 40 个热门话题。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论中国人现象 

［第一责任人］孙荪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丛编题名］中国人的奥秘丛书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What's What of the Chinese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人的性格气质、人生哲学、人际关系、思维方式等以及中国人的命

运等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民族心理/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孙荪 主编 

  

 

［正题名］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 

［第一责任人］吴泽霖著 

［出版者］中国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是吴泽霖教授 1927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学位时撰写的博士论文。 

［主题词］种族歧视/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吴泽霖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第一责任人］何润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就我国北南方农牧业区、渔猎山区、民族聚居、杂散居区等不同类型

地区民族问题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进行论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主题词］民族问题/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润 主编 

  

 

［正题名］关于民族科学与民族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施正一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收入文章 19 篇,分为论民族科学、论民族实体、论问题实质和论理论贡献 4 编。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 

［主题词］民族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施正一 著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 

［第一责任人］肖万源等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少数民族/研究/中国 

［主题词］少数民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肖万源 主编 

  

 

［正题名］民族研究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该所) 

［出版日期］1981 

 

［正题名］民族研究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该所) 

［出版日期］1983 

 

［正题名］民族研究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该所) 

［出版日期］1984 

 

［正题名］民族研究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该所) 

［出版日期］1985 

 

［正题名］民族研究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该所) 

［出版日期］1985.8 

 

［正题名］民族学论文选 

［副题名］1951－1983 

［第一责任人］《中央人民学院民族研究论丛》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 

 

［正题名］民族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任万强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知识责任］任万强 著 

  

 

［正题名］民族学译文集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对国外民族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了重点介绍。全书共收译文 23 篇,

按内容分为三部分:一、关于文化和文化变迁的书摘;二、美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

的人类学条目;三、苏联学者关于民族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学派和方法的讨论。 

［主题词］民族学/文集 

  

 

［正题名］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江应樑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 22 篇论文以及自传等。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历史/西南地区/文集 

［知识责任］江应樑 著 

  

 



［正题名］民族、宗教、历史、文化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学院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收入文章 30 余篇,包括《试论当代凉山彝区等级观念的残存形态》、《关于藏族

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历史民族学刍议》、《高丽和东夏的关系》等。 

［主题词］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主题词］宗教文化/中国/文集 

  

 

［正题名］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4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民族问题/文集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正题名］世界民族译名手册 

［副题名］英汉对照 

［第一责任人］李毅夫，王恩庆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少数民族/译名/世界/手册 

［知识责任］李毅夫 主编 

［知识责任］王恩庆 主编 

  

 

［正题名］世界民族词目集录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资料组编印 

［出版者］(该所) 

［出版日期］1981.10 

 

［正题名］中国民族工具文献辞典 

［第一责任人］刘光宏主编 

［出版者］改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少数民族/工具书/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刘光宏 主编 

  

 

［正题名］社会心理学 

［第一责任人］时蓉华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新学科丛书 

［主题词］社会心理学 

［知识责任］时蓉华 编著 

  

 

［正题名］中国官训经典 

［丛书］官经卷 

［第一责任人］林宗岗主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人事管理/中国/古代/史料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林宗岗 主编 

  

 

［正题名］中国官训经典 

［丛书］官道卷 

［第一责任人］林宗岗编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人事管理/中国/古代/史料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林宗岗 编著 

  

 

［正题名］癫狂与文明 

［副题名］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 

［第一责任人］（法）福柯·米歇尔著 

［译者］孙淑强译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世界文化丛书 周谷城主编 

［主题词］后结构主义(哲学) 

［知识责任］米歇尔 著 

［次知识责任］孙淑强 译 

  

 

［正题名］另一个世界 

［副题名］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 

［第一责任人］彭卫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文库 周天游主编 

［附注内容］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一系列奇异的心灵世界-古代的变态行为。 

［主题词］史评/中国/古代 

［主题词］病态人格/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彭卫 著 

  

 

［正题名］乡土中国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5.6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中国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亚洲大趋势 

［并列题名］Megatrends Asia 

［第一责任人］（美）约翰·奈斯比特著 

［译者］蔚文译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主题词］未来学/研究/亚洲 

［知识责任］奈斯比特 著 

［次知识责任］蔚文 译 

  

 

［正题名］人文中国 

［副题名］中国的南北情貌与人文精神 

［第一责任人］辛向阳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国是论衡》从书 倪建中主编 

［主题词］民族精神/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辛向阳 著 

  

 

［正题名］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 

［第一责任人］李秋洪著 

［出版者］中原农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第一部描述中国农民心理世界的书,从经济、文化、民俗、人际关

系、婚姻家庭等方面,对中国农民的心理进行了探析和论述,指出了建立健康心理的方法及途

径。 

［主题词］农民/社会心理学/中国 



［知识责任］李秋洪 著 

  

 

［正题名］田园诗与狂想曲 

［副题名］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第一责任人］秦晖，苏文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丛编题名］农民学丛书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Pastorals and rhapsodies:A research for peasant societies and peasant 

culture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关中平原/研究 

［知识责任］秦晖 著 

［知识责任］苏文 著 

  

 

［正题名］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 

［第一责任人］（法）波尼亚托夫斯基著 

［译者］齐沛合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主题词］未来学 

［知识责任］波尼亚托夫斯基 著 

［次知识责任］齐沛合 译 

  

 

［正题名］西方社会病 

［副题名］吸毒、自杀和离婚 

［第一责任人］（美）柏忠言编著 

［译者］张蕙兰助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3.5 

［主题词］社会病态/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柏忠言 编著 

［次知识责任］张蕙兰 助编 

  

 

［正题名］广州社会研究文集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4.9 

 



［正题名］世界的未来 

［副题名］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 

［第一责任人］（意）奥尔利欧·佩奇著 

［译者］王肖萍，蔡荣生译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5 

［附注内容］系西方各国政界、财界、学术界知名人士创立的“罗马俱乐部”的第十一篇研

究报告 

［主题词］未来学 

［知识责任］奥尔利欧 著 

［次知识责任］王肖萍 译 

［次知识责任］蔡荣生 译 

  

 

［正题名］台湾与美国社会问题 

［第一责任人］蔡文辉，萧新煌主编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5.6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知识责任］蔡文辉 主编 

［知识责任］萧新煌 主编 

  

 

［正题名］亦新亦旧的一代 

［第一责任人］南怀瑾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民族心理/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南怀瑾 著 

  

 

［正题名］婚姻家庭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彭立荣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主题词］婚姻/词典 

［主题词］家庭/词典 

［知识责任］彭立荣 主编 

  

 

［正题名］中国婚姻史稿 

［第一责任人］陈鹏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0.8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三卷,就我国婚姻状态、婚礼、定婚、结婚、媵妾、赘婿与养媳等婚

姻制度的源流,分别进行了论述。 

［主题词］婚姻/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陈鹏 著 

  

 

［正题名］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陈支平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家族/文化/福建 

［知识责任］陈支平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 

［副题名］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 

［第一责任人］王沪宁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前部分为作者对村落家族文化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后半部是

对 15 个不同村落的调查报告。 

［主题词］村落/家族/文化/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沪宁 著 

  

 

［正题名］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1.6（1992.6） 

 

［正题名］中国孝文化漫谈 

［第一责任人］宁业高等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主题词］孝/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宁业高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 

［第一责任人］邓伟志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 



［主题词］家庭问题/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邓伟志 著 

  

 

［正题名］人类性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朱云影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丛编题名］东西方文化研究影印文库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性/研究 

［主题词］性科学/研究 

［主题词］婚姻制度/研究 

［知识责任］朱云影 著 

  

 

［正题名］性爱的新文化 

［第一责任人］周作人著 

［译者］李洪宽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性/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周作人 著 

［次知识责任］李洪宽 编 

  

 

［正题名］阳刚与阴柔的变奏 

［副题名］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 

［第一责任人］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著 

［译者］闵家胤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次知识责任］闵家胤 主编 

  

 

［正题名］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第一责任人］江晓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性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晓原 著 

  

 

［正题名］五次浪潮 

［第一责任人］萧勤福等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附注内容］本书以白描手法将这五次浪潮兴兴衰衰的脉络表现出来,反映了人们各式各样

的心态和社会心理状况。 

［主题词］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萧勤福 著 

  

 

［正题名］ 口者，杀! 

［副题名］黑手党罪恶录 

［第一责任人］（民主德国）克劳斯·波根等著 

［译者］王明元等译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地叙述了美国黑手党从意大利黑手党分支出来,在美国黑社会势力中

残酷竞争发展的经历。 

［主题词］黑手党/美国/现代 

［主题词］社会问题/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波根 著 

［次知识责任］王明元 译 

  

 

［正题名］中国妓女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武舟著 

［出版者］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卖淫问题/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武舟 著 

  

 

［正题名］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陈丽非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社会学、城市学、心理学等视角探讨了上海黑社会的内部结构、邦规会

律、入伙仪式、人生信仰等,并对其所赖以依托的职业犯罪手段进行了分析。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1919-1949 年/史料 

［主题词］社会问题/上海/1919-1949 年/史料 

［主题词］犯罪集团/上海/1919-1949 年/史料 

［知识责任］苏智良 著 

［知识责任］陈丽非 著 

  

 



［正题名］西方社会病 

［第一责任人］王延平主编 

［译者］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组织编写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披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和种种社会病症,如黑社会、吸

毒、嫖娼、赌博、高犯罪率、种族歧视、失业、贫困等等。 

［主题词］社会问题/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王延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娼妓 

［副题名］过去和现在 

［第一责任人］单光鼐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娼妓/研究/中国 

［主题词］卖淫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单光鼐 著 

  

 

［正题名］中华赌博史 

［第一责任人］郭双林，肖梅花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赌博/史料 

［知识责任］郭双林 著 

［知识责任］肖梅花 著 

  

 

［正题名］禁娼禁毒 

［副题名］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 

［第一责任人］马维纲编 

［出版者］警官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汇集了有关建国初期禁毒禁娼的 29 篇专题文章及记录当时斗争情景的照片和

部分文献。 

［主题词］卖淫问题/中国/现代 

［主题词］禁烟运动/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马维纲 编 

  

 

［正题名］中国禁毒简史 

［第一责任人］王金香著 



［出版者］学习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禁烟运动/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金香 著 

  

 

［正题名］上海妓女史 

［第一责任人］薛理勇著 

［出版者］海峰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4 

［知识责任］薛理勇 著 

  

 

［正题名］中国乞丐史 

［第一责任人］岑大利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1.10（1992.10）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外编 2 

［知识责任］岑大利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流氓百态 

［第一责任人］完颜绍元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7.2 

［丛编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百态》丛书 

［主题词］流氓/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完颜绍元 著 

  

 

［正题名］社会调查研究的量化方法 

［第一责任人］郭志刚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际应用技术。 

［主题词］社会调查/抽样调查 

［主题词］社会调查/数理统计/应用 

［知识责任］郭志刚 编著 

  

 

［正题名］边区 发与社会调查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丛编题名］社会学丛书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方法 

［主题词］区域社会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中国的危机 

［第一责任人］何情倩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知识责任］何情倩 著 

  

 

［正题名］日本名列第一 

［副题名］对美国的教训 

［第一责任人］（美）沃格尔(Vogel, E.F.)著 

［译者］谷英等合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从社会学角度对日本战后政治、经济、科教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作了实

地考察和分析，并同美国的社会现状进行对比。全书分 3 部分，共 10 章。第 1 部分提出，

美国人要在"日本的奇迹"这面镜子里照一照自己；第 2 部分从政治、教育、福利、治安等方

面，论述日本的作法和特点；第 3 部分指出日本存在的问题，提出美国应当向日本学习什么。 

［主题词］社会科学/概况/日本 

［知识责任］沃格尔 著 

［知识责任］Vogel 著 

［次知识责任］谷英 译 

  

 

［正题名］日本社会万花筒 

［第一责任人］刘茂俭，许晓琴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知识责任］刘茂俭 主编 

［知识责任］许晓琴 主编 

  

 

［正题名］美国反对美国 

［第一责任人］王沪宁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附注内容］本书共 11 章，分析和探讨了美国社会不均衡发展及其诸特点；主导政治生活

的价值观点及其流变；竞选中的民主和非民主因素；文化、价值观点乃至制度的复制等。 

［主题词］政治/概况/美国 



［主题词］社会/评论/美国 

［知识责任］王沪宁 著 

  

 

［正题名］我看美国佬 

［第一责任人］（美）麦高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知识责任］麦高 著 

  

 

［正题名］新的综合 

［副题名］社会生物学 

［第一责任人］（美）威尔逊著 

［译者］李昆峰编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主题词］社会生物学 

［知识责任］威尔逊 著 

［次知识责任］李昆峰 编译 

  

 

［正题名］六十亿人 

［副题名］人口困境和世界对策 

［第一责任人］（法）塔皮诺等著 

［译者］张 敏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7 

［知识责任］塔皮诺 著 

［次知识责任］张 敏 译 

  

 

［正题名］人口分析技术 

［第一责任人］黄荣清等编著 

［出版者］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主要有:人口分析的基本概念;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口分析方法,死亡、生

育、婚姻的分析及各种计量模型,稳定人口理论;人口的分布、移动及其规律,人口城市化分析,

各种人口事件的预测和估算方法等。 

［主题词］人口统计/统计学 

［知识责任］黄荣清 编著 

  

 



［正题名］西方人口学理论述评 

［第一责任人］侯文若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主题词］人口学/评论/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侯文若 著 

  

 

［正题名］经济人口学 

［第一责任人］（日）大渊宽等著 

［译者］张真宁等译 

［出版者］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附注内容］本书从人口与经济相结合的观点描述人类历史,对历史上各流派在人口问题上

的争论和各种观点加以整理、归纳和分析,并对各类国家的人口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人口经济学 

［知识责任］大渊宽 著 

［次知识责任］张真宁 译 

  

 

［正题名］民族人口学 

［第一责任人］张天路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民族学∶人口学 

［知识责任］张天路 编著 

  

 

［正题名］人口学辞典 

［第一责任人］刘铮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人口学/词典 

［知识责任］刘铮 主编 

  

 

［正题名］人口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编著 

［译者］杨魁信，邵宁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8 

［次知识责任］杨魁信 译 

［次知识责任］邵宁 译 

  



 

［正题名］人口统计 

［第一责任人］刘长新，苍 极编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主题词］人口统计学 

［知识责任］刘长新 编著 

［知识责任］苍 极 编著 

  

 

［正题名］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 

［第一责任人］胡焕庸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人口地理学/文集 

［知识责任］胡焕庸 编 

  

 

［正题名］北京历史人口地理 

［第一责任人］韩光辉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主题词］历史地理∶人口地理/研究/北京 

［知识责任］韩光辉 著 

  

 

［正题名］人地关系论 

［副题名］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宏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人口增长/关系/土地资源/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朱宏 著 

  

 

［正题名］世界各国主要城市人口资料手册 

［第一责任人］地图出版社编制 

［出版者］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丛编题名］地图资料丛书 

［主题词］城市人口/统计资料/世界/手册 

  

 

［正题名］人口问题与四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1 

［主题词］人口增长/关系/四个现代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现代中国人口 

［第一责任人］陈达著 

［译者］廖宝昀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丛编题名］社会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我国近百年来的人口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世界二十多个

国家的人口研究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述了我国人口发展变化与社会经济条件，婚姻、家

庭职业等的内在联系；研究了人口政策诸问题并涉及了优生、性教育等问题。 

［主题词］人口/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达 著 

［次知识责任］廖宝昀 译 

  

 

［正题名］中国人口思想简史 

［第一责任人］张敏如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我国自西周到五四运动时期人口思想的著作。书中

除扼要地介绍了历代的主要人口政策和形成我国人口众多的历史原因外，着重叙述了春秋战

国到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主要思想家的人口思想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主题词］人口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敏如 著 

  

 

［正题名］台湾人口成长与经济发展 

［第一责任人］刘克智著 

［译者］蔡青龙等译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79.10 

［知识责任］刘克智 著 

［次知识责任］蔡青龙 译 

  

 

［正题名］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 10％抽样资料 

［第一责任人］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1 

［主题词］人口普查:抽样调查/中国/1983/资料 



  

 

［正题名］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1 至 6 册 

［第一责任人］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6 

 

［正题名］中国移民史略 

［第一责任人］田方，陈一筠主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主题词］人口迁移/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田方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一筠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迁移 

［第一责任人］田方，林发棠主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人口迁移/中国 

［知识责任］田方 主编 

［知识责任］林发棠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迁移新探 

［第一责任人］田方，张东亮著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知识责任］田方 著 

［知识责任］张东亮 著 

  

 

［正题名］黑龙江移民概要 

［第一责任人］李德滨，石方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主题词］移民/研究/黑龙江 

［知识责任］李德滨 编 

［知识责任］石方 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铮等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计划控制下的中国生育率趋势等 11 部分。 

［主题词］人口/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铮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人口 

［第一责任人］许涤新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客观地记录了我国三十多年来人口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其与经济和社会各方

面关系的变化。 

［主题词］人口/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许涤新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赵文林，谢淑君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人口的分布、密度、变化的学术专著。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赵文林 著 

［知识责任］谢淑君 著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一星等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知识责任］杨一星 著 

  

 

［正题名］三十七年上半年全国户口统计 

［第一责任人］内政部人口局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中国人口迁移史稿 

［第一责任人］石方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附注内容］本书从原始社会 始,历述了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以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活动。 

［主题词］人口迁移/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石方 著 

  

 

［正题名］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 

［第一责任人］行龙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论述中国近代社会人口问题,以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的学术

专著,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作了较为全面而客观的分析论证,并提出了个人某些独到的见解。 

［主题词］人口/问题/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行龙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 

［第一责任人］常崇煊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 70 年代以来大力 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和所取得的成绩。 

［主题词］计划生育/工作/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常崇煊 主编 

  

 

［正题名］海峡两岸中国人口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常崇煊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1991 年 9 月在北京召 的海峡两岸中国人口研讨会论文 30 余篇,内

容涉及全国及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概况、婚姻、生育、人口政策等内容。 

［主题词］人口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常崇煊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姜涛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考察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

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姜涛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副题名］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跃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胡绳主编 

［主题词］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跃生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王育民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1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育民 著 

  

 

［正题名］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 

［第一责任人］张国雄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主题词］移民/中南地区/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张国雄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 

［丛书］山东分册 

［第一责任人］吴玉林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丛编题名］中国人口 

［知识责任］吴玉林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 

［丛书］福建分册 

［第一责任人］傅祖德，陈佳源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中国人口 

［知识责任］傅祖德 主编 

［知识责任］陈佳源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 

［丛书］河南分册 

［第一责任人］貊琦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丛编题名］中国人口 

［附注内容］本书对河南省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作了分析、阐明了河南省人口现象发展规

律，预测了其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和后果。 

［主题词］人口/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貊琦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 

［丛书］西藏分册 

［第一责任人］刘瑞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中国人口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资料论述了西藏地区人口观念、人口结构、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

的发展变化,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全面地介绍和分析西藏人口过去、现在（主要是现在），

未来状况的著作。 

［主题词］人口/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瑞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 

［丛书］山西分册 

［第一责任人］毕士林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丛编题名］中国人口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利用山西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及有关资料，从全省各地区不同的社会经

济和自然条件出发，以反映人口现状为主，同时兼顾历史并展望未来。 

［主题词］人口/研究/中国 

［主题词］人口/研究/山西 

［知识责任］毕士林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 

［丛书］云南分册 

［第一责任人］邹启宇，苗文俊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丛编题名］中国人口 

［附注内容］该书通过对云南人口活动的一系列分析,使读者对云南人口的历史、现状以及

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主题词］人口/研究/中国 

［主题词］人口/研究/云南 

［知识责任］邹启宇 主编 

［知识责任］苗文俊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 

［丛书］青海分册 

［第一责任人］翟松天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人口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论述了青海人口活动方面的数量、死亡、迁移、性别、民族等十五

个重要问题，同时注意分析人口现状，并扼要反映了青海人口发展的过去和未来。 

［主题词］人口/研究/中国 

［主题词］人口/研究/青海 

［知识责任］翟松天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 

［丛书］台湾分册 

［第一责任人］陈永山，陈碧笙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丛编题名］中国人口 

［附注内容］本册资料，主要使用台湾当局公布的 1956、1966 和 1980 年三次人口普查资料，

及历年《台闽地区人口统计》等资料。 

［主题词］人口/研究/中国 

［主题词］人口/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陈永山 主编 

［知识责任］陈碧笙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年鉴 

［副题名］1985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正题名］中国人口年鉴 

［书目卷册］1986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主题词］人口统计/中国/1986/年鉴 

  

 

［正题名］中国人口年鉴 

［书目卷册］1987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人口/中国/1987 年/年鉴 

  

 

［正题名］中国人口年鉴 

［书目卷册］1989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重要文献、概况与综述、人口普查、人口统计、计划生育、调查报告、

中国人口与世界人口对比、人口活动大事记等内容。 

［主题词］人口/中国/1989/年鉴 

  

 

［正题名］中国人口年鉴 

［书目卷册］1990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人口/中国/1990/年鉴 

  

 

［正题名］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书目卷册］1989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 

［出版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主题词］人口/中国/1989/年鉴 



  

 

［正题名］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书目卷册］1990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 

［出版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人口/中国/1990/年鉴 

  

 

［正题名］中国人口地图集 

［第一责任人］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科院地理所编制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正题名］中国沿海地区小城镇发展与人口迁移 

［第一责任人］中国沿海地区小城镇发展与人口迁移调查研究组编写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9.1 

 

［正题名］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曲海波著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因素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问题。 

［主题词］老年－人口年龄构成/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曲海波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主要死因地图集 

［第一责任人］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主编 

［出版者］中国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疾病-死亡-医学地理图/中国 

  

 

［正题名］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 

［第一责任人］冯立天主编 

［出版者］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我国目前人口生活质量的现状以及在世界所处的地位,论证了影响

我国人口生活质量的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提高我国人口生活质量的途径、措施和方法

等。 

［主题词］人口-生活-质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冯立天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 

［第一责任人］罗桂环，舒俭民编著 

［出版者］冶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人口迁移/中国/古代/史料 

［主题词］环境保护/中国/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罗桂环 编著 

［知识责任］舒俭民 编著 

  

 

［正题名］人口空间过程 

［副题名］胶东半岛的实证研究 

［第一责任人］丁金宏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4 

［主题词］人口地理/研究/山东 

［知识责任］丁金宏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书目卷册］1987 年度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编 

［出版者］中国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主题词］人口统计-统计资料/中国/1987 年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编 

［出版者］中国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人口统计-统计资料/中国/1988 年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书目卷册］1989 年度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主题词］人口统计-统计资料/中国/1989 

  



 

［正题名］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子慧主编 

［出版者］改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主题词］人口统计-统计资料/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杨子慧 主编 

  

 

［正题名］东北流人史 

［第一责任人］李兴盛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人口迁移/历史/东北地区 

［主题词］刑法-法制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兴盛 著 

  

 

［正题名］西藏的人口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马戎著 

［出版者］同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主题词］人口/研究/西藏 

［主题词］人口/研究/西藏 

［知识责任］马戎 著 

  

 

［正题名］美国人民 

［副题名］从人口学角度看美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美）罗布·布(Bryant Robey)著 

［译者］董天民，韩宝成译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8.1 

［主题词］社会调查/美国 

［主题词］人口发展速度-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布 著 

［知识责任］Robey 

［知识责任］董天民 译 

［知识责任］韩宝成 译 

  

 

［正题名］有效的管理者 

［第一责任人］（美）杜拉克著 

［译者］许是祥译 



［出版者］中华企业管理发展中心 

［出版日期］1978.3 

［主题词］管理学 

［知识责任］杜拉克 著 

［次知识责任］许是祥 译 

  

 

［正题名］文化·伦理与管理 

［副题名］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 

［第一责任人］（美）成中英(Hung-Ying Hen)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管理学∶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成中英 著 

  

 

［正题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 

［第一责任人］郭济兴著 

［出版者］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丛书 郭济兴，许士军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管理文化的结构及其演变、管理文化的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现

代管理价值、管理文化的历史承接、传统军事文化和现代企业管理、《孙子》中的责权利思

想、中国古代的行为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才管理思想等。 

［主题词］管理学/中国 

［知识责任］郭济兴 著 

  

 

［正题名］西方文化与管理 

［第一责任人］徐文俊编著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分析了西方管理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原因和西方古典管理原理、行为科学、现代

管理的科学及企业文化的西方文化背景等。 

［主题词］西方文化 

［知识责任］徐文俊 编著 

  

 

［正题名］简明世界管理名人手册 

［第一责任人］陈光全主编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十八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主要西方国家和地区及苏联

东欧国家近两百位管理名人的管理思想、方法、手段和管理经验。 



［主题词］管理学-名人/世界/手册 

［知识责任］陈光全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概论 

［第一责任人］卢广森，王进国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古代中央行政组织、行政领导、行政决策、人事管理、司法管理、

经济管理、机关管理等。 

［主题词］行政管理/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卢广森 主编 

［知识责任］王进国 主编 

  

 

［正题名］中共秘书工作简史 

［副题名］1921-1949 

［第一责任人］费云东，余贵华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军队、团体、各级机关的秘书工作

机构、职能和秘书工作队伍的发展过程，并对其发展工作进行探讨。 

［知识责任］费云东 著 

［知识责任］余贵华 著 

  

 

［正题名］古今公文文种汇释 

［第一责任人］梁清诲编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从夏、商、周至今两千多年各历史时期使用的公文文种 400 余种，

并对每种公文文种的产生、演变、适用范围和对象、使用方法、格式、书写材料以及写作特

点等作了解释。 

［主题词］公文/种类/中国/手册 

［主题词］公文/中国/选集 

［知识责任］梁清诲 编著 

  

 

［正题名］领导艺术之路 

［第一责任人］（英）蒙哥马利·伯纳德著 

［译者］刘文涛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世界名人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he path to leadership 

［附注内容］据英国科林斯明版出版社 1961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丘吉尔、戴高乐、尼赫鲁、赫鲁晓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思想

和领导艺术,还介绍了军事领导艺术、工业领导艺术、对青年的领导艺术等。 

［主题词］领导学/研究 

［知识责任］伯纳德 著 

［次知识责任］刘文涛 译 

  

 

［正题名］世界人口统计简编 

［副题名］1974 年世界人口基本情况，二十年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发展 

［第一责任人］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人口统计/世界/现代 

  

 

［正题名］面对世界的人才之争 

［第一责任人］徐人仲，雪苹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世界人才竞争的历史、现状、新形势及中国的情况,论述了人才与

国家盛衰的关系,培养和凝聚人才的经验教训与战略意义,提出了思考和对策。 

［主题词］人才/分析/世界 

［知识责任］徐人仲 著 

［知识责任］雪苹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的新发展 

［副题名］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 

［第一责任人］尹世洪等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人才学 

［知识责任］尹世洪 编著 

  

 

［正题名］中国人才史鉴 

［第一责任人］李大生等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主题词］人才学/中国 

［知识责任］李大生 著 

  



 

［正题名］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第一责任人］董志凯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主题词］土地改革/中国/1945-1949 

［知识责任］董志凯 著 

  

 

［正题名］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 

［出版者］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正题名］中国的土地改革 

［第一责任人］杜润生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附英文目录。 

［主题词］土地改革/中国 

［知识责任］杜润生 主编 

  

 

［正题名］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 

［第一责任人］杨公素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西藏知识小丛书 江平主编 

［主题词］西藏问题 

［知识责任］杨公素 编著 

  

 

［正题名］三反实录 

［第一责任人］王朝彬著 

［出版者］警官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微观国史丛书 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的是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的反贪污、

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 

［主题词］三反五反运动/史料 

［知识责任］王朝彬 著 

  

 



［正题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责任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自 1962 年秋冬到 1966 年夏季，在全国农村 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的历史背景和全过程；围绕着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的

修正主义路线展 了激烈的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的情况；运动的经验和历史意义。 

［主题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正题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副题名］报刊文选 

［副题名］1976 年 

［书目卷册］第一期 

［第一责任人］解放日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翻案不得人心 

［副题名］报刊文选 

［副题名］1976 年 

［书目卷册］第二期 

［第一责任人］解放日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伟大的胜利 

［副题名］报刊文选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解放日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4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池恒的《无产

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梁效的《用

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洪广思的《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魏峡安的《阶

级敌人是虚弱和孤立的》六篇文章。 

［主题词］四·五事件 

  

 



［正题名］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出版者］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7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的批判文章包括卫生部领导成员、赤脚医生王桂珍及各地赤脚医生、

红医工、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揭露、批判邓小平攻击卫生革命，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翻

案的罪行文章十二篇。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报道：《不许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资料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5.16)/纪念文集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论析 

［第一责任人］金春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金春明 著 

  

 

［正题名］十年后的评说 

［副题名］“文化大革命”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谭宗级，郑谦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评/文集 

［知识责任］谭宗级 著 

［知识责任］郑谦 著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书目卷册］一、二 

［第一责任人］（英）麦克法夸尔著 

［译者］《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译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麦克法夸尔 著 

  

 

［正题名］位卑未敢忘忧国 



［副题名］“文化大革命”上书集 

［第一责任人］余习广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知识责任］余习广 主编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8.10 

 

［正题名］政治发展与当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张占斌编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历史反思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侧重反思文化大革命“左”的失误，目的在于提示人们不要重覆旧辙。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占斌 编著 

  

 

［正题名］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论 

［第一责任人］汪学文著 

［出版者］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89.4 

［丛编题名］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中文丛书系列 88 

［知识责任］汪学文 著 

  

 

［正题名］“三家村”沉冤 

［第一责任人］张占斌，孙建军著 

［出版者］三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对“三家村人”和“三家村”进行历史评价，反思“文革”的沉痛历史。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张占斌 著 

［知识责任］孙建军 著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 

［第一责任人］李永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丛编题名］《昨夜星辰》系列丛书 1 李永，温乐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文革中邓拓、李立三、溥仪等 34 位名人的惨死经过。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李永 主编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狱 

［第一责任人］李永主编 

［译者］王守利等撰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丛编题名］《昨夜星辰》系列丛书 2 李永，温乐群主编 

［附注内容］收集了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王光美、赵丹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

害，含冤吞屈，身处逆境的过程等资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李永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守利 撰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 

［第一责任人］温乐群，郝瑞庭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丛编题名］《昨夜星辰》系列丛书 3 李永，温乐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文革期间聂元梓、刘庆棠、林立果、毛远新等 32 位人物野心钻营

的史实。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温乐群 主编 

［知识责任］郝瑞庭 主编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 

［第一责任人］张鸣，乐群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丛编题名］《昨夜星晨》系列丛书 4 李永，温乐群主编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评论 

［知识责任］张鸣 主编 

［知识责任］乐群 主编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司任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丛编题名］《昨夜星辰》系列丛书 5 李永，温乐群主编 

［附注内容］收集了刘志坚、傅崇碧、郭沫若、纪登奎、陈永贵、尉凤英等人在“文化大革

命”前后的有关资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司任 主编 

  

 

［正题名］重大冤案实录 

［第一责任人］杨万福主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主题词］政治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万福 主编 

  

 

［正题名］震惊世界的 77 天 

［副题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纪实 

［第一责任人］图们，肖思科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审判/史料 

［主题词］林彪反党集团/审判/史料 

［知识责任］图们 著 

［知识责任］肖思科 著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史稿 

［第一责任人］金春明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 

［知识责任］金春明 著 

  

 

［正题名］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 

［第一责任人］熊华源，安建设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主题词］林彪反党集团/史料 

［主题词］“九、一三”事件 

［知识责任］熊华源 编 

［知识责任］安建设 编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副题名］1966-1976 

［第一责任人］杨克林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者］天地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知识责任］杨克林 编著 

  

 

［正题名］“四人邦”资料汇集 

［副题名］1932-1946 

［第一责任人］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图书馆编 

［出版者］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图书资料室 

［出版日期］1976.11 

 

［正题名］“四人邦”资料续集 

［副题名］1932-1946 

［第一责任人］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图书馆编 

［出版者］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图书资料室 

［出版日期］1977.1 

 

［正题名］毛主席的红卫兵 

［第一责任人］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市三十一中《毛主席的红卫兵》编写组编写 

［出版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7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歌颂红卫兵运动的书。大体上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进行编写。书中

宣传了红卫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光荣诞生和茁壮成

长的战斗历程；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歌颂了社

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主题词］红卫兵/资料 

  

 

［正题名］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0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在首都庆祝大会上吴德同志的讲话》、《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两报

一刊社论）、《首都百万军民隆重集会庆祝伟大胜利》、《继承毛主席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胜利前进》、《华国锋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和台湾人民心连心》、《八亿人民的盛大节日》六篇文章。 

  

 

［正题名］张春桥是蒋介石的吹鼓手 

［第一责任人］卫今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1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报刊文章十篇。其中有：《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鲁迅痛打落

水狗张春桥》、《张春桥是蒋介石的吹鼓手》、《老投降派张春桥的又一自供状》等。 

［知识责任］卫今 著 

  

 

［正题名］“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动员令 

［副题名］评梁效《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第一责任人］钧平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1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报刊文章八篇。其中包括：《“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动员令—评

梁效〈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个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反革命信号—批判“四人

帮”在〈光明日报〉抛出〈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党大毒草》、《要害是篡党夺权—剖析梁

效黑文〈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动本质》等。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批判 

［知识责任］钧平 著 

  

 

［正题名］江青是欺世盗名的政治扒手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1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报刊文章十一篇。包括：《江青是欺世盗名的政治扒手》、《剥江青“文

艺革命旗手”的画皮》、《江青扼杀革命文艺的罪证》、《撕掉“白骨精”的一张骗人画皮》等。 

  

 

［正题名］围绕电影《创业》展 的一场严重斗争 

［第一责任人］杜书瀛等著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1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报刊文章四篇：《光辉的历史文件》、《围绕电影〈创业〉展 的一场

严重斗争》、《“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铁证》、《“四人帮”扼杀〈创业〉说明了什么?》。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批判 

［知识责任］杜书瀛 著 

  

 

［正题名］“四人帮”资料汇集 



［副题名］1932-1946 

［第一责任人］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图资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批判“四人帮”资料 

［书目卷册］一 

［丛书］老投降派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的部分反动文章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文章选编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新北大校刊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者］新北大校刊编辑部 

［出版日期］1974-1976 

 

［正题名］批判江青梦当“女皇”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内蒙古师范学院政史系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剥掸画皮还其本相 

［副题名］揭批“四人帮”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一场围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自然科学/科技政策/中国 

［主题词］科技政策/自然科学/中国 

  

 

［正题名］“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言论选批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揭批“四人帮”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贵州日报资料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材料辑录 

［副题名］1976 年 10 月至 1977 年 4 月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资料汇编》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6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取材于“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言论和文章。资料的时间断限，自党的“十大”以后，至一九七六年十

月“四人帮”覆灭。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以大事记形式，记述“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

言论和阴谋活动，第二编专题摘编“四人帮”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宣传唯心史观的谬论。第三编是“四人帮”歪曲史料、伪造历史举例，把他们的捏造同历史

记载互相对照。 

  

 

［正题名］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 

［副题名］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汇报提纲》、《二十条》的“批判”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附注内容］本书编入了《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

判”》，《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推翻“四人帮”对〈汇报提纲〉的诬陷》，《一场篡党夺权

的反革命丑剧—评“四人帮”对〈二十条〉的“批判”》等三篇文章。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批判 

  

 

［正题名］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 

［第一责任人］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生产的方法和“四人帮”诋

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手法；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本

质上是不同的；三、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是从社会主义商品中产生的吗？四、发展社

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打击资本主义势力。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商品生产/批判 

［主题词］商品生产-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批判 

  

 

［正题名］评“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 



［第一责任人］宋振庭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7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世界观/批判 

［主题词］世界观/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批判 

［知识责任］宋振庭 著 

  

 

［正题名］批判“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集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7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在报刊上发表的理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文章 21 篇。其中有《试

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

学批判》等。 

  

 

［正题名］天安门事件真相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2 

［附注内容］本文原载 1978 年 11 月 21 日、22 日《人民日报》。 

  

 

［正题名］四五运动纪实 

［第一责任人］严家其等编写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3 

［附注内容］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我国亿万人民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在天安门广场，

在祖国各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愤怒声讨“四人帮”，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

的伟大革命运动—四五运动。本书是目击者写的四五运动纪实。 

［主题词］四·五事件 

［知识责任］严家其 编写 

  

 

［正题名］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第一责任人］苏双碧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2 

［附注内容］本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用大量的历史材料，批驳了姚文元给历史剧《海瑞罢

官》罗织的种种罪名，揭露了“四人帮”围剿《海瑞罢官》的政治阴谋，并对历史上的“清

官”和历史人物海瑞发表了个人的见解。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苏双碧 著 

  



 

［正题名］“四人帮”批判 

［第一责任人］林韦等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四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文艺四个方面批判了“四人帮”

的反动思想。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批判 

［知识责任］林韦 编 

  

 

［正题名］历史的审判 

［书目卷册］续集 

［第一责任人］《历史的审判》（续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主题词］林彪反党集团/审理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审理 

  

 

［正题名］浩劫中的一幕 

［副题名］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陈再道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武汉/史料 

［知识责任］陈再道 著 

  

 

［正题名］叶剑英在 1976 

［第一责任人］范硕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化大革命” 后一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为背景,

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的活动为主线,详尽而生动地论述了粉碎“四人帮”斗争的

始末。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史料 

［知识责任］范硕 著 

  

 

［正题名］方励之的真面目 

［第一责任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央纪委、安徽省纪委一九八七年初有关 除方励之党籍的文

件和当时一些报刊发表的揭露、批判他诋毁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等文章。 

［主题词］反革命暴乱/北京/1989 年/史料 

［主题词］人物研究/方励之 

  

 

［正题名］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 

［并列题名］Quell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rebellion in Beijing 

［第一责任人］解放军画报社编辑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主题词］反革命暴乱/摄影集/北京/1989 年 

［主题词］摄影集/反革命暴乱/北京/1989 年 

  

 

［正题名］学潮·动乱·反革命暴乱真相 

［副题名］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正题名］叛逃“精英”海外言行录 

［第一责任人］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中国教育报社编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反革命暴乱/北京/1989/史料 

  

 

［正题名］痛史明鉴 

［副题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及其教训 

［第一责任人］华原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附注内容］本书就 1989 年政治风波，系统地介绍了近十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国内

四次大泛滥的社会历史背景、重大事件、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及其造成的思想混乱、影响和

危害，展现了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从中引出历史教训。 

［主题词］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华原 著 

  

 

［正题名］不倒的红旗 

［副题名］1989 年 1990 年中国政治纪实 

［第一责任人］牛进山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附注内容］本书纪实了 1989 年春夏之交在我国出现的那场血与火的斗争，揭示了这场政

治风波的实质和原因。 

［主题词］反革命暴乱/北京/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主题词］政治/概论/中国/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知识责任］牛进山 著 

  

 

［正题名］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第一责任人］四川日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主题词］反革命暴乱/成都/1989 年/史料 

  

 

［正题名］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 

［第一责任人］张连月编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述评了中国政党的产生、发展,政党制度的建立完善等。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连月 编著 

  

 

［正题名］发人深省的案件 

［第一责任人］广东人民出版社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在报刊上发表了的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案例，如：反革命分子魏京

生案；大贪污犯王守信案；冒充“省委书记的儿子”行骗案；冒充“副总长儿子”行骗案；

假“香港来客”行骗案；“一一一○强奸凶杀案”；“225 碎尸案”等等。 

［主题词］阶级斗争/案例/中国 

  

 

［正题名］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构研究 

［第一责任人］高光等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附注内容］全书共七章,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结构为中心,联系阶级矛盾展

对其他社会矛盾的全面研究。 

［主题词］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分析/中国 

［知识责任］高光 主编 

  

 



［正题名］大分化新组合 

［副题名］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第一责任人］朱光磊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军人、学生等的

现状、特点、变化。 

［主题词］社会结构/分析/中国 

［知识责任］朱光磊 著 

  

 

［正题名］中国工人阶级 

［第一责任人］奚广庆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6.2 

［丛编题名］青工德育丛书 

［主题词］无产阶级/中国 

［知识责任］奚广庆 著 

  

 

［正题名］金色帝国的耕耘人 

［副题名］传统农民与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葛承雍等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主题词］农民 

［知识责任］葛承雍 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 

［第一责任人］何干之遗著 

［译者］刘炼整理修订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叙述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大

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各种政治组织、各个派别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表现；全面论

证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主要理论和主要经验。 

［主题词］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何干之 遗著 

［次知识责任］刘炼 整理修订 

  

 

［正题名］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第一责任人］黄逸峰等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黄逸峰 著 

  

 

［正题名］过渡形态 

［副题名］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 

［第一责任人］马敏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1860-1913 

［知识责任］马敏 著 

  

 

［正题名］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委的有关知

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文件，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重要讲话、批示和信件，共约 80 篇。这

些文献的内容，着重阐述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

要作用，重视知识分子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及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问题。 

［主题词］知识分子/中国 

  

 

［正题名］知识分子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等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2.9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 

［第一责任人］金耀基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2.10 

［知识责任］金耀基 著 

  

 

［正题名］社会、文化和知识份子 

［第一责任人］叶启政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84.3 

［丛编题名］社会沧海丛刊 

［知识责任］叶启政 著 

  

 

［正题名］中国知识分子四十年掠影 

［副题名］1949—1989 

［第一责任人］光明日报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书以新闻通讯形式,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近四十年荣辱沉浮的历史轨迹。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正题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 

［第一责任人］王金铻等著 

［出版者］吉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知识责任］王金铻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等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1.9[1992.9] 

［主题词］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浪漫与悲凉的人生 

［第一责任人］江水，胡颖峰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 张立文，周文柏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主人的沉浮衰荣、生存依赖与功名追逐、新世纪的崛起、文明的对

峙等 6 章。 

［主题词］知识分子/人生观/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水 著 

［知识责任］胡颖峰 著 

  

 

［正题名］台湾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 

［第一责任人］汤学智，杨匡汉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丛编题名］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许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海口赛达物业 发公司董事长刘安先生特别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海外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成果的文章和部分台湾地区学者的

相关著述,其中有《论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当代新儒家的探索》等。 

［主题词］知识分子/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汤学智 编 

［知识责任］杨匡汉 编 

  

 

［正题名］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等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丛编题名］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附注内容］收《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汉代人的精神命运》、《论台湾当代文学中的

中国人文精神》等 30 篇论文。 

［主题词］知识分子/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正题名］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变革 

［第一责任人］贾春增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贾春增 主编 

  

 

［正题名］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 

［副题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9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发起、筹备和召 ，作了扼要

的记载，并汇集了有关的重要资料。 

［主题词］会议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正题名］迎来曙光的盛会 

［副题名］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石光树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知识责任］石光树 编 

  

 

［正题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大事记 

［副题名］1948-1987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研究室编写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正题名］风雨同舟四十年 

［副题名］1949—1989 

［第一责任人］金瑞英主编 

［译者］人民政协报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知识责任］金瑞英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民政协辞典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协辞典》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正题名］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名录 

［第一责任人］郑万通，卢之超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人名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 

［知识责任］郑万通 主编 

［知识责任］卢之超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录 

［第一责任人］刘小萍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知识责任］刘小萍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 

［副题名］1949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50.6 

 

［正题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文件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4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关于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说明》、《邓小平主

席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等大会文件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等。 

  

 

［正题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文件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7 

 

［正题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文件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0 

 

［正题名］云霄县政协志 

［副题名］1956.6—1989.12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云霄县委员会编 

［出版者］云霄县政协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0.12 

 

［正题名］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 

［副题名］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辑 

［副题名］1983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9 

［主题词］民主党派/代表大会/中国/文件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陈竹筠，陈起城编选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民主党派/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竹筠 编选 

［知识责任］陈起城 编选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与国共合作论丛 

［第一责任人］姜士林，郭德宏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民主党派/中国/文集 

［主题词］国共合作/文集 

［知识责任］姜士林 编 

［知识责任］郭德宏 编 

  

 

［正题名］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邱钱牧编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 第 2 辑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党派/中国 

［知识责任］邱钱牧 编著 

  

 

［正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 

［第一责任人］于刚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主题词］民主党派/中国 

［知识责任］于刚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 

［第一责任人］姜平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姜平 著 

  

 

［正题名］中国的政党 

［第一责任人］宋春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丛编题名］政治学知识丛书 张友温等主编 

［知识责任］宋春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纲 

［副题名］民主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王天文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王天文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述略 

［第一责任人］俞云波等撰写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革、民盟、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党派的历史。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俞云波 撰写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时期 

［第一责任人］张军民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中国 18 个民主党派的历史。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军民 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纲 

［副题名］1927—1989 

［第一责任人］张癸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 1927 年至 1989 年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历史、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

政纲演变、政治活动及其经验教训。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1927-1989 

［知识责任］张癸 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 

［第一责任人］窦爱芝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本书共八章。分别介绍了我国现有 8 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农工民主党等从产生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历史。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窦爱芝 编著 



  

 

［正题名］中国革命与民主党派 

［第一责任人］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著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主题词］民主党派史 

  

 

［正题名］民主党派在重庆 

［第一责任人］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重庆市统战理论研究会编辑 

［出版者］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出版者］重庆市统战理论研究会 

［出版日期］1995.4 

［主题词］民主党派/重庆 

  

 

［正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词典 

［第一责任人］杨亲华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主题词］民主党派/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杨亲华 主编 

  

 

［正题名］民主党派成员手册 

［第一责任人］王德华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内容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各历史时期的活动、各党派的主要人物、

民主党派的职能、民主党派在各历史时期在国家建设和参政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中外政

党制度比较等 新资料。 

［主题词］民主党派/中国/手册 

［知识责任］王德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驻秘鲁支部成立书 

［第一责任人］刘林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24 

［知识责任］刘林 编 

  

 

［正题名］中华革命党及其政纲 



［副题名］草案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桂系见闻谈 

［第一责任人］万仲文著 

［出版者］广西师大历史系、科研生产处 

［出版日期］1983.10 

［知识责任］万仲文 著 

  

 

［正题名］七十年来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罗家伦著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73.12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第一责任人］荣孟源主编 

［译者］孙彩霞编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资料 

［知识责任］荣孟源 编 

  

 

［正题名］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查建瑜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 

［主题词］国民党改组/派别/史料 

［知识责任］查建瑜 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责任人］桂崇基著 



［译者］沈世平译 

［出版者］台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8.7 

［知识责任］桂崇基 著 

［次知识责任］沈世平 译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历史资料照片 300 余幅，分 9 个专题，另有 3 万说明文字。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史料/图集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正题名］国民党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李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国民党研究续集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李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十三大秘书处 

［出版日期］1988.7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奋斗史 

［第一责任人］张凤歧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5.10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张凤歧 著 

  

 

［正题名］我与民革四十年 

［第一责任人］朱学范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47 年作者在香港遭遇国民党特务暗杀，脱险之后与李济深等筹

建民革,在美国与冯玉祥将军会晤，1948 年初奔赴东北解放区和建国后的民革工作的经历。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史料 

［知识责任］朱学范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 

［副题名］民主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王德夫，楼 炤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丛编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 彦奇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孕育、形成、联合，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的正式成立，以及民革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历程等。 

［知识责任］王德夫 编写 

［知识责任］楼 炤 编写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 

［第一责任人］程思运主编 

［出版者］延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国民党百年来的兴衰发展历程，并对国民党在中国近现代政治

生活中的作用及国共两党关系发展进程作了评述。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 

［知识责任］程思运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历史事件·人物·资料辑录 

［第一责任人］马齐彬等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国民党历史的资料书。全书分为历史事件、

名词、会议、人物、组织机构、战斗序列、大事年表等几大部分。记叙了国民党自创建至今

近百年的复杂曲折的道路。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 

［知识责任］马齐彬 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 

［第一责任人］王昆仑等著 

［出版者］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 

［出版日期］1982.1 

［知识责任］王昆仑 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副题名］1941—1949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4 

 

［正题名］中国民主同盟简史 

［副题名］1941-1949 

［第一责任人］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章，介绍了民盟自 1941～1949 年的历史。 

［主题词］党史/中国民主同盟/1941-1949 年 

  

 

［正题名］我与民盟 

［副题名］中国民主同盟成立 50 周年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主同盟文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中国民主同盟/史料 

  

 

［正题名］中国民主同盟五十年 

［副题名］1941—1991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正题名］民盟史话 

［副题名］1941—1949 

［第一责任人］赵锡骅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盟早期的历史，讴歌了民盟成员发扬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



敢于为民请命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和在斗争中前仆后继的光辉业绩。 

［主题词］党史/中国民主同盟/1941-1949 

［知识责任］赵锡骅 著 

  

 

［正题名］湖北民盟史资料选集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民盟湖北省委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民盟湖北省委 

  

 

［正题名］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研究 

［副题名］民主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曹健民等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 彦奇主编 

［知识责任］曹健民 编写 

  

 

［正题名］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正题名］中国民主建国会史话 

［第一责任人］孙晓村等著 

［译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8 

［知识责任］孙晓村 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辑录了民建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等。 

  

 

［正题名］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 



［副题名］1930—1990 

［第一责任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正题名］中国致公党 

［第一责任人］陈民编 

［出版者］文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有关致公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组织发展、演变过程的资料。 

［知识责任］陈民 编 

  

 

［正题名］九三学社 

［第一责任人］陈民，青莱藻编 

［出版者］文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九三学社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在解放战争期间，在蒋管区配合全国斗

争形势 展的各项政治活动。 

［知识责任］陈民 编 

［知识责任］青莱藻 编 

  

 

［正题名］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九三学社中央社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丛编题名］九三学社历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编（1946～1949），和下编（1950.3～1989.1）两部分，全面系统介绍

了九三学社一贯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同奋斗的历史

情况。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 

［第一责任人］徐素华编著 

［出版者］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0.4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 1930 年 5 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组织、领导

和活动。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 

［知识责任］徐素华 编著 

  



 

［正题名］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 

［第一责任人］周淑真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罗国杰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了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近 70 年的历史，评析了它在每一历史时

期的地位作用和是非功过。 

［主题词］党史/中国青年党 

［知识责任］周淑真 著 

  

 

［正题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大事记 

［副题名］1953—1993 

［第一责任人］全国工商联文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正题名］婚姻异离面面观 

［副题名］一百个离婚案的背后 

［第一责任人］程继隆著 

［出版者］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知识责任］程继隆 著 

  

 

［正题名］海峡两岸社会之比较 

［第一责任人］蔡文辉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蔡文辉 著 

  

 

［正题名］家族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顾素尔著 

［译者］黄石译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世界婚姻文化丛书 

［主题词］家族/制度/历史/世界 

［知识责任］顾素尔 著 

［知识责任］黄石 译 

  

 



［正题名］中国病态社会史论 

［第一责任人］陈锋，刘经华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历史上的宫廷病态，官僚病态，文化风俗病态，秘密结社，黑社会

等病态社会问题及其控制作了论述和分析。 

［主题词］社会问题/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锋 著 

［知识责任］刘经华 著 

  

 

［正题名］大樊笼.小樊笼 

［副题名］中国传统生活方式 

［第一责任人］王玉波著 

［出版者］中国新闻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丛编题名］中国病丛书 王兆军，吴国光主编 

［知识责任］王玉波 著 

  

 

［正题名］中国流氓史 

［第一责任人］陈宝良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江湖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研究民国以前流氓群体及其活动的历史专著。 

［主题词］流氓/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宝良 著 

  

 

［正题名］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庄英章，潘英海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5.6[1996.6] 

［知识责任］庄英章 编 

［知识责任］潘英海 编 

  

 

［正题名］中国婚姻小史 

［第一责任人］孙晓编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孙晓 编著 



  

 

［正题名］中国婚姻的历史与现状 

［第一责任人］樊静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中国婚姻的历史演变及婚姻现状的专著。辟有民国时期、解放区、

建国至今婚姻情况、当前婚姻观念的专章。 

［主题词］婚姻/问题/中国 

［知识责任］樊静 著 

  

 

［正题名］中国婚姻性爱史稿 

［第一责任人］戴伟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断代分章形式,将婚、爱、性结合起来讨论,并在每章章末附上同时期世

界各国婚爱史料。 

［主题词］婚姻/发展史/中国 

［主题词］婚姻制度/中国 

［知识责任］戴伟 著 

  

 

［正题名］中国婚姻与婚姻管理史 

［第一责任人］孟昭华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按我国历史朝代发展体例，上自原始社会，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详细考证了历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婚姻管理办法，兼有中国婚姻史和婚姻管理史的

双重内容。 

［主题词］婚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孟昭华 编著 

  

 

［正题名］中国家庭的起源与演变 

［第一责任人］王玉波著 

［出版者］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中国家庭文库 宋大雷主编 

［主题词］家庭/演变/中国 

［知识责任］王玉波 著 

  

 



［正题名］宋明家族制度史论 

［第一责任人］徐扬杰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5.11 

［主题词］家族/制度/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主题词］家族/制度/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徐扬杰 著 

  

 

［正题名］北京市行政区划简册 

［副题名］1994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民政局编 

［出版者］同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主题词］政区/北京/1994/手册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在台湾 40 年纪事 

［第一责任人］李松林等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大事记/1949-1989 

［知识责任］李松林 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行政概况 

［副题名］70 年版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 

［出版者］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 

［出版日期］1982.3 

 

［正题名］80 年代的台湾政治 

［副题名］外国人的观点 

［第一责任人］（美）科白等著 

［译者］刘寿琦等译 

［出版者］洞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知识责任］科白 著 

［次知识责任］刘寿琦 译 

  

 

［正题名］台湾新领导集团 

［第一责任人］芮力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台湾选举爆发的一场政治台风,以及“总统”、“副总统”、“行政院

长”上台前后的政见、活动、经历,以及在权力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 

［主题词］政治/概况/台湾 

［知识责任］芮力 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现行司法制度 

［第一责任人］廖與人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中华民国七十一年一月[1982.1] 

［知识责任］廖與人 著 

  

 

［正题名］1990: 台湾“总统”选举内幕 

［第一责任人］岳生，黎翔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总统/选举/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岳生 著 

［知识责任］黎翔 著 

  

 

［正题名］民主不是梦 

［第一责任人］南方朔著 

［出版者］新新闻周刊杂志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丛编题名］新新闻丛书 3 

［知识责任］南方朔 著 

  

 

［正题名］众志成城 

［第一责任人］中央日报编 

［出版者］中央日报出版部 

［出版日期］1984.8 

 

［正题名］台湾的“努尔哈赤” 

［副题名］民主进步党 

［第一责任人］王仁华著 

［出版者］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9.4 

［丛编题名］台湾前途探讨系列 1 

［知识责任］王仁华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政治体系的分析 

［第一责任人］彭怀恩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3.1 

［丛编题名］文化丛书 18 

［知识责任］彭怀恩 著 

  

 

［正题名］李登辉与台湾未来 

［第一责任人］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风云论坛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风云论坛 

  

 

［正题名］一苇集 

［第一责任人］杭之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1.2 

［丛编题名］海外学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批判了台湾现代化过程中暴露的许多问题，并对其作分析和反思。 

［主题词］现代化/问题/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杭之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恒明撰 

［出版者］台湾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5.6 

［知识责任］陈恒明 撰 

  

 

［正题名］农复会与台湾经验 

［副题名］1949—1979 

［第一责任人］黄俊杰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大雅丛刊 

［知识责任］黄俊杰 著 

  

 

［正题名］台湾关系法 

［副题名］过去与未来十年 



［第一责任人］金秀明，胡祖庆编译 

［出版者］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1 

［知识责任］金秀明 编译 

［知识责任］胡祖庆 编译 

  

 

［正题名］台湾政坛风云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选取了 近十多年来台湾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包括血溅高雄、民主进步党

的成立、政坛 新动态剪影等 9 章。 

［主题词］政治/概况/台湾 

［知识责任］陈红民 著 

  

 

［正题名］台湾统治机构概览 

［第一责任人］陈章千，何天华编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概述台湾统治机构组织系统，及其基本机构之间的关系，介绍了中国国民

党组织现状及与台湾统治机构有密切关系的其它机构组织等情况。 

［主题词］国家行政机关/简介/台湾 

［知识责任］陈章千 编著 

［知识责任］何天华 编著 

  

 

［正题名］台湾政党和部分社会政治团体介绍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统战部三局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政党/简介/台湾 

［主题词］政治组织/简介/台湾 

  

 

［正题名］台湾独立运动三十年 

［副题名］张灿〓选集 

［第一责任人］张灿〓著 

［译者］黄嘉光等编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知识责任］张灿〓 著 

  



 

［正题名］历史怪胎 

［副题名］台独 

［第一责任人］全国台联研究室编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收集了大量史料,透视了“台独”的来龙去脉，分析和批判了“台独”这一历

史现象和它的荒谬论调。 

［主题词］“台湾独立运动”/史料 

  

 

［正题名］台湾集会游行十年记事 

［第一责任人］徐桂峰著 

［出版者］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 

［出版日期］1989.3 

［知识责任］徐桂峰 著 

  

 

［正题名］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文星著 

［出版者］教育部大学联合出版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2.7 

［知识责任］吴文星 著 

  

 

［正题名］从二.二八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 

［第一责任人］林书扬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3.2.25 

［丛编题名］历史与现场 23 

［知识责任］林书扬 著 

  

 

［正题名］改革宪政 

［第一责任人］萧全政主编 

［出版者］财团法张荣发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 80.10[1991.10] 

［丛编题名］民间国建会特辑 1 

［附注内容］赠阅 

［知识责任］萧全政 主编 

  

 

［正题名］社会运动与政治转化 

［第一责任人］张茂桂著 



［出版者］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 

［出版者］国家政策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 79.3[1980.3] 

［丛编题名］智库丛书 7 

［附注内容］赠阅 

［知识责任］张茂桂 著 

  

 

［正题名］台湾一九九二 

［第一责任人］姜殿铭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收入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形势的分析与研究，

台湾对大陆有关政策规定等。 

［主题词］政治/概况/台湾 

［主题词］台湾问题/方针政策/中国 

［知识责任］姜殿铭 主编 

  

 

［正题名］台湾人眼中的台湾时弊 

［第一责任人］长舜主编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台湾或海外人士撰写的论文、报导等 106 篇，内容涉及台湾的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并附台情简介。 

［主题词］政治/概况/台湾 

［知识责任］长舜 主编 

  

 

［正题名］台湾民族主义 

［第一责任人］施正锋编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4.4[1995.4] 

［丛编题名］教授谈论专刊 

［知识责任］施正锋 编 

  

 

［正题名］台湾一九九四 

［第一责任人］姜殿铭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政治/概况/台湾 

［知识责任］姜殿铭 主编 

  



 

［正题名］台湾何处去 

［第一责任人］王建民等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丛编题名］天下风云书系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王建民 编著 

  

 

［正题名］海峡两岸交流必读 

［第一责任人］谭松球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台湾各方面的情况，汇编了对台湾的政策、法规,还介绍了海峡两

岸关于探亲、旅游、贸易投资的办法和规定。 

［主题词］台湾问题/方针政策/中国 

［知识责任］谭松球 编著 

  

 

［正题名］香港政制与法制 

［第一责任人］李昌道等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香港政制发展的主要脉络和线索，提示英国政府治港的政治手腕，

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香港法制的主要问题，还反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各主要问题的

争议、咨询、定稿的历史过程等。 

［主题词］特别行政区/法律/香港 

［主题词］政治制度/香港 

［主题词］法制/香港 

［知识责任］李昌道 著 

  

 

［正题名］别了，港督 

［第一责任人］巴图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丛编题名］香港纪实丛书 

［主题词］总督/生平事迹/香港 

［知识责任］巴图 著 

  

 

［正题名］香港洪帮 

［第一责任人］巴图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丛编题名］香港纪实丛书 

［主题词］帮会/香港 

［知识责任］巴图 著 

  

 

［正题名］1949 飘摇港岛 

［第一责任人］周淑真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丛编题名］香港纪实丛书 

［主题词］政治事件/香港/1949 

［知识责任］周淑真 著 

  

 

［正题名］中共对西藏社会制度的变革 

［第一责任人］蒋武雄著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知识责任］蒋武雄 著 

  

 

［正题名］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 

［第一责任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西藏问题 

  

 

［正题名］国父全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订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3 

 

［正题名］国父全集补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订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6 

 

［正题名］朱执信集 

［第一责任人］朱执信著 

［译者］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9.1 

［附注内容］朱执信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著名理论家和活动家，是孙中山先生的得

力助手之一。本书选录他的重要论著一百几十篇，是一部较完备的朱执信著作集。 

［主题词］政论/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朱执信 著 

  

 

［正题名］中华革命党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玮琦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9 

［知识责任］王玮琦 著 

  

 

［正题名］莅桂中外名人演讲集 

［第一责任人］艾迪，江亢虎，梁漱溟等著 

［出版者］西南印书局 

［出版日期］1934 

［知识责任］艾迪 著 

［知识责任］汪亢虎 著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正题名］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集 

［第一责任人］刘振东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2 

［知识责任］刘振东 编 

  

 

［正题名］新中国建设方案 

［第一责任人］刘振东著 

［出版者］民主宪政杂志社 

［出版日期］1976.5 

［知识责任］刘振东 著 

  

 

［正题名］风雨中的宁静 

［第一责任人］蒋经国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4 

［知识责任］蒋经国 著 

  

 



［正题名］“不要说它” 

［副题名］但是我们要说 

［第一责任人］宋美龄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5 

［知识责任］宋美龄 著 

  

 

［正题名］学钝室论证选集 

［第一责任人］李璜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知识责任］李璜 著 

  

 

［正题名］民主政治与台湾前途 

［第一责任人］邱垂亮著 

［出版者］自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邱垂亮 著 

  

 

［正题名］爱国忧时文存 

［第一责任人］吴相湘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社 

［出版日期］1973.7 

［知识责任］吴相湘 著 

  

 

［正题名］政海秘闻 

［第一责任人］江上清著 

［出版者］致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2 

［知识责任］江上清 著 

  

 

［正题名］学说与讲演 

［第一责任人］北平各界庆祝总理诞辰大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41 

［丛编题名］宣传丛书 4 

  

 

［正题名］蒋帮统治下的台湾 



［第一责任人］辛文西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5 

［附注内容］本书从多方面反映了今日台湾的社会概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台湾的反动

统治。作者还通过实例介绍了台湾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解放和祖国统一的斗争。 

［主题词］政治/概况/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辛文西 编 

  

 

［正题名］台湾党外领袖人物 

［第一责任人］李达编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知识责任］李达 编著 

  

 

［正题名］台湾党外运动 

［第一责任人］李达编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知识责任］李达 编著 

  

 

［正题名］台湾权力核心 

［书目卷册］第 1、2 集 

［第一责任人］李达编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5 

［知识责任］李达 编著 

  

 

［正题名］台湾地方派系 

［第一责任人］李达编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知识责任］李达 编著 

  

 

［正题名］台湾青治系统 

［第一责任人］李达编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知识责任］李达 编著 

  



 

［正题名］解 政治连环结 

［第一责任人］陶百川等著 

［出版者］自立晚报社 

［出版日期］1985.12 

［知识责任］陶百川 著 

  

 

［正题名］政治爝活光 

［第一责任人］陶百川著 

［出版者］自立晚报社 

［出版日期］1983.12 

［丛编题名］自立丛书 

［知识责任］陶百川 著 

  

 

［正题名］信心危机 

［副题名］1985 台湾政治批判 

［第一责任人］胡佛等编 

［出版者］敦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丛编题名］当代批判文存 1 

［知识责任］胡佛 编 

  

 

［正题名］台湾上谁的家 

［副题名］1985 台湾现实批判 

［第一责任人］柏杨编 

［出版者］敦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丛编题名］当代批判文存 5 

［知识责任］柏杨 编 

  

 

［正题名］台湾的未来 

［副题名］深入台湾专访革新派 

［第一责任人］户张东夫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知识责任］户张东夫 著 

  

 

［正题名］蒋经国的改革 

［第一责任人］户张东夫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知识责任］户张东夫 著 

  

 

［正题名］竹联帮兴衰始末 

［第一责任人］陈长风编著 

［出版者］薪火杂志社 

［出版日期］1987.6 

［丛编题名］薪火丛书 

［知识责任］陈长风 编著 

  

 

［正题名］竹联帮与台湾黑社会 

［第一责任人］陈长风著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知识责任］陈长风 著 

  

 

［正题名］国民党与党外中央后援会选举竞争之研究 

［副题名］民国 72 年台湾地区增额区域立法委员选举之分析与探讨 

［第一责任人］盛杏湲著 

［出版者］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6.11.20 

［丛编题名］桂冠政治学丛书 

［知识责任］盛杏湲 著 

  

 

［正题名］台湾黑帮内幕 

［第一责任人］邝碧华编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7.6 

［知识责任］邝碧华 编著 

  

 

［正题名］“孙立人兵变”与台湾 

［第一责任人］陈瑞霞编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7.7 

［知识责任］陈瑞霞 编著 

  

 

［正题名］孙立人冤案平反 



［副题名］孙立人将军成功与失败 

［第一责任人］孙立人，江南等著 

［出版者］新梅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知识责任］孙立人 著 

［知识责任］江南 著 

  

 

［正题名］孙立人事件翻案始末 

［第一责任人］《孙立人事件翻案始末》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海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丛编题名］风云丛书 123 

  

 

［正题名］愤怒的台湾 

［第一责任人］庄嘉农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7.7 

［丛编题名］新观点丛书 6 

［知识责任］庄嘉农 著 

  

 

［正题名］台湾的黑狱 

［副题名］谈景美军法看守所 

［第一责任人］谢聪敏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丛编题名］自由时代系列丛书 

［知识责任］谢聪敏 著 

  

 

［正题名］顽将风云榜 

［第一责任人］邹律著 

［出版者］大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知识责任］邹律 著 

  

 

［正题名］国民党领导阶层分析 

［第一责任人］于尚白著 

［出版者］台湾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知识责任］于尚白 著 



  

 

［正题名］国民党台籍政客实录 

［第一责任人］于尚白著 

［出版者］台湾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知识责任］于尚白 著 

  

 

［正题名］台湾政治变迁 40 年 

［第一责任人］彭怀恩著 

［出版者］自立晚报社 

［出版日期］1987.10 

［知识责任］彭怀恩 著 

  

 

［正题名］台湾议会政治 40 年 

［第一责任人］郑牧心著 

［出版者］自立晚报社 

［出版日期］1987.10 

［知识责任］郑牧心 著 

  

 

［正题名］台湾民主运动 40 年 

［第一责任人］李筱峰著 

［出版者］自立晚报社 

［出版日期］1987.10 

［知识责任］李筱峰 著 

  

 

［正题名］审判国民党 

［副题名］美丽岛事件真象 

［第一责任人］赖士羽编 

［出版者］台湾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知识责任］赖士羽 编 

  

 

［正题名］夜壶 

［副题名］台湾黑社会真相 

［第一责任人］池宗宪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知识责任］池宗宪 著 



  

 

［正题名］200 万国民党逃难者回老家去吧 

［第一责任人］张辉编 

［出版者］郑南榕 

［出版日期］1988 

［丛编题名］自由时代系列丛书 

［知识责任］张辉 编 

  

 

［正题名］郑南榕这个人 

［第一责任人］自由时代系列丛书编辑部编 

［出版者］自由时代系列丛书编辑部 

［出版日期］1988 

［丛编题名］自由时代系列丛书 

  

 

［正题名］国民党顽将逐个讲 

［第一责任人］自由时代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丛编题名］自由时代系列丛书 

  

 

［正题名］国民党无望论 

［副题名］诊断危机时刻的国民党 

［第一责任人］南民编著 

［出版者］台湾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知识责任］南民 编著 

  

 

［正题名］,民主台湾与中国 

［副题名］政治批判 

［第一责任人］邱垂亮著 

［出版者］敦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邱垂亮 著 

  

 

［正题名］台湾见闻录 

［第一责任人］《台湾见闻录》编辑小组选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 20 位近年由台湾回北京定居的台胞撰写的回忆文章，从不同侧面

反映了近四十年来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和现状。 

［主题词］政治/概况/台湾 

  

 

［正题名］中华民国内 名人录 

［第一责任人］彭怀真等著 

［出版者］洞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知识责任］彭怀真 著 

  

 

［正题名］美国统治下的台湾 

［第一责任人］陈映真著 

［出版者］人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知识责任］陈映真 著 

  

 

［正题名］台湾黑道秘闻 

［第一责任人］全能出版社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全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正题名］蒋经国的生前与身后 

［第一责任人］台湾民主什志社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台湾民主什志社 

［出版日期］1988 

 

［正题名］1987 台湾年度译论 

［第一责任人］圆神年度译论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圆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正题名］台湾社会面面观 

［第一责任人］邰宝林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知识责任］邰宝林 著 

  

 

［正题名］湖北省谘议局与省议会 

［副题名］1909—1926 

［第一责任人］苏云峰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8 

［知识责任］苏云峰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监察制度 

［第一责任人］常泽民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10 

［知识责任］常泽民 著 

  

 

［正题名］江苏省政府三十五年度工作计划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缪斌言论集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30 

 

［正题名］黑纲录 

［第一责任人］陈少校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7 

［知识责任］陈少校 著 

  

 

［正题名］越南华侨史话 

［第一责任人］张文和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5 

［丛编题名］亚洲史丛书 

［知识责任］张文和 著 

  

 

［正题名］国父建党革命八十周年纪念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八十年大事年表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卅周年纪念特刊 

［第一责任人］叶扶霄总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44 

［知识责任］叶扶霄 总编 

  

 

［正题名］香港黑社会活动真相 

［第一责任人］章盛著 

［出版者］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0.1 

［知识责任］章盛 著 

  

 

［正题名］红枪会 

［副题名］1916—1949 

［第一责任人］戴玄之著 

［出版者］食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3 

［知识责任］戴玄之 著 

  

 

［正题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图说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副题名］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 

［第一责任人］王亚南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入手，结合自秦汉至民国的历史、政治、儒家思

想各方面，找出官僚政治产生的经常、特征及其体制；从对中国和欧洲官僚制度的对比研究

中，揭示出官僚政治的发展、转化、异变的一般规律。 

［主题词］官僚主义/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亚南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史 

［第一责任人］周谷城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周谷城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张金鑑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1986.10 

［知识责任］张金鑑 著 

  

 

［正题名］通志 

［第一责任人］（宋）郑樵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7.1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郑樵 撰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邵德门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邵德门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 

［第一责任人］李进修著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知识责任］李进修 著 

  

 

［正题名］中国政制史 

［第一责任人］杨鸿年，欧阳鑫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鸿年 著 

［知识责任］欧阳鑫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史论简编 

［第一责任人］曾小华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附注内容］本书从纵的方面描绘了皇帝制度、宰相制度、政府制度、监察制度、法律制度、

军事制度和官僚制度的相互关系。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曾小华 著 

  

 

［正题名］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 

［第一责任人］奇秀著 

［出版者］中国人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战国至辛亥革命二千多年间的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系的演变过

程,并注重分析和揭示其规律。 

［主题词］国家行政机关/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奇秀 著 

  

 

［正题名］中国监察史 

［书目卷册］第 1 部 

［第一责任人］邵伯岐等著 

［出版者］中国审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重大的监察案例和吏治情况，阐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状况对于监察

的影响，以及监察对于推动、维护或迟滞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诸多作用；考察了历代监察制

度的得失利弊；以及在当世的地位、作用和对吏治的影响。 

［主题词］监察/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邵伯岐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研究 

［第一责任人］丁旭光著 

［出版者］广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包括：19 世纪末地方自治设想的提出和初步尝试，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形成

与传播，清廷颁旨举办地方自治，孙中山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践等 8 章。 

［主题词］地方政府/自治/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丁旭光 著 

  

 

［正题名］中国国家机构史 

［第一责任人］唐进，郑川水主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中国古代、近代至现代数千年国家结构的建立、发展、演变过程及

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具有的特点和发挥的作用。 

［主题词］国家机构/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唐进 主编 

［知识责任］郑川水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警察制度 

［第一责任人］韩延龙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了近代警察制度的 创，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央警察机关的演变及

其职权，地方警政、警察教育、警察法规的制定和颁行以及警察服制等,并附有彩色服式照

片。 

［主题词］警察/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韩延龙 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储考山等编 

［出版者］三联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探索中国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等。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储考山 编 

  

 

［正题名］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程幸超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主题词］地方政府/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程幸超 著 

  

 

［正题名］中国考试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谢青，汤德用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考试制度/教育史/中国 

［知识责任］谢青 主编 

［知识责任］汤德用 主编 

  



 

［正题名］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治安主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主题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治安 主编 

  

 

［正题名］谁主沉浮 

［副题名］旧中国 50 年政治风云 

［第一责任人］李济琛，陈志英著 

［出版者］改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4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济琛 著 

［知识责任］陈志英 著 

  

 

［正题名］养吉斋丛录 

［第一责任人］（清）吴振棫著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附注内容］ 本书简明地记述了清朝同治以前政府、 宫廷的典章制度和清室的宫殿园苑。 

［主题词］典章制度/中国 

［知识责任］吴振棫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政治史 

［第一责任人］萨孟武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1982.8 

［知识责任］萨孟武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 

［第一责任人］王汉昌，林代昭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5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讲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专题史，共分十章，对于我国古代各个历

史时期的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包括国家的历史类型（国体）、组织形式（政体）、结构形式

（中央和地方机构设置及其相互关系的形式）等方面作了简要系统的叙述，书后附有历代官

职表。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汉昌 著 

［知识责任］林代昭 著 

  

 

［正题名］中国专制君王政制之评议 

［第一责任人］张君励著 

［出版者］弘文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2 

［知识责任］张君励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张晋藩，王超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论述了从夏代 始至辛亥革命四千年间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

组织形式及管理制度，着重论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揭示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阶级本

质及其发展演变规律。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晋藩 著 

［知识责任］王超 著 

  

 

［正题名］历代官制、兵职、科举制表释 

［第一责任人］臧云浦等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主题词］政治制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臧云浦 著 

  

 

［正题名］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刘泽华等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丛编题名］历史反思丛书 

［主题词］封建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泽华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罗辉映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从先秦到清朝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的简况。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罗辉映 主编 

  

 

［正题名］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吴永章著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主题词］土司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吴永章 著 

  

 

［正题名］清代满汉政治势力之消长 

［第一责任人］胡健国撰 

［出版者］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7.6 

［知识责任］胡健国 撰 

  

 

［正题名］中国绅士 

［副题名］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仲礼著 

［译者］李荣昌译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丛编题名］学者书库 史丛 

［附注内容］本书从构成和特征的考察、人数分析、科举生涯、传记的数量分析四个方面研

究 19 世纪中国绅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主题词］绅士/研究/中国/１９世纪 

［知识责任］张仲礼 著 

［次知识责任］李荣昌 译 

  

 

［正题名］两汉行政史手册 

［第一责任人］黄绶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两汉时代行政史方面的资料性著作,包括官职、军事、教育、司法、

交通、人口等各类典章制度的资料。 

［主题词］行政/历史/两汉时代 

［知识责任］黄绶 著 

  

 



［正题名］唐六典 

［第一责任人］（唐）李林甫等撰 

［译者］陈仲夫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共三十卷，记唐代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名称、员品、职掌，注以《周官》

以来的官制沿革。 

［主题词］官制/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李林甫 撰 

［次知识责任］陈仲夫 点校 

  

 

［正题名］中国古代等级社会 

［第一责任人］葛承雍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从衣食住行、婚丧家族、财产法律等方面，对等级社会结构作了论析。 

［主题词］封建等级制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葛承雍 著 

  

 

［正题名］朋党政治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子彦，陈生民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剖析产生朋党的社会根源,研究朋党与封建皇权、官僚、宦官、宗法、经

济等制度的关系及其与社会阶级矛盾，揭示朋党具有强大凝聚力和顽强的再生力的历史真

相。 

［主题词］政治派别/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朱子彦 著 

［知识责任］陈生民 著 

  

 

［正题名］两晋南朝政治史稿 

［第一责任人］陈长琦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两晋南朝政治的基本特征－世族政治，剖析了两晋南朝国家的政权

结构，揭示了两晋南朝权力中心双重结构所产生的原因及国家政权组织演化的规律和特点。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陈长琦 著 

  

 

［正题名］中国民族政策史鉴 



［第一责任人］徐杰舜，韦日科主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丛编题名］史鉴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历代王朝民族政策史料，论述了各个王朝制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及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 

［主题词］民族政策/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徐杰舜 主编 

［知识责任］韦日科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政史话 

［第一责任人］章俗，谷超编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中国古代民政诸领域史料百余题,以史话形式加以综合评述。 

［主题词］民政事务/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章俗 编著 

［知识责任］谷超 编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余华青主编 

［出版者］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廉政/制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余华青 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白钢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白钢 主编 

  

 

［正题名］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 

［第一责任人］经君健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丛书 第 3 批 蔡少卿主编 

［附注内容］从法制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等不同角度，对清代的贱民等进行了考察，分析了

清代的奴婢、堕民、丐户、渔户等的来源、身份特征、法律和社会地位以及法律身份解放的



过程。 

［主题词］封建等级制度/中国/清代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经君健 著 

  

 

［正题名］外戚与皇权 

［第一责任人］李禹阶，秦学颀著 

［出版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外戚在封建社会政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盛衰发展。 

［主题词］外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禹阶 编著 

［知识责任］秦学颀 编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制度 

［第一责任人］李孔怀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分绪言及 10 章: 概述我国原始民族组织和民主管理形态；叙述奴隶制社会和

封建社会我国的国家组织及其政治与行政制度。 

［主题词］政治制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孔怀 著 

  

 

［正题名］权力的黑光 

［副题名］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 

［第一责任人］王子今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泛政治主义特色、天道与天命、先祖迷信的政治效

应、圣贤的政治偶像意义、清官迷信的历史影响等 14 章。 

［主题词］封建制度/批判/中国 

［知识责任］王子今 著 

  

 

［正题名］清朝典制 

［第一责任人］郭松义等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丛编题名］清帝列传 附册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清朝皇帝制度、礼仪制度、国家机关制度、职官管理制度、学校与

科举以及财政、监察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 



［主题词］典章制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郭松义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 

［第一责任人］冯尔康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的模式、变迁及特点，我国断代结构及其演变史

以及社会身份专题研究等。 

［主题词］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冯尔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副题名］古代行政管理及官僚病剖析 

［第一责任人］李治安，杜家骥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将中国古代官僚行政管理分为中央、地方、官吏更新等若干部分，研究了

行政权力的运作方式、基本程序、内在机制和各级官僚如何管理政务与百姓等。 

［主题词］政治制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治安 著 

［知识责任］杜家骥 著 

  

 

［正题名］明清行政管理制度 

［第一责任人］毛佩琦，陈金陵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 

［主题词］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毛佩琦 著 

［知识责任］陈金陵 著 

  

 

［正题名］曾国藩幕府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东安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附注内容］包括：军政办事机构、粮饷筹办机构、幕僚与人才、幕府内外等 5 章及附录。 

［主题词］幕府/曾国藩/研究 

［知识责任］朱东安 著 

  

 



［正题名］绍兴“师爷” 

［第一责任人］郭建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1 

［主题词］官制/研究/绍兴地区 

［知识责任］郭建 著 

  

 

［正题名］宫廷政变 

［副题名］帝王发迹史 

［第一责任人］董书城编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宫廷/政变/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董书城 编著 

  

 

［正题名］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庄吉发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3.12[1994.12] 

［丛编题名］文史哲集成 333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乡土之链 

［副题名］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王日根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主题词］会馆/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王日根 著 

  

 

［正题名］唐才常集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唐才常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初期的著名活动家。本书选入他在 1890

年以后到 1900 年被杀害前所撰写的政治论文，也包括一些有政治主张的课艺、书简、诗联

等。全书所选文稿分为论文、书简、诗联三卷，每卷均按撰著或发表年月次序编排。 

  

 

［正题名］清代国家机关考略 



［第一责任人］张德泽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清代国家机关的构成、性质、沿革及职权等。全书共分三编：中央

机关；地方机关；清季国家机关之改革。 

［主题词］国家机构/考证/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德泽 编 

  

 

［正题名］辽金中央政治制度 

［第一责任人］杨树藩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3 

［丛编题名］岫庐文库 

［知识责任］杨树藩 著 

  

 

［正题名］清代中央政治制度 

［第一责任人］杨树藩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5 

［丛编题名］岫庐文库 

［知识责任］杨树藩 著 

  

 

［正题名］明代中央政治制度 

［第一责任人］杨树藩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5 

［丛编题名］岫庐文库 

［知识责任］杨树藩 著 

  

 

［正题名］元代中央政治制度 

［第一责任人］杨树藩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5 

［丛编题名］岫庐文库 

［知识责任］杨树藩 著 

  

 

［正题名］明代内 制度 

［第一责任人］杜乃济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6 

［知识责任］杜乃济 著 

  

 

［正题名］广东谘议局第一次临时会报告书 

［出版者］粤东编译公司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广东谘议局第二次常年会议报告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 

［第一责任人］李鹏年等编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主题词］国家机构/概论/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鹏年 编著 

  

 

［正题名］明代特务政治 

［第一责任人］丁易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明王朝利用宦官进行特务统治的历史。全书共八章，介绍了明朝的特

务机关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司礼监的权势和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方

面的严密控制及他们的内部斗争，阐明了明王朝的灭亡与特务统治的关系和人民反抗特务统

治的斗争。 

［主题词］特务/政治制度/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丁易 著 

  

 

［正题名］清代奏摺制度 

［第一责任人］庄吉发著 

［译者］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9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中国警察制度简论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主题词］警察/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正题名］中德宰相之比较 

［第一责任人］马起华著 

［译者］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应社 

［出版日期］1982.2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丛书 

［知识责任］马起华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公司 

［出版日期］1986.5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隋唐政治制度 

［第一责任人］沈任远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10 

［知识责任］沈任远 著 

  

 

［正题名］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 

［第一责任人］李鹏年等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主题词］中央政府/概论/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鹏年 著 

  

 

［正题名］明代内 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王其榘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9.1 

［丛编题名］中华历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明代内 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主题词］内 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王其榘 著 

  



 

［正题名］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张晋藩，郭成康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晋藩 著 

［知识责任］郭成康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林代昭等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附注内容］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地阐述了我国近代各种政治制度的发生发展和

演变规律。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林代昭 著 

  

 

［正题名］我国边政机构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乃森撰 

［出版者］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民族与华侨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5.6 

［知识责任］王乃森 撰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演变与发展 

［第一责任人］石柏林，彭小平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政体的建立和发展。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石柏林 著 

［知识责任］彭小平 著 

  

 

［正题名］明清政治制度述论 

［第一责任人］梁希哲，孟昭信编著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二章。主要章目有: 明代建储制度与皇位继承、明代皇权与内 制度、

振兴满族的八度制度、康、雍、乾时期对八旗制度的维护与改革等。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梁希哲 编著 

［知识责任］孟昭信 编著 

  

 

［正题名］元代分封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治安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元代分封制度问题研究的论著，包括: 投下、爱马与蒙元分封制、五

户丝食邑分封、元朝时期的宗王出镇、诸王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等 8 章。 

［主题词］分封制/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李治安 著 

  

 

［正题名］明代国家机构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天有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上起皇帝，下至地方基层权力网络，逐一阐释，论述了各级机构的设

置、职能、特点和运转等对其组织原则,职、权、责、利的划分与运用，主要典章制度的线

索与脉络，进行了论证与介绍。 

［主题词］国家机构/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王天有 著 

  

 

［正题名］中国监察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邱永明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古代先秦到明清时期封建监察制度的萌发、创建、发展、成熟、

强化、严密的历史进程。 

［主题词］监察/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邱永明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监察人物志 

［第一责任人］陈勇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西汉、东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共 104 个监察人

物的传记。 

［主题词］监察/历史人物/列传/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勇 著 

  



 

［正题名］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 

［第一责任人］赵云田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附注内容］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时限起自商周，止于清末，叙述我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萌芽、产生、发

展、完备的历史过程等。 

［主题词］边疆地区/民族自治机关/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赵云田 著 

  

 

［正题名］清代之回避制度 

［第一责任人］魏秀梅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1.5[1992.5]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66 

［附注内容］赠阅 

［知识责任］戴秀梅 著 

  

 

［正题名］清代三藩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风云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罗国杰主编 

［附注内容］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清代三藩活动轨迹的研究，探讨了清代封藩设镇的起源、作用、影

响及其发展的必然归宿。 

［主题词］三藩之乱/研究 

［知识责任］刘风云 著 

  

 

［正题名］清季总理衙门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福环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4.1[1995.1] 

［丛编题名］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 

［知识责任］吴福环 著 

  

 

［正题名］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谢俊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主题词］政治制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谢俊美 著 

  

 

［正题名］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关文发，颜广文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关文发 著 

［知识责任］颜广文 著 

  

 

［正题名］明代内 政治 

［第一责任人］谭天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库 

［主题词］内 制/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谭天星 著 

  

 

［正题名］清代科举 

［第一责任人］刘兆瑸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9.10 

［知识责任］刘兆瑸 著 

  

 

［正题名］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德昭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4.2 

［附注内容］本书以专题论文形式，分别对清代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民风士习的影响和清

代科举制度的沿革以及 后被废止的原因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论述。本书系据香港中文大

学出版社 1982 年版影印。 

［主题词］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德昭 著 

  

 

［正题名］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德昭著 



［出版者］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书以专题论文形式，分别对清代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民风士习的影响和清

代科举制度的沿革以及 后被废止的原因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论述。 

［主题词］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德昭 著 

  

 

［正题名］登科记考 

［第一责任人］（清）徐松撰 

［译者］赵守俨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4.8 

［主题词］科举制度/中国 

［主题词］状元/人名录/中国 

［知识责任］徐松 撰 

［次知识责任］赵守俨 点校 

  

 

［正题名］中国考试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考试院铨丛书指导委员会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3.11 

 

［正题名］中国考试监察制度之演变与五权宪政 

［第一责任人］张志韩著 

［出版者］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出版日期］1974.9 

［丛编题名］中华丛书 

［知识责任］张志韩 著 

  

 

［正题名］科场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钟毓龙著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主题词］科举考试/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钟毓龙 著 

  

 

［正题名］科举史话 

［第一责任人］王道成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者］1988.6 



［丛编题名］文史知识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内容包括科场佳话及

丑闻、“雁塔题名”、“金殿传胪”、“曲江盛会”、“琼林赐宴”，以及出题、答卷、阅卷、放榜

和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秀才名称的由来等。并附有答卷所用的各种文体示例。 

［主题词］科举制/中国 

［知识责任］王道成 著 

  

 

［正题名］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金诤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主题词］科举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金诤 著 

  

 

［正题名］清代科举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光亮撰 

［出版者］私立中国文化学院三民主义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4.8 

［知识责任］黄光亮 撰 

  

 

［正题名］明代科举制度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蔡顺周著 

［出版者］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6.6 

［知识责任］蔡顺周 著 

  

 

［正题名］状元史话 

［第一责任人］萧源锦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对状元的由来、演变、标准、人数、

录取、才学、人品、荣宠、婚姻以及文、武状元名录和女状元等问题作了研究。 

［主题词］状元/史料 

［主题词］科举制/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萧源锦 著 

  

 

［正题名］中国选士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刘虹著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中国教育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先秦选士制度到清代科举制度的终结的历史。 

［主题词］官制/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虹 著 

  

 

［正题名］清朝的状元 

［第一责任人］宋元强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明清史丛书 

［附注内容］搜集了清代 114 名廷试首冠之士的历史资料，述其成才后在德行、政事、学术

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表现和社会作用。同时还概述了清代学校科举制度及政治文化发展大

势。 

［主题词］科举制/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状元/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宋元强 著 

  

 

［正题名］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 

［第一责任人］仲光军主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主题词］科举考试/试卷/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仲光军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代廉政通观 

［第一责任人］杨洪柱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附注内容］本书取材于《二十五史》，设爱民、勤政、执法、廉洁、俭约、谦让、戒子 7

个篇目，共收 1475 个条目。 

［主题词］廉政/中国/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杨洪柱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事制度 

［第一责任人］李华民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8 

［知识责任］李华民 著 

  



 

［正题名］中国文官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杨树藩著 

［译者］国立编译馆主编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2.8 

［知识责任］杨树藩 著 

  

 

［正题名］中国吏治制度史概要 

［第一责任人］张金鑑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1981.4 

［知识责任］张金鑑 著 

  

 

［正题名］元代吏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许凡著 

［出版者］劳动人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知识责任］许凡 著 

  

 

［正题名］历代职官沿革史 

［第一责任人］陈茂同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知识责任］陈茂同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人事制度 

［第一责任人］林代昭主编 

［出版者］劳动人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附注内容］本书以丰富的资料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 1840～1949 年期间中国人事制度

进行科学的评述。 

［主题词］人事制度/中国/近代 

［主题词］人事制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林代昭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官吏制度浅论 

［第一责任人］李超纲等著 

［出版者］劳动人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超钢 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官吏制度沿革 

［第一责任人］阎平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城市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才、招聘、培训、用人、退休等为脉络，揭示了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

产生、发展、变化过程。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阎平 编著 

  

 

［正题名］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第一责任人］邓小南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丛编题名］宋史研究丛书 漆侠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侧重已进入仕途的宋代文官，特别是中下层常调文官的选任问题。论述了

宋代任官之制的主要特点、考课法在宋代的施行、全选中占特殊重要地位的荐举制度等。 

［主题词］文官制度/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邓小南 著 

  

 

［正题名］中国宦官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余华青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知识责任］余华青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文官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刘梅生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文官制度的历史发展，如文官机构设置、选任、考

试、奖惩、弹劾与审计等。 

［主题词］文官制度/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梅生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代选官制度 



［第一责任人］陈茂同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社 

［出版日期］1994.7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茂同 著 

  

 

［正题名］吏与中国传统社会 

［第一责任人］赵世瑜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研究系 1992～1994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之一。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赵世瑜 著 

  

 

［正题名］中国俸禄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黄惠贤，陈锋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eng 

［主题词］官制/分配(经济)/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黄惠贤 主编 

［知识责任］陈锋 主编 

  

 

［正题名］简明古代职官辞典 

［第一责任人］孙永都，孟昭星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5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词典 

［知识责任］孙永都 编 

［知识责任］孟昭星 编 

  

 

［正题名］中国历代职官辞典 

［第一责任人］（日）日中民族科学研究所编 

［译者］向以鲜，郑天刚译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词典 

［次知识责任］向以鲜 译 

［次知识责任］郑天刚 译 



  

 

［正题名］中国近代官制词典 

［第一责任人］邱远猷主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型专科词典，分别解说了晚清、太平天国、民国初年、北洋军 政府

时期，以及其他起义，起事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机构的官制名目。其它近代史词书所不备

或极少谈及的官制名目和演变问题，本书也作了必要回答。 

［主题词］官制/中国/近代/词典 

［知识责任］邱远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张政烺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知识责任］张政烺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代官制词典 

［第一责任人］徐连达主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上起传说时代，下迄清末包括职官、机构及其别称、省称、合称、俗

称等；亦兼及职官的选拔、任用、考核、俸禄等制度 12270 余条词目。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词典 

［知识责任］徐连达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代职官词典 

［第一责任人］沈起炜，徐光烈编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书有词条 3809 条。包括：帝王后妃、宰辅执政、尚书各部等 10 余类。 

［主题词］官制/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沈起炜 编著 

［知识责任］徐光烈 编著 

  

 

［正题名］清代职官年表 

［书目卷册］第 1—4 册 

［第一责任人］钱实甫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7 

［主题词］职官表/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钱实甫 编 

  

 

［正题名］清代之总督与巡抚 

［第一责任人］朱沛莲编著 

［出版者］文行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6 

［知识责任］朱沛莲 编著 

  

 

［正题名］明督抚年表 

［第一责任人］吴廷燮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6 

［丛编题名］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是研究明代官制的重要工具书，是研究明代督抚的较为完备的资料书。书

中搜集的资料较为丰富，把明代各地都督巡抚的置罢，某一官员的任免及其在任的活动，百

余年的史事，表列得十分清楚。 

［主题词］官制/中国/明代/年表 

［知识责任］吴廷燮 撰 

  

 

［正题名］中国古代官制 

［第一责任人］左言东编著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9 

［丛编题名］青年文史丛书 

［主题词］官制/基本知识/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左言东 编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官制简表 

［第一责任人］王文选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 

［知识责任］王文 选编 

  

 

［正题名］清代地方官制考 

［第一责任人］刘子扬编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地方/官制/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子扬 编著 

  

 

［正题名］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 

［第一责任人］臧云浦等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主题词］政治制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臧云浦 编 

  

 

［正题名］中国历代官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邓德龙编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附注内容］全书系统地阐明中国自夏至清（上册至唐）各个朝代的官制及历史沿革，以各

个机构、职官为中心,介绍了与官制有关的政治、经济、人事、教育、军事、司法、礼宾、

宫廷服务等典章制度和政策法规。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邓德龙 编著 

  

 

［正题名］清代地方学官制度 

［第一责任人］刘德美撰 

［出版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5.6 

［知识责任］刘德美 撰 

  

 

［正题名］中国古代官制讲座 

［第一责任人］杨志玖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2.3 

［丛编题名］文史知识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各朝代的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职官特点、职官机构、名称、职能权限,

产生消亡的原因,各断代之间的职官演变、过渡性的职官机构和职官的爵位、品佚、俸禄、

致仕等。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志玖 主编 

  

 

［正题名］北洋政府职官年表 



［第一责任人］钱实甫编著 

［译者］黄清根整理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主题词］北洋军 政府/官制/年表 

［知识责任］钱实甫 编著 

［次知识责任］黄清根 整理 

  

 

［正题名］中国官场学 

［第一责任人］（清）汪龙庄，（清）万枫江著 

［译者］祁晓玲译 

［出版者］今日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主题词］政治/谋略/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汪龙庄 著 

［知识责任］万枫江 著 

［次知识责任］祁晓玲 译 

  

 

［正题名］科场风云 

［第一责任人］李铁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知识责任］李铁 著 

  

 

［正题名］南朝梁会要 

［第一责任人］（清）朱铭盘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书是记载公元502年至557年间梁王朝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断代典制体史籍。 

［主题词］政治制度/中国/梁国(502-557) 

［主题词］典章制度/中国/梁国(502-557) 

［知识责任］朱铭盘 撰 

  

 

［正题名］明会典 

［副题名］万历朝重修本 

［第一责任人］（明）申时行等修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8.5 

［附注内容］本书以六部为纲，以事例为目，记载了明代 国至万历 13 年二百余年职官的

建置沿革与所掌职事。 



［主题词］典章制度/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申时行 修 

  

 

［正题名］中华民国 国七十年来的政治 

［第一责任人］雷飞龙主编 

［出版者］广文书局 

［出版日期］1981.9 

［知识责任］雷飞龙 主编 

  

 

［正题名］现代中国史事 

［第一责任人］张天任著 

［出版者］星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知识责任］张天任 著 

  

 

［正题名］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 

［第一责任人］符致兴编译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国民政府/史料 

［知识责任］符致兴 编译 

  

 

［正题名］1927—1937 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 

［第一责任人］（美）易劳逸著 

［译者］陈谦平等译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透视了 1927—1937 年，蒋介石在中国统治 初十年的历史，分析了国民

党统治的社会基础，指出蒋介石政权与中国古代王朝统治的联结之点，分析了国民革命失败

的内在原因。 

［知识责任］易劳逸 著 

［次知识责任］陈谦平 译 

  

 

［正题名］民国社会大观 

［第一责任人］忻平等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科学、交通等方面的基

本历史状况知识，揭示了各层面的社会生活。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忻平 主编 

  

 

［正题名］民国政坛潜流 

［副题名］夫人政治 

［第一责任人］李海生，完颜绍元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民国政坛夫人参政的史实，说明了人治给国家政治带来的弊病。 

［知识责任］李海生 著 

［知识责任］完颜绍元 著 

  

 

［正题名］反蒋运动 

［第一责任人］中国青年军人社编著 

［出版者］李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丛编题名］真相丛书 69 

［丛编题名］真相丛书 70 

  

 

［正题名］蒋介石与西北四马 

［第一责任人］高屹编著 

［出版者］警官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西北马”回族军 势力形成发展的历史及蒋介石与其相互关系的

史实。 

［知识责任］高屹 编著 

  

 

［正题名］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 

［第一责任人］吴振汉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1.12[1992.12]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知识责任］吴振汉 著 

  

 

［正题名］蒋介石国大现行记 

［第一责任人］司马既明著 

［出版者］李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2 

［丛编题名］真相丛书 47 



［丛编题名］真相丛书 48 

［知识责任］司马既明 著 

  

 

［正题名］大对抗 

［书目卷册］上局 

［丛书］落日 

［第一责任人］黄继树著 

［出版者］中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知识责任］黄继树 著 

  

 

［正题名］三角争斗 

［副题名］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恩怨情仇 

［第一责任人］乔希章著 

［出版者］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3.6 

［丛编题名］新新闻丛书系列 

［知识责任］乔希章 著 

  

 

［正题名］细说中统军统 

［第一责任人］徐恩曾等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1.6[1992.6] 

［丛编题名］传记文学丛刊 129 

［知识责任］徐恩曾 著 

  

 

［正题名］文化、权力与国家 

［副题名］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 

［第一责任人］（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著 

［译者］王福明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r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00 年至 1942 年的华北乡村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作者从大众文化的

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论证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深入社会地层”。 

［主题词］政权/农村/研究/华北地区/1900-1942 

［知识责任］杜赞奇 著 

［知识责任］Duara 著 

［次知识责任］王福明 译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正题名］幕僚政治 

［副题名］民国政坛潜流 

［第一责任人］李海生，完颜绍元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民国政坛上存在数十年的幕僚政治的崛起、政治机制、政治协调、

幕僚战及其政治弊端等。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海生 著 

［知识责任］完颜绍元 著 

  

 

［正题名］黄克强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罗家伦主编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3 

［知识责任］罗家伦 主编 

  

 

［正题名］黄克强先生上国父述革命计划书 

［第一责任人］杜元载主编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3.10 

［知识责任］杜元载 主编 

  

 

［正题名］黄克强先生书翰墨〓 

［第一责任人］罗家伦主编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3.10 

［知识责任］罗家伦 主编 

  

 

［正题名］黄兴集 



［第一责任人］黄兴著 

［译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黄兴的论文、演讲、函电、公牍、诗词、联语等近六百篇。书末附录

黄兴的译文、生平重要活动年表、逝世通告等。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黄兴 著 

  

 

［正题名］孙文大同主义 

［第一责任人］周宗仁著 

［出版者］枫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知识责任］周宗仁 著 

  

 

［正题名］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枫等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知识责任］刘枫 著 

  

 

［正题名］国父民权主义新论 

［第一责任人］侯统照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8.1 

［知识责任］侯统照 著 

  

 

［正题名］孙中山三民主义建国与政治发展理论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彭坚汶著 

［出版者］时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知识责任］彭坚汶 著 

  

 

［正题名］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编写组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军事思想/孙中山/思想评论 



  

 

［正题名］中山思想新诠 

［副题名］总论与民族主义 

［第一责任人］周世辅，周阳三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0.11 

［知识责任］周世辅 著 

［知识责任］周阳三 著 

  

 

［正题名］国父外交政策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朝枝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11 

［丛编题名］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硕士论文奖助出版丛书 第 7 辑 9 

［知识责任］王朝枝 著 

  

 

［正题名］中山先生“万能政府”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世锵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 

［丛编题名］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硕士论文奖助出版丛书 第 7 辑 7 

［知识责任］刘世锵 著 

  

 

［正题名］孙中山集外集 

［第一责任人］陈旭麓，郝盛潮主编 

［译者］王耿雄等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论著、演说、谈话、函札、文电、宣言、文告、规章等 10 类，各类

都有《孙中山全集》中未及揭载的重要文献。 

［知识责任］陈旭麓 主编 

［知识责任］郝盛潮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耿雄 编 

  

 

［正题名］国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构想 

［第一责任人］李微林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91.4 

［丛编题名］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硕士论文奖助出版丛书 第 9 辑 12 



［知识责任］李微林 著 

  

 

［正题名］国父对中国政治建设构想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方鹏程著 

［出版者］国立编译馆 

［出版日期］1988.12 

［丛编题名］三民主义学术理论丛书 

［知识责任］方鹏程 著 

  

 

［正题名］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研究 

［副题名］历史回顾与当代意义 

［第一责任人］李台京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丛编题名］文史哲集成 253 

［知识责任］李台京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先生的容共经纬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林初耀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2.4 

［知识责任］林初耀 著 

  

 

［正题名］国父全集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 

［出版日期］民国 78.11[1989.11]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正题名］民权与国族 

［副题名］孙中山文选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曹锦清编选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次知识责任］曹锦清 编选 

  



 

［正题名］孙中山经济改革论 

［第一责任人］姜旭朝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分析、评述了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书中

许多重要观点是作者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成果,颇有独到之处。 

［主题词］经济改革/孙中山/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姜旭朝 著 

  

 

［正题名］宋教仁集 

［第一责任人］宋教仁著 

［译者］陈旭麓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3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附注内容］宋教仁是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典型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本书根据《我

之历史》（即《宋渔父日记》）、《宋渔父》第一集、《民报》、《政府公报》、《长沙日报》等书

刊编辑而成的。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理论/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宋教仁 著 

［次知识责任］陈旭麓 主编 

  

 

［正题名］邓演达文集 

［第一责任人］邓演达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1 

［知识责任］邓演达 著 

  

 

［正题名］邹容文集 

［第一责任人］周永林编 

［出版者］重庆地方史资料组 

［出版日期］1982.8 

［丛编题名］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 

［知识责任］周永林 编 

  

 

［正题名］邹容文集 

［第一责任人］（清）邹容著 

［译者］周永林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丛编题名］重庆地方史丛书 

［知识责任］邹容 著 

［次知识责任］周永林 编 

  

 

［正题名］廖仲恺集 

［第一责任人］廖仲恺著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3.5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章、讲演、函电、诗词等廖仲恺的论著，增订本又征集到新的资料、

佚文等 60 余件，并纠正了初版时的错误，全部修订重排。 

［知识责任］廖仲恺 著 

  

 

［正题名］廖仲恺先生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83.6 

 

［正题名］双清文集 

［第一责任人］尚明轩，余炎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6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 

［次知识责任］尚明轩 编 

［次知识责任］余炎光 编 

  

 

［正题名］冯玉祥选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冯玉祥选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正题名］马叙伦政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 

［出版者］文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主题词］政论/中国/文集 

  

 



［正题名］蔡元培政治论著 

［第一责任人］蔡元培著 

［译者］高平叔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政论/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蔡元培 著 

［次知识责任］高平叔 编 

  

 

［正题名］陶成章集 

［第一责任人］陶成章著 

［译者］汤志钧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6.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知识责任］陶成章 著 

［次知识责任］汤志钧 编 

  

 

［正题名］中山思想体系 

［第一责任人］傅启学编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2 

［知识责任］傅启学 编著 

  

 

［正题名］胡汉民的政治思想 

［第一责任人］成台生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1.4 

［知识责任］成台生 著 

  

 

［正题名］朱执信先生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85.6 

 

［正题名］杨度与民初政治 

［副题名］1911—1916 

［第一责任人］黄中兴著 

［译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6.12 

［丛编题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 16 

［知识责任］黄中兴 著 

  

 

［正题名］革命民主政党全论 

［第一责任人］程全生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7.11 

［丛编题名］三民主义理论丛书 

［知识责任］程全生 著 

  

 

［正题名］国父孙先生与台湾 

［第一责任人］秦孝仪主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89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文史资料丛编 1 

［知识责任］秦孝仪 主编 

  

 

［正题名］戴季陶集 

［副题名］1909—1920 

［第一责任人］戴季陶著 

［译者］唐文权，桑兵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辛亥人物文集丛书 5 章 沅主编 

［主题词］政论/中国/民国/选集 

［知识责任］戴季陶 著 

［次知识责任］唐文权 编 

［次知识责任］桑兵 编 

  

 

［正题名］孙中山民生主义新探 

［第一责任人］韦杰廷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研究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论形成的和发

展的全过程。 

［主题词］民生主义/孙中山/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韦杰廷 著 

  

 



［正题名］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 

［第一责任人］邵德门主编 

［出版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孙中山政治学说的产生、形成、体系及其国家学说、政党和政党制

度论、现代化思想、社会政治意识建设思想等。 

［主题词］政治学/孙中山/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邵德门 主编 

  

 

［正题名］卢作孚集 

［第一责任人］卢作孚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丛编题名］辛亥人物文集丛书 7 章 沅主编 

［附注内容］本集收入卢作孚论著,起于民初，集中于 30、40 年代。 

［知识责任］卢作孚 著 

  

 

［正题名］邵飘萍选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邵飘萍著 

［译者］方汉奇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附注内容］全书分上下两册，包括新闻、通讯、评论、时事短评、专论、其他五部分。上

册收入新闻及通讯 200 余篇，其余收入下册。 

［主题词］新闻通讯/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邵飘萍 著 

［次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正题名］邵飘萍选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邵飘萍著 

［译者］方汉奇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邵飘萍自 1911—1926 年发表的文章 400 余篇,分为论说、短评、专

论、其他四个部分。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邵飘萍 著 

［次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正题名］刘揆一集 

［第一责任人］刘揆一著 

［译者］饶怀民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丛编题名］辛亥人物文集丛书 6 章 沅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刘揆一所著文集(1907～1946)，以及对作者的怀念性文章。 

［知识责任］刘揆一 著 

［次知识责任］饶怀民 编 

  

 

［正题名］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 

［第一责任人］贺渊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主题词］三民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贺渊 著 

  

 

［正题名］孙中山集外集补编 

［第一责任人］郝盛潮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 600 余件文献资料、20 余幅图片。 

［知识责任］郝盛潮 主编 

  

 

［正题名］孙中山与护法海军论集 

［第一责任人］汤锐祥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26 篇，人物小传 7 篇，其中有《中山革命诸役与海军》、《孙中

山改组护法航队的若干问题》、《略论孙中山与温树德的关系》等。 

［主题词］护法运动/海军舰队/文集 

［知识责任］汤锐祥 著 

  

 

［正题名］孙中山宋庆龄社会主义思想论 

［第一责任人］宋士堂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知识责任］宋士堂 著 



  

 

［正题名］孙中山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座谈会论文 

［副题名］1992 

［第一责任人］近代史所图书馆辑 

［出版者］近代史所图书馆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朱家骅先生言论集 

［第一责任人］王聿均，孙斌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7.5 

［知识责任］王聿均 编 

［知识责任］孙斌 编 

  

 

［正题名］台独理论批判 

［第一责任人］叶青著 

［出版者］帕米尔书店 

［出版日期］1980.8 

［知识责任］叶青 著 

  

 

［正题名］刘师复文集 

［第一责任人］帕米尔书店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帕米尔书店 

［出版日期］1980.3 

 

［正题名］为邦百年集 

［第一责任人］何应钦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7.4 

［知识责任］何应钦 著 

  

 

［正题名］国史与国事 

［第一责任人］邵玉铭著 

［出版者］时事文化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6.1 

［丛编题名］学术丛书 

［知识责任］邵玉铭 著 

  

 

［正题名］政治批评与知识份子 



［第一责任人］张忠栋著 

［出版者］自立晚报社 

［出版日期］1987.4 

［知识责任］张忠栋 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政制的前途 

［第一责任人］马森著 

［出版者］圆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知识责任］马森 著 

  

 

［正题名］台湾独立的理论与实际 

［第一责任人］史明著 

［出版者］南冠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知识责任］史明 著 

  

 

［正题名］台湾命运中团结 

［副题名］政治批判 

［第一责任人］杨矗编 

［出版者］敦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知识责任］杨矗 编 

  

 

［正题名］台湾意识论战选集 

［第一责任人］施敏辉编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知识责任］施敏辉 编 

  

 

［正题名］下大注赢小牌 

［第一责任人］彭文逸著 

［出版者］臻善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6.12 

［知识责任］彭文逸 著 

  

 

［正题名］雷铁厓集 

［第一责任人］雷铁厓著 



［译者］唐文权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辛亥人物文集丛书 章 沅主编 

［知识责任］雷铁厓 著 

［次知识责任］唐文权 编 

  

 

［正题名］李公朴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公朴著 

［译者］方仲伯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知识责任］李公朴 著 

［次知识责任］方仲伯 编 

  

 

［正题名］孙哲生先生文集 

［第一责任人］秦孝仪主编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0.10.20 

［知识责任］秦孝仪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政治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王金铻，陈瑞云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政治思想/中国/1919-1949 

［知识责任］王金铻 主编 

［知识责任］陈瑞云 主编 

  

 

［正题名］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 

［附注内容］本辑资料主要内容分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

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宣传活动及北洋政府的查禁，并附录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品等到资料。第二

部分为中国社会党的成立及其被解散和江亢虎重组中国社会党及其反共活动。这些档案资

料，反映了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和中国社会党的一些活动情况及北洋



政府的态度。 

［主题词］社会党/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研究/中国/民国 

  

 

［正题名］ 段祺瑞与民国初年的内  

［第一责任人］徐炳宪著 

［出版者］传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4.7 

［知识责任］徐炳宪 著 

  

 

［正题名］民权初步与现代议学 

［第一责任人］王冠青著 

［译者］国立编译馆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应社 

［出版日期］1984.9 

［知识责任］王冠青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省制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光中撰 

［出版者］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杨光中 撰 

  

 

［正题名］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袁继成等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袁继成 主编 

  

 

［正题名］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 

［第一责任人］王永祥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书对戊戌以来的各种政治制度在当时条件下的实际运行与产生的社会效果、

经验与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1898-1988 

［知识责任］王永祥 著 

  



 

［正题名］民国官府 

［第一责任人］陈济民等主编 

［出版者］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2.10 

［知识责任］陈济民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徐矛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演变规律及其真实面貌。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徐矛 著 

  

 

［正题名］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政治制度/民国政府/档案资料/汇编 

  

 

［正题名］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主题词］政治制度/国民政府/档案资料/汇编 

  

 

［正题名］“行政三联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琪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主题词］行政管理/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琪 著 

  

 

［正题名］三十年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向青等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主题词］政治/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向青 著 

  

 

［正题名］民国之国会 

［第一责任人］李守孔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7.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选辑 

［知识责任］李守孔 编 

  

 

［正题名］民初国会之渊源与演进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象贤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7 

［知识责任］胡象贤 著 

  

 

［正题名］台湾省参议会史研究 

［副题名］变迁时代里的一个过度型代议机构 1946—1951 

［第一责任人］郑梓著 

［出版者］华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知识责任］郑梓 著 

  

 

［正题名］本土精英与议会政治 

［副题名］台湾省议会史研究 1946—1951 

［第一责任人］郑梓著 

［出版者］华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知识责任］郑梓 著 

  

 

［正题名］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 

［第一责任人］李筱峰著 

［出版者］自立晚报 

［出版日期］1986.2 

［丛编题名］自立丛书 

［知识责任］李筱峰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国会的历史命运 

［第一责任人］胡维革，程舒伟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国情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国会的兴衰起落为主线，兼及宪法、政党、内 等事宜，旨在阐明近代

中国国会的历史命运及西方民主宪政在中国行不通的历史结论。 

［主题词］议会制/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胡维革 著 

［知识责任］程舒伟 著 

  

 

［正题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暨所属机构组织系统表 

［第一责任人］邹明德等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7 

［知识责任］邹明德 编 

  

 

［正题名］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 

［第一责任人］许师慎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1984.1 

［知识责任］许师慎 编辑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公职志 

［副题名］初稿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国史馆 编 

  

 

［正题名］中华民行宪政府职名录 

［副题名］自行宪至民国 67 年 5 月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征校处时政科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7.6[1988.6] 

 

［正题名］建国七十年之考铨制度 

［第一责任人］李光雄撰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1.11 

［知识责任］李光雄 撰 

  

 

［正题名］民国职官表 

［第一责任人］东方杂志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正题名］国民政府职官年表 

［副题名］1925—1949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张朋园，沈怀玉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7.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 6 

［知识责任］张朋园 编 

［知识责任］沈怀玉 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 

［第一责任人］郭卿友主编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知识责任］郭卿友 主编 

  

 

［正题名］民国职官年表 

［第一责任人］刘寿林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5 

［主题词］职官表/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刘寿林 编 

  

 

［正题名］北国锄奸 

［第一责任人］陈恭澍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1 

［知识责任］陈恭澍 著 

  

 

［正题名］北国锄奸 

［第一责任人］陈恭澍著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丛编题名］《英雄无名》丛书 

［知识责任］陈恭澍 著 

  

 

［正题名］河内汪案始末 

［第一责任人］陈恭澍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知识责任］陈恭澍 著 

  

 

［正题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 

［第一责任人］陈恭澍著 

［译者］传记文学杂志社编辑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丛编题名］英雄无名 第 3 部 

［知识责任］陈恭澍 著 

  

 

［正题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 

［第一责任人］陈恭澍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英雄无名 第 4 部 

［丛编题名］传记文学丛刊 

［知识责任］陈恭澍 著 

  

 

［正题名］平津地区缓靖勘乱 

［第一责任人］陈恭澍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丛编题名］英雄无名 第 5 部 

［知识责任］陈恭澍 著 

  

 

［正题名］军统内幕 

［第一责任人］沈醉著 

［出版者］文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沈醉曾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工作 18 年，解放后将亲



自经历及所见所闻全盘写出，揭露国民党特务残杀革命人士的累累罪行以及军统各种黑暗内

幕。 

［知识责任］沈醉 著 

  

 

［正题名］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 

［第一责任人］干国勋等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1 

［知识责任］干国勋 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 

［副题名］1901—1928 

［第一责任人］王家俭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10 

［丛编题名］岫庐文库 091 

［知识责任］王家俭 著 

  

 

［正题名］军统特务暗杀行动录 

［第一责任人］致远，佐恩编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知识责任］致远 编著 

［知识责任］佐恩 编著 

  

 

［正题名］中统内幕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正题名］镇暴机器? 

［副题名］向警察喊话 

［第一责任人］南民编著 

［出版者］台湾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知识责任］南民 编著 

  

 

［正题名］政治暗杀实录 

［第一责任人］郭旭等著 



［出版者］中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丛编题名］近代风云录 

［知识责任］郭旭 著 

  

 

［正题名］河内血案 

［副题名］行刺汪精卫始末 

［第一责任人］少石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知识责任］少石 编 

  

 

［正题名］CC 内幕 

［第一责任人］柴夫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国民党内主要派系 CC 的由来、核心组织状况,如何建立发展各种

反动组织，以及进行种种活动的手段等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史料 

［知识责任］柴夫 编 

  

 

［正题名］政治暗杀秘闻 

［第一责任人］罗翼群等著 

［译者］《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政治事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罗翼群 著 

  

 

［正题名］中统兴亡录 

［第一责任人］柴夫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中统局/史料 

［知识责任］柴夫 编著 

  

 

［正题名］一个军统上校的自述 

［第一责任人］关梦龄遗稿 

［译者］李占恒整理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知识责任］关梦龄 遗稿 

［次知识责任］李占恒 整理 

  

 

［正题名］特工秘闻 

［副题名］军统活动纪实 

［第一责任人］陈楚君，俞兴茂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军统局/史料 

［知识责任］陈楚君 编 

［知识责任］俞兴茂 编 

  

 

［正题名］二陈和 CC 

［第一责任人］范小方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丛书 张宪文，黄美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发迹经历和他们对 CC 中统特务机构的管理

及该机构的产生、发展、没落过程。 

［知识责任］范小方 著 

  

 

［正题名］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他 

［第一责任人］潘嘉钊等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本书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革命组织、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罪行事

实,并介绍了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的情况等。 

［主题词］特务组织/中国国民党/史料 

［知识责任］潘嘉钊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政党史 

［第一责任人］朱建华，宋春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主题词］政党/党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建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9 

 

［正题名］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 

［第一责任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正题名］民国以来中央对蒙藏的施政 

［第一责任人］郭寄峭著 

［译者］蒙藏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应社 

［出版日期］1984.9 

［丛编题名］蒙藏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附图 2 幅。 

［知识责任］郭寄峭 著 

  

 

［正题名］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 

［第一责任人］庄国土著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明中叶以前的海外贸易和早期华人出国，明代中、后期中国政

府对华侨的态度，清朝初期、中期、晚期对待华侨的政策，清朝海外领事馆的设立等。 

［主题词］华侨政策/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庄国土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之华侨与侨务 

［第一责任人］高信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高信 著 

  

 

［正题名］华侨参政权之研究 

［副题名］中华民国侨居国外国民对祖国政治参与实例之统计分析 

［第一责任人］杨建成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知识责任］杨建成 著 



  

 

［正题名］第三党讨论集 

［第一责任人］蓝玉光编 

［出版者］上海黄叶书局 

［出版日期］1928.10 

［知识责任］蓝玉光 编 

  

 

［正题名］蒋经国系史话 

［第一责任人］蔡省三，曹云霞合著 

［出版者］七十年代杂志社 

［出版日期］1979.8 

［知识责任］蔡省三 著 

［知识责任］曹云霞 著 

  

 

［正题名］中国青年党 

［第一责任人］李义彬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国民党左派批判国家主义派的资

料；第二部分是有关中国青年党的资料。书末还附录了青年党主要头目简介和青年党组织系

统表。 

［知识责任］李义彬 编 

  

 

［正题名］民国政党史料 

［第一责任人］孙子和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1.10 

［知识责任］孙子和 编 

  

 

［正题名］三十年见闻杂记 

［第一责任人］恽逸群著 

［出版者］金陵书画社 

［出版日期］1983.10 

［知识责任］恽逸群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文化 

［第一责任人］王更生著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应社 

［出版日期］1984.11 

［知识责任］王更生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 

［第一责任人］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84 

［丛编题名］民国史研究丛书 7 

  

 

［正题名］三民主义力行社史 

［第一责任人］邓元忠著 

［出版者］实践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知识责任］邓元忠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与中国丛书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4.11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七十六年中常会要文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应社 

［出版日期］1988.1 

 

［正题名］民国初年的政党 

［第一责任人］张玉法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5.5 

［知识责任］张玉法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的改造 

［副题名］1950—1952 

［副题名］兼论其对中华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第一责任人］许福明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6.10 

［知识责任］许福明 著 

  



 

［正题名］谁主浮沉 

［副题名］国民党 70 年权利结构变迁 

［书目卷册］第 1 集 

［第一责任人］李达编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知识责任］李达 编著 

  

 

［正题名］谁主浮沉 

［副题名］国民党 70 年权利结构变迁 

［书目卷册］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李达编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知识责任］李达 编著 

  

 

［正题名］谁主浮沉 

［副题名］国民党 70 年权利结构变迁 

［书目卷册］第 3 集 

［第一责任人］李达编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知识责任］李达 编著 

  

 

［正题名］中国青年党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正题名］中国民主社会党 

［第一责任人］方庆秋主编 

［译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丛编题名］民主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选收了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人物的重要讲话、言论、文稿及该党在其活

动中所形成的文件、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对该党的政策性文件等 103 件。 

［主题词］民主党派/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方庆秋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史 

［第一责任人］肖效钦主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书从中国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写到 1949 年国民党逃离大

陆。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 

［知识责任］肖效钦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简介 

［第一责任人］孙彩霞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知识责任］孙彩霞 编著 

  

 

［正题名］国民党在大陆和台湾 

［第一责任人］张兴定等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知识责任］张兴定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史 

［第一责任人］宋春生编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中国国民党自 1894 至 1949 年的历史，客观而公正地评价了它的功

过。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 

［知识责任］宋春生 编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党史 

［副题名］1894—1988 

［第一责任人］苗建寅主编 

［出版者］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知识责任］苗建寅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 



［第一责任人］宋春，于文藻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附注内容］本书是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较为全面的研究中国国民党退台后四十年历史的

专著。书中对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确立、台湾经济“起飞”的原因、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演变

等做了叙述和评价。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1949-1989 年 

［知识责任］宋春 主编 

［知识责任］于文藻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史纲 

［第一责任人］彦奇，张同新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中国国民党历史演变的规律。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 

［知识责任］彦奇 主编 

［知识责任］张同新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政党史 

［第一责任人］朱建华主编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政党/党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建华 主编 

  

 

［正题名］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英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涉及近代社团的有关理论问题,并对辛亥革命时期各类新式商人社

团的产生、特点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

构诸特点对商人社团的各种影响。 

［主题词］辛亥革命/商人行会/研究 

［知识责任］朱英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National Party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刘健清等主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 1894 年兴中会建立到 1988 年国民党的十三大，国民党 94 年发展、

变化的历史,包含了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历史及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状况。除记述该党史中

的人物、事件、会议等外,还将其置入中国社会现实中加以考察。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 

［知识责任］刘健清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史纲 

［第一责任人］马尚斌等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国民党的创建、改组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政

策和状况，并评价了其是非功过。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 

［知识责任］马尚斌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 

［第一责任人］林泉编辑 

［出版者］国民党党史会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料丛编 5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料丛编 6 

［知识责任］林泉 编辑 

  

 

［正题名］中国社团党派辞典 

［第一责任人］张光宇主编 

［译者］王红等撰写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选收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 年)上与社团党派有直接关系的词目 3143 条，

分为党派社团、会党名词、会议、事件等九类。 

［主题词］群众组织/中国/1840-1949/词典 

［主题词］政党/中国/1840-1949/词典 

［知识责任］张光宇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红 撰写 

  

 

［正题名］至公至诚的中国国民党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与评论 

［第一责任人］李云汉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1.9[1992.9] 

［丛编题名］中国国民党党史评论专刊 1 

［知识责任］李云汉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七至九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林养志编辑 

［出版者］国民党党史会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6[1991.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 7 

［知识责任］林养志 编辑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七至九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林养志编辑 

［出版者］国民党党史会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6[1991.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 8 

［知识责任］林养志 编辑 

  

 

［正题名］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 

［第一责任人］刘维 编辑 

［出版者］国民党党史会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 12 

［知识责任］刘维  编辑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副题名］组织工作 

［第一责任人］李云汉主编 

［译者］林养志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3.6.30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养志 编辑 

  

 

［正题名］北洋军 统治时期的党派 

［第一责任人］陈长河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丛编题名］民国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北洋军 统治时期包括宗社党、中华民国工党、民宪党等 34 个政

党的档案资料。 

［主题词］北洋军 /时期/政治派别/档案资料 

［知识责任］陈长河 编 

  

 

［正题名］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第一责任人］桑兵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5.4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第 2 辑 eng 

［主题词］社会团体/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桑兵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简史 

［副题名］1894—1949 

［第一责任人］李友仁，郭传玺主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知识责任］李友仁 主编 

［知识责任］郭传玺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劳工运动 

［副题名］以建党至清党为主要范围 

［第一责任人］尚世昌著 

［出版者］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2.6[1992.6] 

［知识责任］尚世昌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史述 

［第一责任人］李云汉著 

［出版者］国民党党史会 



［出版日期］民国 83.11[1994.11] 

［丛编题名］中国国民党建党一百周年丛书 

［知识责任］李云汉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图辑 

［第一责任人］李云汉主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6[1993.6]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正题名］民进党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李敖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4.5[1995.5]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国民党派系斗争史 

［第一责任人］郭绪印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叙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派、新政学系、

冯系、阎系、桂系、西南诸实力派等，既阐述事态发展、矛盾演进的过程，又分析其历史影

响。 

［主题词］党内斗争/中国国民党/研究 

［知识责任］郭绪印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高纯淑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3.1[1994.1] 

［丛编题名］中国国民党建党一百周年丛书 

［知识责任］高纯淑 编辑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史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李松林主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词典 

［知识责任］李松林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 

［第一责任人］李云汉著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出版日期］民国 83.11[1994.11] 

［丛编题名］中国过民党建党一百周年丛书 

［知识责任］李云汉 著 

  

 

［正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正题名］股匪总录 

［第一责任人］苏凤文撰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3 辑 1 

［知识责任］苏凤文 撰 

  

 

［正题名］江湖海底 

［第一责任人］群英社编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3 辑 2 

  

 

［正题名］三庵全集 

［第一责任人］刘伯年编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3 辑 3 

［知识责任］刘伯年 编 

  

 

［正题名］大洪山金不换 

［第一责任人］李印编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3 辑 4 

［知识责任］李印 编 

  

 

［正题名］汉留全集 

［第一责任人］刘师亮著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3 辑 5 

［知识责任］刘师亮 著 

  

 

［正题名］捻乱汇录 

［第一责任人］薛福成等编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3 辑 6 

［知识责任］薛福成 编 

  

 

［正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正题名］安亲系统录 

［第一责任人］常圣照编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4 辑 1 

［知识责任］常圣照 编 

  

 

［正题名］临济三庵史 

［第一责任人］谢天民编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4 辑 2 

［知识责任］谢天民 编 

  

 

［正题名］红枪会奇侠传 

［第一责任人］绣虎生著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4 辑 3 

［知识责任］绣虎生 著 

  

 

［正题名］荡平发逆图记 

［第一责任人］杜文澜纂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4 辑 4 

［知识责任］杜文澜 纂 

  

 

［正题名］天地会锦囊传 

［第一责任人］洪顺堂编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4 辑 5 

［知识责任］洪顺堂 编 

  

 

［正题名］天地会文件 

［第一责任人］龚雨庭辑 

［译者］古亭书屋编辑 

［出版者］祥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丛编题名］《秘密社会丛刊》 第 4 辑 6 

［知识责任］龚雨庭 辑 

  

 

［正题名］清代天地会源流考 

［第一责任人］庄吉发著 

［译者］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国立故宫博物院 

［出版日期］1981.1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 

［第一责任人］魏建猷主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知识责任］魏建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刘联珂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知识责任］刘联珂 著 

  

 

［正题名］封建行会组织 

［第一责任人］全汉生著 

［出版者］食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丛编题名］食货史学丛刊 

［知识责任］全汉生 著 

  

 

［正题名］忠义千秋 

［副题名］近三百年来的清帮 

［第一责任人］吴继荣著 

［出版者］龙记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6.6 

［知识责任］吴继荣 著 

  

 

［正题名］会党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 

［主题词］会党/中国/研究 

  

 

［正题名］帮会势力珍闻 

［第一责任人］樊崧甫等编著 



［出版者］中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丛编题名］近代风之录 

［知识责任］樊崧甫 编著 

  

 

［正题名］青洪帮主 

［副题名］帮会势力珍闻 

［第一责任人］樊崧甫等著 

［出版者］洞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丛编题名］风云人物 7 

［附注内容］本书局已取得香港中原出版社的版权。 

［知识责任］樊崧甫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蔡少卿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7.10 

［主题词］社团/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蔡少卿 著 

  

 

［正题名］清洪帮龙虎榜 

［第一责任人］杨子崴著 

［出版者］金文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5.10 

［丛编题名］金文丛书 148 

［知识责任］杨子崴 著 

  

 

［正题名］福建秘密社会 

［第一责任人］连立昌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2 

［知识责任］连立昌 著 

  

 

［正题名］中国秘密社会内幕 

［第一责任人］王恒伟等编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丛编题名］晚清民国逸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国时期十九个有代表性的会道门组织。 

［主题词］犯罪集团/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王恒伟 编著 

  

 

［正题名］帮会奇观 

［第一责任人］中国文史出版社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2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有关帮会及黑社会组织方面的文史资料。 

［主题词］帮会/中国/史料 

  

 

［正题名］三教九流江湖秘密规矩 

［第一责任人］金老佛编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主题词］帮会/制度/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金老佛 编著 

  

 

［正题名］天地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荷）施列格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丛编题名］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51 

［附注内容］本书据商务印书馆 1940 年 8 月初版影印。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天地会的起源、发展、演变过程、组织系统、秘密用语,并与西方

的共济会进行了比较研究。 

［主题词］天地会/研究 

［知识责任］施列格 著 

  

 

［正题名］中国秘密社会史 

［第一责任人］（日）平山周编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主题词］帮会/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平山周 编著 

  

 

［正题名］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刘联珂编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主题词］帮会/历史/中国 

［主题词］天地会/历史 

［知识责任］刘联珂 编著 

  

 

［正题名］青红帮之黑幕 

［第一责任人］生可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主题词］帮会/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生可 编 

  

 

［正题名］洪门史 

［第一责任人］戴魏光编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主题词］天地会/历史 

［知识责任］戴魏光 编著 

  

 

［正题名］洪门志 

［第一责任人］朱琳编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知识责任］朱琳 编著 

  

 

［正题名］海底 

［第一责任人］李子峰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知识责任］李子峰 编 

  

 

［正题名］清门考源 



［第一责任人］陈国屏编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主题词］帮会/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国屏 编著 

  

 

［正题名］家理宝鉴 

［第一责任人］孙悦民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主题词］帮会/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孙悦民 编 

  

 

［正题名］袍哥与土匪 

［第一责任人］赵清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丛编题名］社会史丛书 

［知识责任］赵清 著 

  

 

［正题名］哥老会的起源及其发展 

［第一责任人］徐安琨著 

［出版者］台湾省立博物馆出版部 

［出版日期］1989.4 

［丛编题名］台湾省立博物馆人文科学丛书 

［知识责任］徐安琨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帮会内幕 

［第一责任人］《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正题名］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 

［第一责任人］戴玄之遗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0.12 

［知识责任］戴玄之 遗著 

  



 

［正题名］中国帮会史 

［第一责任人］周育民，邵雍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帮会/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周育民 著 

［知识责任］邵雍 著 

  

 

［正题名］中国秘密社会 

［第一责任人］沈寂等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帮会/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沈寂 著 

  

 

［正题名］袍哥探秘 

［第一责任人］王纯玉编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3.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四川哥老会的起源、组织概况、会规和习俗、哥老会与反洋教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的哥老会以及哥老会的结局等。 

［知识责任］王纯玉 编著 

  

 

［正题名］农民战争与会党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何正清著 

［出版者］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日期］1989.12 

［知识责任］吴雁南 著 

  

 

［正题名］民国帮会 

［副题名］秘闻与纪实 

［第一责任人］赵凯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丛编题名］民国风云秘录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民国时期形形色色的帮会和青红帮、一贯道、哥老会等的宗旨与活

动。 

［主题词］帮会/中国/民国/史料 

［次知识责任］赵凯 编 



  

 

［正题名］洪门.青帮.红帮 

［第一责任人］孟超，范丽珠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清史知识丛书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孟超 著 

［知识责任］范丽珠 著 

  

 

［正题名］神棍列传 

［第一责任人］闻湜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近代风云实录 

［主题词］帮会/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闻湜 主编 

  

 

［正题名］帮会势力珍闻 

［第一责任人］闻湜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近代风云实录 

［主题词］帮会/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闻湜 主编 

  

 

［正题名］华人帮派 

［第一责任人］陈国霖著 

［译者］叶长青等译 

［出版者］巨流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4.6[1995.6] 

［知识责任］陈国霖 著 

  

 

［正题名］洪帮秘史 

［第一责任人］郭绪印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帮会,洪帮/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郭绪印 编著 



  

 

［正题名］旧中国三教九流揭秘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范春三，袁东旭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范春三 编著 

［知识责任］袁东旭 编著 

  

 

［正题名］旧中国三教九流揭秘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范春三，袁东旭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范春三 编著 

［知识责任］袁东旭 编著 

  

 

［正题名］中国会党史论著综录 

［第一责任人］魏建猷主编 

［出版者］上海市历史学会 

［出版日期］1984.6 

［主题词］会党/历史/题录索引/中国 

［知识责任］魏建猷 主编 

  

 

［正题名］上海娼妓改造史话 

［第一责任人］杨法曾，贺宛男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8.3 

［知识责任］杨法曾 著 

［知识责任］贺宛男 著 

  

 

［正题名］大上海病态透视 

［第一责任人］周导，西贝编写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丛编题名］《法制时代》丛书 

［知识责任］周导 编写 



［知识责任］西贝 编写 

  

 

［正题名］民国黑社会 

［第一责任人］吴雨等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丛编题名］民国春秋丛书 

［知识责任］吴雨 著 

  

 

［正题名］旧上海娼妓秘史 

［第一责任人］孙国群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旧上海娼妓历史和种种罪恶内幕，并介绍了旧上海号称烟花魁首的

5 位名妓坎坷悲凉的一生。 

［主题词］娼妓/上海/史料 

［知识责任］孙国群 著 

  

 

［正题名］土匪 

［第一责任人］曹保明著 

［出版者］春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曹保明 著 

  

 

［正题名］黑幕大观 

［副题名］旧中国军、政、匪、伶、娼之怪状 

［第一责任人］骆宾生编 

［译者］齐 仁改写 

［出版者］春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附注内容］本书揭露了旧中国千奇百怪的腐败现象，嘲讽了政界、军界、学界、商界、报

界、家庭、党会、匪类、江湖、翻戏、优伶、娼妓、僧道、拆白党、慈善事业等怪现状，勾

画了落后而愚昧之徒的众生相。 

［主题词］社会问题/中国/民国/资料 

［知识责任］骆宾生 编 

［次知识责任］齐仁 改写 

  

 



［正题名］旧上海的烟赌娼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文史馆编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正题名］民国黑网·内幕·秘闻 

［第一责任人］徐峰，张雨生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徐峰 主编 

［知识责任］张雨生 主编 

  

 

［正题名］困惑中的抉择 

［副题名］中国家庭面临大危机 

［第一责任人］马晓才，蒉坚亮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11 

［附注内容］当代中国的家庭受到多方面的冲击,目前已面临危机。未婚同居、情人现象、

卖淫、独身、早恋等等，都严重威胁到家庭的和谐以至存在。作者通过大量的真实故事，反

映了当前中国出现的这些现象，并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尖锐的看法。 

［主题词］家庭/社会问题/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马晓才 著 

［知识责任］蒉坚亮 著 

  

 

［正题名］民国匪祸录 

［第一责任人］苏辽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丛编题名］民国春秋丛书 

［主题词］土匪/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苏辽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的土匪 

［第一责任人］（美）菲尔·比林斯利(Billingsley, P.)著 

［译者］王贤知等译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土匪/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比林斯利 著 

［知识责任］Billingsley 著 



［次知识责任］王贤知 译 

  

 

［正题名］民初直鲁豫盗匪之研究 

［副题名］1912—1928 

［第一责任人］吴慧芳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0.12 

［丛编题名］史学丛书 17 

［知识责任］吴慧芳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第一责任人］《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土匪/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国时期的土匪 

［第一责任人］蔡少卿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民国时期土匪活动猖獗的原因、规律及各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土匪

活动的特点等。 

［主题词］土匪/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蔡少卿 主编 

  

 

［正题名］人在江湖 

［第一责任人］闻湜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近代风云实录 

［主题词］社会问题/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闻湜 主编 

  

 

［正题名］江湖丛谈 

［第一责任人］连阔如著 

［译者］贾建国，连丽如整理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4 

［主题词］曲艺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杂技/中国/史料 

［主题词］武术/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连阔如 著 

［次知识责任］贾建国 整理 

［次知识责任］连丽如 整理 

  

 

［正题名］鸦片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朱庆葆等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鸦片贸易/中国/近代 

［主题词］禁烟运动/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庆葆 著 

  

 

［正题名］旧广东烟赌娼 

［第一责任人］刘付靖，王明坤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城市文库 岭南人系列 韩伯泉主编 

［主题词］社会问题/研究/广东/民国 

［知识责任］刘付靖 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 

［第一责任人］张正华等主编 

［译者］上海市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6 

［主题词］禁烟运动/中国/1838-1926/史料 

［知识责任］张正华 主编 

  

 

［正题名］英英英汉美国成语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何光谟总编辑 

［译者］邱苾玲编辑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知识责任］何光谟 总编辑 

［次知识责任］邱苾玲 编辑 

  

 

［正题名］英语时态和语态 



［第一责任人］陈安全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丛编题名］英语自学丛书 

［主题词］英语/动词/态(语法) 

［知识责任］陈安全 著 

  

 

［正题名］现代英语用法词典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张道真编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6 

［知识责任］张道真 编著 

  

 

［正题名］现代英语用法词典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张道真编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6 

［知识责任］张道真 编著 

  

 

［正题名］英华大词典 

［第一责任人］郑易里，曹成修编 

［译者］党凤德等修订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6 

［附注内容］本词典收入的词目，包括缩略语、复合词和派生词在内共十二万余条。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郑易里 编 

［知识责任］曹成修 编 

［次知识责任］党凤德 修订 

  

 

［正题名］现代俄汉双解词典 

［并列题名］Но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第一责任人］张建华等编 

［译者］《现代俄汉双解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词典是我国第一部中型俄汉双解词典，共收词 2 万条，其中包括近 10 年出



现的新词语 1.3 万多条。 

［主题词］俄语/双解词典 

［主题词］双解词典/俄、中 

［知识责任］张建华 编 

  

 

［正题名］俄语搭配词典 

［并列题名］Словарь сочетаемости слов Русского я

зыка 

［第一责任人］石云校，张新安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词条 2000 余个，涉及词汇 3 万左右。 

［主题词］俄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俄、中 

［知识责任］石云校 主编 

［知识责任］张新安 主编 

  

 

［正题名］搏斗 

［第一责任人］（法）努莉(Nourry, A.)，（法）鲁伏瓦(Louvois, M.)著 

［译者］朱邦造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材料。深入介绍了吉斯卡尔·德斯坦走向总统宝座的道路，以及他

的政治主张与其个人的风格和特点；还详细介绍了他与前总理布拉克从结织合作到破裂的全

过程，揭露了法国“多数派”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反映了法国统治集团近十多年来政治上

所经历的动荡、分化和改组。 

［主题词］政治/概说/美国 

［知识责任］努莉 著 

［知识责任］Nourry 著 

［知识责任］鲁伏瓦 著 

［知识责任］Louvois 著 

［次知识责任］朱邦造 译 

  

 

［正题名］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我们 

［第一责任人］（法）德拉富尼埃(De la fourniere, X.)著 

［译者］时波，贺诗云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7 

［附注内容］本书是前法国总统吉·德斯坦的至交格·德拉富尼埃根据他多年陪同德斯坦一

起活动或同他私下交谈，所作的笔记，经过整理写成。所涉及的是 1966 至 1975 年十年间的

事，包括德斯坦主管法国财政工作，就任总统的内外政策，以及德斯坦的性格和为人。这是



一本传记性的著作。 

［知识责任］德拉富尼埃 著 

［知识责任］De la fourniere 著 

［次知识责任］时波 译 

［次知识责任］贺诗云 译 

  

 

［正题名］法兰西民主 

［第一责任人］（法）德斯坦著 

［译者］新文，诗云合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9 

［知识责任］德斯坦 著 

［次知识责任］新文 译 

［次知识责任］诗云 译 

  

 

［正题名］法国政府机构 

［第一责任人］《法国政府机构》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中外文书籍和报刊中有关法国政府机构的材料编辑而成。内容包括：

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演变、共和国总统政府、议会、中央政府各部、地方政府、司法机

关政党法兰西共同体。书后附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全文，以及第五共和国历届政府主要

人员名单。 

［主题词］国家机构/法国/史料 

  

 

［正题名］秘密军谋杀戴高乐 

［第一责任人］（法）雅克·德拉儒(Delarue, J.)著 

［译者］晨光，袁明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7 

［主题词］政治/事件/法国/1956-1965 年 

［知识责任］德拉儒 著 

［知识责任］Delarue 著 

［次知识责任］晨光 译 

［次知识责任］袁明 译 

  

 

［正题名］法国资产阶级史 

［副题名］从发端到近代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法）雷吉娜·佩尔努著 



［译者］康新文等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知识责任］雷吉娜 著 

［次知识责任］康新文 译 

  

 

［正题名］法国资产阶级史 

［副题名］近代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法）雷吉娜·佩尔努著(Pernoud, R.)著 

［译者］康新义等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近代史/法国 

［主题词］法国大革命(1789-1794)/历史 

［知识责任］佩尔努 著 

［知识责任］Pernoud 著 

［次知识责任］康新义 译 

  

 

［正题名］独立共和党 

［副题名］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第一责任人］（法）科利亚尔(Colliard, J.-C.)著 

［译者］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8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以德斯坦的活动为中心的详细介绍法国独立共和党的书。共分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叙述独立共和党的渊源和发展历史、形成过程，它同戴高乐派之间既利用又斗

争的微妙关系，以及该党主席德斯坦的出身、经历和政治主张等；第二部分着重介绍该党议

会党团的情况；第三部分是关于该党的机构、理论、纲领、章程以及其他附件。本书没有触

及独立共和党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问题，但对于了解法国党派斗争有一定参考意

义。 

［知识责任］科利亚尔 著 

［知识责任］Colliard 著 

  

 

［正题名］今日法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法）博雷拉(Borella, F.)著 

［译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 

［出版者］上海从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法国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它们的由来和演变。

第二部分介绍体制内的政党，它们的历史、组织和纲领。第三部分介绍体制外的政党，包括



许多小党派和一些社会思潮。全书涉及的政党有十几个。本书对了解法国现有各政党的概貌

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分析法国各政党的，对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大

加吹捧。同时对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必须加以批判。 

［知识责任］博雷拉 著 

［知识责任］Borella 著 

  

 

［正题名］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 

［第一责任人］（法）阿耶歇(Ayache, G.)，（法）方托尼(Fantoni, M.)同著 

［译者］沈炼，周小月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4 

［附注内容］本书扼要介绍了法国社会党的成长、改组和发展，着重叙述了密特郎的共和制

度大会党 1971 年加入社会党，直到 1977 年社会党被公认为法国第一大党的这段历史。作者

还介绍了该党的领导人物的概况和政治主张， 并对社会党执政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作了展望。 

［知识责任］阿耶歇 著 

［知识责任］Ayache 著 

［知识责任］方托尼 著 

［知识责任］Fantoni 著 

［次知识责任］沈炼 译 

［次知识责任］周小月 译 

  

 

［正题名］法国政治制度变迁 

［副题名］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 

［第一责任人］洪波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丛编题名］西欧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介绍 1789 年大革命以来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形成、演变过程和

发展趋势，内容涉及宪法、议会制度、政府制度、选举制度和公民权利等诸方面。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法国 

［知识责任］洪波 著 

  

 

［正题名］西欧社会保障制度 

［第一责任人］李琮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知识责任］李琮 主编 

  

 

［正题名］谍海沉浮三十年 

［副题名］休·汉布尔顿的双重生涯 



［第一责任人］（加）希普斯著 

［译者］方叙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知识责任］希普斯 著 

［次知识责任］方叙 译 

  

 

［正题名］谁掌管美国 

［副题名］卡特年代 

［第一责任人］（美）戴伊(Dye, T.R.)著 

［译者］梅士，王殿宸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附注内容］本书是论述美国统治集团人物及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结构情况的专著。

通过大量的统计材料，说明今日美国的权力如何集中在大约五千名高级“权势人物”手中。

书中大量刊登当前美国各界著名人物以及卡特政府当权人士的简传。并对美国资本家在决定

国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和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东、西部财团的矛盾、肯尼迪被刺、

水门事件、卡特上台等亦有详细的剖析。 

［主题词］政治制度/美国 

［知识责任］戴伊 著 

［知识责任］Dye 著 

［次知识责任］梅士 译 

［次知识责任］王殿宸 译 

  

 

［正题名］自由问题的反思 

［第一责任人］荣 明，李步楼等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真善美丛书 

［主题词］自由/问题/研究 

［主题词］必然和自由/研究 

［知识责任］荣 明 著 

［知识责任］李步楼 著 

  

 

［正题名］美学的研究与进展 

［第一责任人］吕国欣，王德胜主编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哲学新探丛书 崔绪治主编 

［主题词］美学/研究 

［知识责任］吕国欣 主编 



［知识责任］王德胜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与进展 

［第一责任人］范竹增主编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哲学新探丛书 崔绪治主编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范竹增 主编 

  

 

［正题名］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与进展 

［第一责任人］陈海鸿主编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哲学新探丛书 崔绪治主编 

［主题词］科学哲学/研究 

［主题词］技术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陈海鸿 主编 

  

 

［正题名］伦理学的研究与进展 

［第一责任人］苏文品主编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哲学新探丛书 崔绪治主编 

［主题词］伦理学/研究 

［知识责任］苏文品 主编 

  

 

［正题名］西方哲学的研究与进展 

［第一责任人］陈海鸿主编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哲学新探丛书 崔绪治主编 

［主题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陈海鸿 主编 

  

 

［正题名］上海市哲学学会 1980 年年会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哲学学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0.12 



 

［正题名］上海市哲学学会 1981 年年会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哲学学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12 

 

［正题名］哲学文集 

［副题名］1983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哲学学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12 

 

［正题名］哲学争论 

［副题名］1977—1980 年初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争论》编辑组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0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 

  

 

［正题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1980 年年会论文选 

［丛书］哲学分册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2 

 

［正题名］学术论文选 

［副题名］1979—1982 

［丛书］哲学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3 

 

［正题名］云岭哲学文稿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4.10 

 

［正题名］走我自己的路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冯友兰学术精华录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 1 鲍霁主编 

［主题词］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哲学/文集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张申府学术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申府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5.6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申府 著 

  

 

［正题名］在思想战线上 

［副题名］1978—1991 

［第一责任人］邢贲思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邢贲思 著 

  

 

［正题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第一责任人］陈荣灼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企业 

［出版日期］1992.4 

［丛编题名］文化丛书 106 

［知识责任］陈荣灼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 11 卷 

［丛书］三松堂哲学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涂又光纂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主题词］哲学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涂又光 纂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 13 卷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沈有鼎文集 

［第一责任人］沈有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主题词］逻辑/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沈有鼎 著 

  

 

［正题名］冯友兰选集 

［第一责任人］涂又光编选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主题词］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涂又光 编选 

  

 

［正题名］阐旧邦以辅新命 

［副题名］冯友兰文选 

［第一责任人］谢遐龄编选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主题词］哲学/文集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谢遐龄 编选 

  

 

［正题名］哲学小辞典 

［丛书］外国哲学史部分 

［第一责任人］上海《哲学小辞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10 

［主题词］哲学/词典 

［主题词］哲学史/外国/词典 

  

 

［正题名］哲学名词解释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马全民等编写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选释了哲学上一些基本的名词和术语；下册介绍中国

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上一些主要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 

［主题词］哲学/词汇 

［知识责任］马全民 编写 

  

 

［正题名］简明哲学辞典 

［第一责任人］（苏）罗森塔尔，（苏）猶琴著 

［译者］孙冶方译 

［出版者］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1949.5 

［知识责任］罗森塔尔 著 

［知识责任］猶琴 著 

［次知识责任］孙冶方 译 

  

 

［正题名］哲学名词解释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杨宪邦，李志逵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8 

［知识责任］杨宪邦 主编 

［知识责任］李志逵 主编 



  

 

［正题名］苏联哲学百科全书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苏）康斯坦丁诺夫(Консгангинов, Ф.В.)主编 

［译者］上海译文出版社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苏联哲学百科全书》共有五卷。第一卷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黑格尔”、“文艺复兴”、“相对论”、“柏拉图学园”等九百余词目。 

［主题词］哲学/苏联/百科全书 

［知识责任］康斯坦丁诺夫 主编 

［知识责任］Консгангинов 主编 

  

 

［正题名］哲学小百科 

［第一责任人］邢贲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哲学/手册 

［知识责任］邢贲思 主编 

  

 

［正题名］新哲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英）安东尼·弗卢主编 

［译者］黄颂杰等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哲学/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弗卢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颂杰 译 

  

 

［正题名］哲学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冯契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辞典选收哲学方面的术语、学说、学派、人物、著作、会议等词目共 12420

条。 

［主题词］哲学/词典 

［知识责任］冯契 主编 

  

 

［正题名］哲学通信 



［丛书］辩证唯物主义部分 

［第一责任人］山东大学政治系《哲学通信》编写组编写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简介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简介》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为了适应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原

著的需要而编写的。全书分六章， 后为结束语。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哲学思想 

  

 

［正题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责任人］艾思奇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4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篇，共十六章。一、绪论；二、世界的物质性；三、物质和意识；

四、对立统一规律；五、质量互变规律；六、否定之否定规律；七、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八、认识和实践；九、真理；十、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十一、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十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十三、阶级和国家；十四、社会革命；十五、

社会意识及其形式；十六、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主题词］辩证唯物主义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 

［知识责任］艾思奇 主编 

  

 

［正题名］大众哲学 

［第一责任人］艾思奇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3 

［附注内容］本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正文五章：绪论；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

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几个范畴。书后有作者的《我

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一文。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知识 

［知识责任］艾思奇 著 

  

 

［正题名］哲学与生活 

［第一责任人］艾思奇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主题词］哲学理论 

［知识责任］艾思奇 著 

  

 

［正题名］艾思奇文集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艾思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艾思奇 著 

  

 

［正题名］艾思奇文集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艾思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8 

［附注内容］本卷共收集了艾思奇同志解放后撰写的论著 36 篇，并附有《艾思奇年谱》。 

［知识责任］艾思奇 著 

  

 

［正题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责任人］孙叔平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书除绪论外共分三篇：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

义。 

［主题词］辩证唯物主义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 

［知识责任］孙叔平 主编 

  

 

［正题名］科学哲学的兴起 

［第一责任人］（德）赖欣巴哈著 

［译者］伯尼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4 

［主题词］科学哲学 

［知识责任］赖欣巴哈 著 

［次知识责任］伯尼 译 

  

 



［正题名］文化哲学 

［第一责任人］朱谦之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5.12 

［知识责任］朱谦之 著 

  

 

［正题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责任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3 

［主题词］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育/自学参考资料 

  

 

［正题名］杨献珍文集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杨献珍著作整理组编辑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3 

 

［正题名］社会科学争鸣大系 

［丛书］哲学卷 

［第一责任人］冯契主编 

［译者］顾谋中副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争鸣大系 1949—1989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建国四十年来哲学学术讨论演进的回顾，介绍各个时期学术讨论中提

出的重要学术观点。 

［主题词］社会科学/丛书 

［主题词］哲学 

［知识责任］冯契 主编 

［次知识责任］顾谋中 副主编 

  

 

［正题名］原始思维 

［第一责任人］苗启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原始思维的内在构成、支配关系、逻辑基础、思维悖误等问题。 

［主题词］思维科学 

［知识责任］苗启明 著 

  

 



［正题名］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 

［副题名］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 

［第一责任人］朱红文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主题词］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 

［主题词］方法论/人文科学/研究 

［知识责任］朱红文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 

［第一责任人］中山大学哲学系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哲学工作者集体编写的第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中论述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了这一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其内在联

系，阐明了发展的规律性。全书除绪论外，共分十章。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史 

  

 

［正题名］保卫马克思主义 

［第一责任人］（德）梅林著 

［译者］吉洪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从理论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

义，反对了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倾向，以及资产阶级哲学。本书据俄文版译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知识责任］梅林 著 

［次知识责任］吉洪 译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2.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历史的论文和资料

共 25 篇。其中有著名哲学家冯定写的《神索探索者的道路， 辟未来》、孙伯鍨写的《关于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李由义写的《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评》等。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史/文集 

  

 

［正题名］走向历史的深处 



［副题名］马克思历史观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先达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陈先达 著 

  

 

［正题名］重点·难点·针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纲要》教学参考 

［第一责任人］中央党校哲学研究班《重点·难点·针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纲要〉教

学参考》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校/教学参考资料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黄楠森等主编 

［译者］庄福龄，孙伯鍨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知识责任］黄楠森 主编 

［次知识责任］庄福龄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伯鍨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黄楠森主编 

［译者］徐琳，高齐云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知识责任］黄楠森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琳 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齐云 主编 

  

 

［正题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王文英，林辉基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家/评传 



［知识责任］王文英 编 

［知识责任］林辉基 编 

  

 

［正题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王文英，林辉基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家/评传 

［知识责任］王文英 编 

［知识责任］林辉基 编 

  

 

［正题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孟庆仁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家/评传 

［知识责任］孟庆仁 编 

  

 

［正题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燕宏远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家/评传/世界 

［知识责任］燕宏远 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孙伯鍨主编 

［译者］刘林元等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史 

［知识责任］孙伯鍨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林元 主编 

  

 

［正题名］意识形态论 



［第一责任人］俞吾金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附注内容］作者的博士论文。 

［主题词］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知识责任］俞吾金 著 

  

 

［正题名］时代精神的精华 

［副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余源培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册包括：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

等原著或节选及其学习提示。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摘 

［知识责任］余源培 主编 

  

 

［正题名］时代精神的精华 

［副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余源培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册包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黑格尔〈逻

辑学〉一书摘要》等以及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知识责任］余源培 主编 

  

 

［正题名］时代精神的精华 

［副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余源培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知识责任］余源培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第一责任人］鲍宗豪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徐永祥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展示出它作为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

在指导人们的理论与实践、改变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鲍宗豪 著 

  

 

［正题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书目卷册］上卷 

［丛书］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 

［第一责任人］（匈）卢卡奇(Luka'cs, Georg)著 

［译者］（德）本泽勒(Benseler, Von Franke)编 

［译者］白锡昆等译校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丛编题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新实证主义与存在主义、尼古拉·哈特曼向真本体论的突进、黑格尔

的真假本体论、马克思的本体论的基本原理，共 4 章。 

［主题词］本体论 

［知识责任］卢卡奇 著 

［知识责任］Luka'cs 著 

［次知识责任］本泽勒 编 

［次知识责任］Benseler 编 

［次知识责任］白锡昆 译校 

  

 

［正题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书目卷册］下卷 

［丛书］若干 重要的综合问题 

［第一责任人］（匈）卢卡奇(Luka'cs, Georg)著 

［译者］（德）本泽勒(Benseler, Von Franke)编 

［译者］白锡昆等译校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附注内容］包括：劳动、再生产、观念的东西与意识形态、异化,共 4 章。 

［主题词］本体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知识责任］卢卡奇 著 

［知识责任］Luka'cs 著 



［次知识责任］本泽勒 编 

［次知识责任］Benseler 编 

［次知识责任］白锡昆 译校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新探 

［第一责任人］聂世明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研究 

［知识责任］聂世明 著 

  

 

［正题名］恩格斯与现时代 

［副题名］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 

［第一责任人］徐琳，唐源昌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论 

［知识责任］徐琳 主编 

［知识责任］唐源昌 主编 

  

 

［正题名］当代哲学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对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民主、自由、人权

问题,现代科技中的哲学问题，人学问题，民主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等 17 个专题，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和探讨。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世界/现代 

  

 

［正题名］谈谈一分为二 

［第一责任人］北京冷冻机厂工人理论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著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对立统一规律/研究 

  

 

［正题名］两论指导闯新路技术革新结硕果 

［第一责任人］上海第二焊接厂工人理论组等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4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上海第二焊接厂、上海第五钢铁厂第二车间等十七个单位工人理论

组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市工人阶级在 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中，运用毛主

席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大搞技术革新的情况。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应用/技术革新 

  

 

［正题名］实践出科学 

［第一责任人］上海交通大学宣教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10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三十篇文章，说的是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问题。它告诉我们：广大工

农群众的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 广阔、 丰富的源泉；工农群众是科学技术的真正主人；自

然科学工作者只有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才

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主题词］实践论/学习体会 

  

 

［正题名］哲学趣谈 

［第一责任人］王声多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知识责任］王声多 著 

  

 

［正题名］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何萍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认识论 

［知识责任］何萍 著 

  

 

［正题名］思维论 

［第一责任人］苏富忠著 

［出版者］中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知识责任］苏富忠 著 

  

 

［正题名］火的精神分析 

 

［正题名］烛之火 

［第一责任人］（法）斯东·巴什拉著 

［译者］杜小真，顾嘉琛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新知文库 52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Psychanalyse du feu.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火的精神分析》、《烛之火》两部分，阐述了作者的诗学理论及想象

理论。 

［主题词］哲学理论/法国/现代 

［主题词］诗歌/文学理论 

［知识责任］巴什拉 著 

［次知识责任］杜小真 译 

［次知识责任］顾嘉琛 译 

  

 

［正题名］价值体系的历史选择 

［第一责任人］李从军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论述价值体系的一般社会形态、哲学形态和历史形态等不同角度探讨价值体系。

考察它的历史沿革内涵及发展趋势,旨在说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是一

种历史的必然。 

［主题词］价值(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李从军 著 

  

 

［正题名］唯物辩证法大纲 

［第一责任人］李达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6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阐述了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当时国内外思想战线斗争的实际，对各种资产阶级

反动哲学观点和修正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的实际，从方法论述了学习和运用这些原理的重要意义。 

［主题词］辩证唯物主义 

［知识责任］李达 主编 

  

 

［正题名］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哲学教材编写组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8 

［附注内容］本册包括五章：绪论，物质和意识，认识和实践，对立统一规律，唯物辩证法

的其他规律和基本范畴。 

［主题词］辩证唯物主义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 

  

 

［正题名］辩证唯物主义讲座 

［第一责任人］裘麟等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 

［附注内容］全书共十一章，结合当前我国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事例，分别对哲学的基本问

题、客观规律、矛盾的对立统一、认识的辩证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原理作了简明

通俗的阐述。 

［主题词］辩证唯物主义/讲座 

［知识责任］裘麟 著 

  

 

［正题名］辩证唯物主义纲要 

［第一责任人］艾思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九章，主要内容介绍了学习哲学的重要性，哲学史的基本内容，马克

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此外，还阐述了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包括认识论），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及其普遍规律和范畴。本书原名《辩

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 

［主题词］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艾思奇 著 

  

 

［正题名］哲学漫谈 

［第一责任人］陈扬炯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哲学通俗读物。书中用通俗的文字介绍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知

识。内容注意了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采用一些 新科学成就的材料分析哲理，让读

者思考，启发读者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主题词］哲学/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陈扬炯 著 

  

 

［正题名］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 

［第一责任人］杨献珍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主题词］唯物辩证法 

［知识责任］杨献珍 著 

  



 

［正题名］什么是唯物主义 

［第一责任人］杨献珍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7 

［主题词］辩证唯物主义 

［知识责任］杨献珍 著 

  

 

［正题名］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战斗 

［副题名］三次大论战的一方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杨献珍等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1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哲学战线三次论战的一方的主要代表作。这些论战文章阐述了：一、

建国初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经济”的理论观点；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

的命题；三、“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 

［主题词］辩证唯物主义/文集 

［知识责任］杨献珍 著 

  

 

［正题名］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第一责任人］杨超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既包括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法的问题，即如何坚持实事求是这

个既唯物又辩证的根本原则的问题；又包括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一些理论问题；还包括认

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及辩证思维方法的问题；唯物辩证法的过程论问题等。 

［主题词］唯物辩证法/研究 

［知识责任］杨超 著 

  

 

［正题名］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第一责任人］肖前等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二章：绪论；世界的物质性；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唯物辩证法

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唯物辩证法诸

范畴；实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认识的辩证运动；真理；辩证思维的形式和方法。 

［主题词］辩证唯物主义 

［知识责任］肖前 主编 

  

 

［正题名］论哲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一责任人］段若非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主题词］唯物主义 

［主题词］唯心主义 

［知识责任］段若非 著 

  

 

［正题名］规律论 

［第一责任人］华岗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本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关于规律的学说作了系统、深刻而又易懂的阐述，

并对规律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特别是

从理论上对“右倾”错误作了无情的剖析。 

［主题词］规律/概论 

［知识责任］华岗 著 

  

 

［正题名］唯物辩证法论战 

［第一责任人］帕米尔书店编辑部编 

［出版者］帕米尔书店 

［出版日期］1980.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文化史料丛刊 

  

 

［正题名］中庸辩证法 

［第一责任人］陈慰中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主题词］辩证法/哲学史 

［知识责任］陈慰中 著 

  

 

［正题名］思辩之花 

［副题名］平措汪杰及其《辩证法新探》 

［第一责任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正题名］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概述 

［第一责任人］于洪卫主编 

［出版者］石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于洪卫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责任人］刘文英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7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发生和发展。全书共谈了七个问题：

人的时空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关于时间、空间的抽象；时间、空间是不是客观实在的；宇宙

在时间上有没有始终；宇宙在空间上有没有边际；时间、空间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时间、空

间的间断性与连续性。 

［主题词］时空观/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文英 著 

  

 

［正题名］意识论 

［第一责任人］程力群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主题词］意识论 

［知识责任］程力群 著 

  

 

［正题名］精神本质新论 

［第一责任人］维之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3.2 

［主题词］精神(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维之 著 

  

 

［正题名］人的价值初探 

［第一责任人］马润青，陈仲华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知识责任］马润青 著 

［知识责任］陈仲华 著 

  

 

［正题名］历代人定胜天资料简编 

［第一责任人］北京北郊木材厂工人理论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神话传说中改造自然的故事。第二部分是历代

劳动人民的人定胜天思想和实践。第三部分是进步思想家、科学家的人定胜天思想和历史上

就自然灾害问题进行斗争和论辩的有关资料。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史料/汇编 

  

 

［正题名］实践与科学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实践出科学》、《地球形状认识的发展》、《生命起源与实践》、《血液

循环的发现》、《控制论的生命力》等十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证了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主题词］实践/关系/真理的标准/文集 

  

 

［正题名］在哲学战线上 

［第一责任人］王若水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 

［主题词］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王若水 著 

  

 

［正题名］两极张力论 

［副题名］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第一责任人］张醒民著 

［出版者］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知识责任］张醒民 著 

  

 

［正题名］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 

［第一责任人］景天魁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博士论文；导师：邢贲思。 

［主题词］认识论 

［知识责任］景天魁 著 

  

 

［正题名］社会认识论导论 

［第一责任人］欧阳康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胡绳主编 

［主题词］社会学/认识论 

［知识责任］欧阳康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真善美 

［第一责任人］陈新汉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丛编题名］真善美丛书 冯翼主编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知识责任］陈新汉 著 

  

 

［正题名］主体性哲学与文化问题 

［第一责任人］谷方著 

［出版者］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主体性实践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谷方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 基本的原则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实践/关系/真理的标准/文集 

  

 

［正题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一责任人］解放日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资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出版局资料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从实际出发 

［第一责任人］许士杰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共产党 



［知识责任］许士杰 著 

  

 

［正题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第一责任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0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 13 篇文章，其中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谈谈“抽象肯

定，具体否定”的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等。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方法/文集 

  

 

［正题名］理论和实践问题广播讲座 

［副题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节目广播稿 

［第一责任人］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翻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 

［书目卷册］第 1 集 

［第一责任人］《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5 

［附注内容］本讨论集收编的是 1978 年全国报刊上发表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问题的一些报道和文章，有个别的是未公 发表的讲话材料。共分两集。各集的文章一般按

发表时间先后编排。未编入的部分报道和文章，编成索引附在第二集上。 

［主题词］实践/关系/真理的标准/文集 

  

 

［正题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 

［书目卷册］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0 

［附注内容］本集收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文章共 65 篇。书后附有一九七

八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部分文章和报告的索引。 

［主题词］实践/关系/真理的标准/文集 

  

 

［正题名］真理有没有阶级性问题讨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主题词］真理/阶级性/文集 



  

 

［正题名］走出现代迷信 

［第一责任人］陶铠，张义德等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真理的标准/文集 

［知识责任］陶铠 著 

［知识责任］张义德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 

［副题名］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列宁主义阶段之前 

［第一责任人］（苏）罗森塔尔(Розенталь, М.М.)主编 

［译者］汤侠声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到列宁主义阶段之前），

着重分析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论述了恩格斯的著作对发展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意

义，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现代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歪曲和伪造。 

［主题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史 

［知识责任］罗森塔尔 主编 

［知识责任］Розенталь 主编 

［次知识责任］汤侠声 译 

  

 

［正题名］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第一责任人］孔阶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5 

［附注内容］本书选写了唯物辩证法的九对基本范畴：质与量、肯定与否定、本质与现象、

原因与结果、内容与形式、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与自由、可能性与现实性、有限与无限。

书中阐述了这些范畴是怎样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以及它们相互联系和相

互转化的基本原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前，各派哲学家对这些范畴的不同论争；书

中还结合实际批判了“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主题词］辩证法基本范畴 

［知识责任］孔阶平 著 

  

 

［正题名］漫谈调查研究 

［第一责任人］金哲，陈燮君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社会科学/调查研究 



［知识责任］金哲 著 

［知识责任］陈燮君 著 

  

 

［正题名］“有的放矢”及其他 

［第一责任人］艾思奇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9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作者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后所写的作品 24 篇。这些文章，是延安整风

运动“这个伟大的思想革命的一小部分情形的反映”。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艾思奇 著 

  

 

［正题名］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 

［第一责任人］（苏）库兹明(Кузьмин, В.П.)著 

［译者］王炳文，贾泽林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阐述了马克思在制定关于社会功能的系统观点和系统概念的原则方面

所作的贡献。着重强调了三个方面：马克思对系统知识的特征的认识，马克思发现系统质是

一种新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揭示出社会系统结构的更替和继承导致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和丰

富的规律性。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性原则 

［主题词］方法论/系统性原则 

［知识责任］库兹明 著 

［知识责任］Кузьмин 著 

［次知识责任］王炳文 译 

［次知识责任］贾泽林 译 

  

 

［正题名］领导方法漫谈 

［第一责任人］张栋著 

［出版者］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丛编题名］通俗哲学丛书 15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介绍了领导方法的各方面内容。 

［主题词］领导学/基本知识 

［知识责任］张栋 著 

  

 

［正题名］历史辩证法论集 

［第一责任人］吴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0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作者一九六○年至一九七七年所写的有关历史辩证法的论文十九

篇。这些文章介绍和阐明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有针对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文集 

［知识责任］吴江 著 

  

 

［正题名］历史唯物主义纲要 

［第一责任人］孙叔平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1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 

［知识责任］孙叔平 著 

  

 

［正题名］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副题名］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责任人］（苏）巴加图利亚著 

［译者］陆忍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八部分，第一、二部分是阐述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对象，马克思主义的

史前史；第三至第七部分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的

过程；第八部分总结。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 

［知识责任］巴加图利亚 著 

［次知识责任］陆忍 译 

  

 

［正题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第一责任人］赵光武编写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章：概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基本矛盾；阶段、国家、社会

革命；社会意识及其形式；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赵光武 编写 

  

 

［正题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第一责任人］肖前等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九章：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国家·革命、社会意识、科学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

地位和作用、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社会有机体及其发展和进步。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 

［知识责任］肖前 主编 

  

 

［正题名］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副题名］论文选辑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论文三十八篇。其中有矛盾《矛盾是

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生产斗争比阶级斗争更根本》、《关于历史前进动力问题》等。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文集 

  

 

［正题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书目卷册］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北京钢铁学院社会科学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正题名］历史唯物主义新探 

［第一责任人］陈先达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陈先达 主编 

  

 

［正题名］历史唯物主义论丛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正题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备要 

［第一责任人］汪永祥编著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丛编题名］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汪永祥 编著 

  

 

［正题名］“危机”中的重建 

［副题名］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 

［第一责任人］杨耕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4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杨耕 著 

  

 

［正题名］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历史作用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理论组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部分讲述：一、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

学说；二、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的历史作用；三、捍卫无产阶级领袖的旗帜是两条路线斗争

的主要内容。 

［主题词］革命领袖/作用 

  

 

［正题名］论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作用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南省委写作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2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阐述了

深刻认识革命领袖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极端重要性。书中颂扬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粉碎

“四人帮”斗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指出华主席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考验的好领袖、好统

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 

［主题词］领袖 

  

 

［正题名］首脑论 

［第一责任人］严家其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丛编题名］新学科丛书 

［主题词］政府首脑/领导学 

［知识责任］严家其 著 

  

 

［正题名］群众和领袖 

［第一责任人］曹立安著 



［出版者］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丛编题名］通俗哲学读物 

［附注内容］本书联系近年来农村改革和生产及生活的变化，阐明关于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

的作用的原理。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曹立安 著 

  

 

［正题名］历史中的英雄 

［第一责任人］（美）悉尼·胡克著 

［译者］王清彬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8 

［丛编题名］西方学术译丛 

［主题词］英雄 

［知识责任］胡克 著 

［次知识责任］王清彬 译 

  

 

［正题名］毛泽东一代政治领袖 

［第一责任人］高健生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书对毛泽东等第一代政治领袖进行综合研究，分为中国第一代政治领袖形象，

中国第一代政治领袖的形成，中国第一代政治领袖的特征及中国第一代政治领袖的评价与影

响 4 部分。 

［主题词］革命领袖/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高健生 著 

  

 

［正题名］保卫唯物辩证法 

［第一责任人］徐崇温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主题词］唯物辩证法 

［知识责任］徐崇温 著 

  

 

［正题名］唯物史观批判 

［第一责任人］胡一贯译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5 



［知识责任］胡一贯 译 

  

 

［正题名］哲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王文俊编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王文俊 编著 

  

 

［正题名］哲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吴康，周世辅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8 

［知识责任］吴康 著 

［知识责任］周世辅 著 

  

 

［正题名］当代西方思潮评介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附注内容］本书对当代西方哲学、经济、政治、文学思潮中的若干重要流派和主要人物进

行了介绍，对各流派的基本思想作了分析评价。 

［主题词］思想评论/西方国家/现代 

  

 

［正题名］现代知识论 

［第一责任人］（美）托·E·希尔著 

［译者］刘大椿等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主题词］认识论/哲学学派/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希尔 著 

［次知识责任］刘大椿 译 

  

 

［正题名］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见德等著 

［出版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唯意志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等 8

章。 

［主题词］人本主义/西方国家/研究生/教材 



［知识责任］黄见德 著 

  

 

［正题名］人韵 

［副题名］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 

［第一责任人］黄克剑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6 

［丛编题名］哥伦布学术文库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黄克剑 著 

  

 

［正题名］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 

［第一责任人］张庆熊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知识责任］张庆熊 著 

  

 

［正题名］逻辑经验主义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洪谦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书是逻辑经验主义代表人物的文章选辑，所选文章除反映这个哲学流派的基

本观点外，着重反映它在近二十多年的发展。文章按问题性质分为五类，分上、下两卷。上

卷包括三类问题，即：哲学的语言分析，逻辑和语言；因果问题和概率性。 

［主题词］逻辑实证主义 

［知识责任］洪谦 主编 

  

 

［正题名］卢梭和马克思 

［第一责任人］（意）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著 

［译者］赵培杰译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Rousseau and Marx and other writings. 

［附注内容］据新泽西人类出版公司 1979 年英文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可划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政治论文,阐述自由、民主、平等、法和人道

主义等问题，探讨卢梭政治思想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关系和本质差异；另一部

分是哲学论文，阐述马克思的辨证法的实质和基本公式,论证其与黑格尔辨证法的根本区别。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德拉-沃尔佩 著 

［次知识责任］赵培杰 译 

  

 

［正题名］批判存在主义对辩证法的理解 

［副题名］让—保罗·萨特哲学观点分析 

［第一责任人］（苏）斯特烈尔措娃(Стрельцова, Г.Я.) 

［译者］车铭洲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主题词］存在主义/关系-辩证法/研究 

［知识责任］斯特烈尔措娃 著 

［知识责任］Стрельцова 著 

［次知识责任］车铭洲 译 

  

 

［正题名］新旧个人主义 

［副题名］杜威文选 

［第一责任人］杜威著 

［译者］孙有中，蓝克林，裴雯译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名人名著译丛 

［主题词］哲学理论-杜威,J. 

［知识责任］杜威 著 

［次知识责任］孙有中 译 

［次知识责任］蓝克林 译 

［次知识责任］裴雯 译 

  

 

［正题名］法兰克福学派述评 

［第一责任人］徐崇温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7 

［附注内容］法兰克福学派是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一个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本书

系统地介绍了这个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概况和思想渊源，剖析了它的主要观点及其影响。 

［主题词］法兰克福学派/评论 

［知识责任］徐崇温 著 

  

 

［正题名］“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一责任人］徐崇温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根据大量的原始材料，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始，分十二

章系统评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主要流派及其基本观点。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知识责任］徐崇温 著 

  

 

［正题名］结构主义 

［副题名］莫斯科—布拉格—巴黎 

［第一责任人］（比利时）布洛克曼著 

［译者］李幼蒸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9 

［附注内容］本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着重介绍了结构主义哲学产生的思想渊源，以及它与其

它各哲学流派、各人文学科及自然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译本据荷兰黑德尔公司 1974 年

英译本转译。 

［主题词］结构主义/哲学 

［知识责任］布洛克曼 著 

［次知识责任］李幼蒸 译 

  

 

［正题名］结构主义 

［第一责任人］（瑞士）皮亚杰著 

［译者］倪连生，王琳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11 

［主题词］结构主义(心理学) 

［知识责任］皮亚杰 著 

［次知识责任］倪连生 译 

［次知识责任］王琳 译 

  

 

［正题名］哲学中的革命 

［第一责任人］（英）艾耶尔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6.6 

［主题词］分析哲学 

［知识责任］艾耶尔 著 

  

 

［正题名］后哲学文化 

［第一责任人］（美）理查德·罗蒂著 

［译者］黄勇编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丛编题名］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3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哲学和后哲学文化，自然科学是否具有自然性，解构，实用主

义，戴维森和真理等 10 部分。 

［主题词］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美国 

［知识责任］罗蒂 著 

［次知识责任］黄勇 编译 

  

 

［正题名］外国哲学资料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7 

［附注内容］本辑主要内容：收译了关于“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两组历史

资料，一组译自 1890 年德国《柏林人民论坛报》，一组译自三、四十年代苏联报刊；译载了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 33 卷〈国家与革命〉前言》一文，这个前言歪曲、篡改了马克

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收译了苏修两篇哲学文章《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达到社会单一性

的途径》、《哲学史和历史哲学》；介绍了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存在主义”，美国当前的实用主

义和现代美国哲学的动向和诸问题等。 

［主题词］哲学/世界/现代/资料汇编 

  

 

［正题名］外国哲学资料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10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文章十二篇，前六篇是苏联近十年社会科学研究状况的材料。后六篇

文章有四篇介绍修正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对辩证法的歪曲，表明两者合流的趋势。此外，

还有资料和简讯。 

［主题词］哲学/外国/资料 

  

 

［正题名］外国哲学资料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2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文章和资料十三篇。《欧根·杜林》、《〈马赫自传〉遗稿评介》二文为

传记材料。《圣西门学说释义》选择了该书中有关分配问题的部分章节。此外，还收有法国

存在主义的代表萨特尔的生平活动及晚年政治倾向的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等等。 

  



 

［正题名］外国哲学资料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4 

 

［正题名］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2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关于“异化”的概念—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黑格尔的时代》、《康

德关于认识对象的学说》、《关于费尔巴哈的认识论》等十篇研究论文。中心是关于德国古典

哲学的研究。 

［主题词］哲学史/外国/文集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 

  

 

［正题名］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研究室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十一篇以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文章。 

  

 

［正题名］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九篇有关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的文章。 

［主题词］哲学史/外国/丛刊 

  

 

［正题名］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新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4 

 

［正题名］外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外国哲学》编委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十九篇论文，其中有为纪念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发表二百周

年、黑格尔逝世一百五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论文四篇。为配合纪念活动，还编了康德、黑

格尔著作的资料等等。 

  

 

［正题名］“道”与“言” 

［副题名］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 

［第一责任人］刘小枫主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基督教史/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小枫 主编 

  

 

［正题名］哲学史论丛 

［第一责任人］《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7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战线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中外哲学史的综合论文集，收入二十余篇论文。中国哲学史方面，

收有关于《黄帝内经》的天人关系学说、老子时代通考、《淮南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以

及朱熹、宋应星和康有为等人的哲学思想的论文等。外国哲学史方面，收有亚时士多德传和

关于黑格尔的思想发展的文章。 

［主题词］哲学史/世界/文集 

  

 

［正题名］世界哲学年鉴 

［副题名］1986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主题词］哲学/世界/1986/年鉴 

  

 

［正题名］世界哲学史年表 

［第一责任人］马采，陈云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主题词］哲学史/世界/历史年表 

［知识责任］马采 编 

［知识责任］陈云 编 



  

 

［正题名］西洋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布林顿(Btinton Crane)著 

［译者］王德昭译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5 

［知识责任］布林顿 著 

［知识责任］Btinton 著 

［次知识责任］王德昭 译 

  

 

［正题名］改变近代世界的三位思想家 

［副题名］马克斯、尼采、佛洛伊德 

［第一责任人］赵雅博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7.6 

［知识责任］赵雅博 著 

  

 

［正题名］现代外国哲学论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2.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有关现代外国哲学的论文、苏联和东欧哲学述评、“西方马克思主

义”述评、著名外国哲学家介绍、访问交流、当代外国哲学思潮介绍、外国哲学书刊评介、

重要资料选登等，共二十篇文章。 

［主题词］哲学/外国/现代/文集 

  

 

［正题名］现代外国哲学论集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集的主要内容是现代外国哲学第二次全国讨论会所讨论的两个重点：有关人

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和当代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全书共收二十一篇文章。 

［主题词］哲学/外国/现代/文集 

  

 

［正题名］现代外国哲学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附注内容］本书从第三集起，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现代外国哲学》。本集以

现代外国哲学中有关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为中心内容。其中有：《评萨特的价值观》、《罗

素人性论浅析》、《价值学简介》等，其他还有人物介绍、书刊评论、名词解释等。 

［主题词］哲学/外国/现代/文集 

  

 

［正题名］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全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5 

 

［正题名］现代西方哲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王守昌，车铭洲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5 

［主题词］哲学/西方国家/现代/概论 

［知识责任］王守昌 著 

［知识责任］车铭洲 著 

  

 

［正题名］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 

［书目卷册］续集 

［第一责任人］杜任之主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3.9 

［附注内容］本集介绍了 50 位哲学家和科学家，其中德国 14 人，美国 13 人，英国 9 人，

法国 9 人，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国各 1 人；涉及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

新黑格尔主义、批判实在论、现象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 19 个哲学流派。其

中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闻名起来的人物占半数以上。 

［主题词］哲学家/评传/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杜任之 主编 

  

 

［正题名］论科学 

［第一责任人］吴义生著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主题词］科学学/研究 

［知识责任］吴义生 著 

  

 

［正题名］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 

［副题名］当代人本主义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小兵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人本主义/西方国家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主题词］文化哲学/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李小兵 著 

  

 

［正题名］现代西方哲学源流 

［第一责任人］车铭洲编著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丛编题名］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主题词］哲学学派/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车铭洲 编著 

  

 

［正题名］走向 21 世纪的人与哲学 

［副题名］寻求新的人性 

［第一责任人］（日）池田大作，（德）狄尔鲍拉夫著 

［译者］宋成有等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德文题名: Auf der Suche nach diner neuen Humanitaet.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 Search for a New Humanity. 

［主题词］比较哲学/日本、德国 

［知识责任］池田大作 著 

［知识责任］德博洛夫 著 

［次知识责任］宋成有 译 

  

 

［正题名］当代西方思潮词典 

［第一责任人］王淼洋，张华金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哲学思想/西方国家/现代/词典 

［知识责任］王淼洋 主编 

［知识责任］张华金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西方哲学名著导读 

［第一责任人］邱仁宗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邱仁宗 主编 

  

 

［正题名］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苏）拉宾著 

［译者］马哲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拉宾 著 

［次知识责任］马哲 译 

  

 

［正题名］西方意识的冲击与回应 

［副题名］从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第一责任人］赵德志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影响/文化/中国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德志 著 

  

 

［正题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第一责任人］（加）本·阿格尔著 

［译者］慎之等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知识责任］阿格尔 著 

［次知识责任］慎之 译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稿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孙叔平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四篇：选秦哲学；两汉哲学；魏晋南北朝哲学；

隋唐哲学。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孙叔平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稿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孙叔平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本册包括三篇：宋元哲学、明清哲学、近代哲学。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孙叔平 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何兆武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1 

［丛编题名］青年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将先秦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思想史，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除了介绍哲

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外，并对经济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农民革命思想，

也都作了简要系统的阐述。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何兆武 编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史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侯外庐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附注内容］下册介绍的是，自明代中期至现代的我国思想史发展要略。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侯外庐 主编 

  

 

［正题名］中国哲学发微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 



［第一责任人］方克立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书以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为指导，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学说，进行了

系统的剖析和论述。重点介绍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董仲舒、王

充、佛教诸宗、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颜元、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的知行学说。分

析了唯心主义知行学说的错误，又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知行学说的缺点与不足，总结了围绕知

行问题的思维经验教训。 

［主题词］知行学说/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方克立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大纲 

［副题名］中国哲学问题史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肖萐父，李锦全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系统地叙述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

中国哲学思想。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肖萐父 主编 

［知识责任］李锦全 主编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肖萐父，李锦全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0 

［附注内容］下卷论述的是宋明清至近代的哲学思想。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肖萐父 主编 

［知识责任］李锦全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世儒学史 

［第一责任人］（日）宇野哲人撰 

［译者］马福辰译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出版日期］1982.10 

［知识责任］宇野哲人 撰 

［次知识责任］马福辰 译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书目卷册］1—4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6.6—1980.3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书目卷册］5—7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8-1979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0.3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人才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先秦部分 

［第一责任人］雷祯孝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主题词］人才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雷祯孝 编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苏思光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1986 

［知识责任］苏思光 著 

  

 

［正题名］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第一责任人］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哲学/中国 

［主题词］文化/中国 

  

 

［正题名］纯粹现象学通论 

［副题名］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德）胡塞尔著 

［译者］（荷）舒曼编 

［译者］李幼蒸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全书分为：本质和本质的认识、现象学的基本考察、纯粹意识区域、现性的现

象学等，共四编。 

［主题词］现象学 

［知识责任］胡塞尔 著 

［次知识责任］舒曼 编 

［次知识责任］李幼蒸 译 

  

 

［正题名］理性和革命 

［副题名］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 

［第一责任人］（美）马尔库塞著 

［译者］程志民等译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丛编题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Reason and revolution:Hegel and the rise of sosial theory.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G.W./研究 

［知识责任］马尔库塞 著 

［次知识责任］程志民 译 

  

 



［正题名］人道悖歌 

［副题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新论 

［第一责任人］胡义成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人道主义研究丛书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胡义成 著 

  

 

［正题名］修正主义的鼻祖 

［副题名］伯恩施坦 

［第一责任人］彭树智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4 

［知识责任］彭树智 著 

  

 

［正题名］外国哲学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1 

［附注内容］本书共选译八篇文章：前四篇是苏修“学者”写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

级专政理论的文章；第五篇是苏修中央党校编的哲学读本中的一章；第六、七两篇是从美国

报刊上选译的揭露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材料； 后一篇译自西德杂志上的关于柏拉图的研究

论文。每篇文章前面加了按语，作了简略的评介和批判。 

［主题词］哲学/外国/现代/资料 

  

 

［正题名］外国哲学资料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7 

［附注内容］本辑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收译了苏修以及一些修党的刊物为“纪念”《哥

达纲领批判》写作一百周年发表的五篇文章。第二部分收译了苏修、东德书刊上刊登的四篇

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此

外，还收译了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宛柏格的一篇文章。文章对苏修“学者”背叛马列主义历史

唯物论备加赞赏，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在苏联“恢复了生气”。在这两组文章的前面附有奚

哲、殷纳写的评论文章。 

［主题词］哲学/外国/现代/资料 

  

 



［正题名］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辛冠洁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辛冠洁 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杨考〓著 

［出版者］玉南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2.11 

［知识责任］杨考〓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通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杨宪邦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9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卷着重阐述了中国哲学史的对象、范围和特色及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哲学思潮、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并力求给

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宪邦 编 

  

 

［正题名］中国哲学通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杨宪邦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丛书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宪邦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之趋势 

［第一责任人］李宗吾著 

［出版者］话录书店 

［出版日期］1971.12 

［知识责任］李宗吾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成中英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1985.3 

［丛编题名］三民文库 188 

［知识责任］成中英 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83.8 

［丛编题名］当代学术丛刊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正题名］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84.7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正题名］中国人的路 

［第一责任人］项退结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88.1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知识责任］项退结 著 

  

 

［正题名］选择的批判 

［副题名］与李泽厚对话 

［第一责任人］刘晓波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丛编题名］思想者文丛 

［知识责任］刘晓波 著 

  

 

［正题名］文化与人生 

［第一责任人］贺麟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贺麟 著 

  

 

［正题名］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 

［第一责任人］傅伟勋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9.4 

［丛编题名］海外学人丛书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傅伟勋 著 

  

 

［正题名］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朱贻庭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主题词］伦理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朱贻庭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方立天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方立天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正焱，林其锬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出版日期］1988.1 

［丛编题名］中华学术系列 

［知识责任］陈正焱 著 

［知识责任］林其锬 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当代学术丛刊 13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张金鑑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1989.1 

［知识责任］张金鑑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三百题 

［第一责任人］夏乃儒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问答 

［知识责任］夏乃儒 主编 

  

 

［正题名］困知二录 

［第一责任人］赵纪彬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哲学/文集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赵纪彬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王永祥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1.5 

［丛编题名］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 

［主题词］同一/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永祥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哲学史新编纲要 

［副题名］从一多关系研究传统哲学 

［第一责任人］马序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马序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通史简编 

［第一责任人］冯契著 

［译者］陈卫平缩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冯契 著 

［次知识责任］陈卫平 缩编 

  

 

［正题名］中西哲学的融合 

［副题名］中国近代进化论的传播 

［第一责任人］曾乐山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进化学说/传播/中国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曾乐山 著 

  

 

［正题名］理 

［第一责任人］徐荪铭等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 张立文主编 

［主题词］理/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徐荪铭 著 

  

 

［正题名］儒学·理学·实学·新学 

［第一责任人］张岂之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儒家/文集 

［主题词］理学/文集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岂之 著 

  

 

［正题名］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明等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少数民族/哲学思想/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杨明 主编 

  

 

［正题名］儒学与中国人 

［第一责任人］李颖科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2 

［知识责任］李颖科 著 

  

 

［正题名］中日实学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葛荣晋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主题词］实学/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葛荣晋 主编 

  

 

［正题名］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韦政通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91.9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知识责任］韦政通 著 

  

 

［正题名］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夏甄陶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丛书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 A history of Chinese epistemology.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的主要哲学流派或主要哲学家的认识论思想。 

［主题词］认识论/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夏甄陶 著 

  

 

［正题名］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夏甄陶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6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丛书 

［知识责任］夏甄陶 著 

  

 

［正题名］中国人思想之源 

［副题名］儒释道思想的斗争与融合 

［第一责任人］赵书廉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赵书廉 著 

  

 

［正题名］善的冲突 

［副题名］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 

［第一责任人］黄伟合，赵海琦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伦理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黄伟合 著 

［知识责任］赵海琦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哲学精华 

［第一责任人］刘培育主编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主题词］古代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培育 主编 

  

 

［正题名］帝王思维 

［第一责任人］周毅之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帝王/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周毅之 著 

  

 

［正题名］士思维 

［第一责任人］冯必扬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冯必扬 著 

  

 

［正题名］中国传统思想 

［第一责任人］于洪卫等著 

［出版者］石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哲学思想/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于洪卫 著 

  

 

［正题名］德国哲学家论中国 

［第一责任人］秦家懿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德国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大部分据德国十七、十八世纪哲学家莱布尼兹与沃尔夫散见于拉丁文、法

文和德文中关于中国的议论编译而成。 

［主题词］古典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秦家懿 编译 

  

 

［正题名］心 

［第一责任人］张怀承等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丛编题名］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 张立文主编 

［主题词］心(哲学)/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怀承 著 

  

 

［正题名］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第一责任人］（美）唐纳德·J·蒙罗著 

［译者］庄国雄，陶黎铭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丛编题名］海外汉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人性与自然平等、通向特权之路、古典遗产等 8 章。 

［主题词］人学/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蒙罗 著 

［次知识责任］庄国雄 译 

［次知识责任］陶黎铭 译 

  

 



［正题名］觉醒与迷误 

［副题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唐文权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冯契主编 

［主题词］民族主义/思想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唐文权 著 

  

 

［正题名］儒学复兴之路 

［副题名］梁漱溟文选 

［第一责任人］曹锦清编选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东西文化/对比研究 

［知识责任］曹锦清 编选 

  

 

［正题名］理性与人道 

［副题名］周作人文选 

［第一责任人］高瑞泉编选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主题词］理性/研究 

［主题词］人道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高瑞泉 编选 

  

 

［正题名］天人之际 

［副题名］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第一责任人］张世英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天人关系/比较哲学/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张世英 著 

  

 

［正题名］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国学丛书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简明中国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杨荣国主编 

［译者］李锦全，吴熙剑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荣国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锦全 编著 

［次知识责任］吴熙剑 编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石峻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知识责任］石峻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哲学论文集 

［副题名］1981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编辑室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2 

［主题词］哲学/文集 

  

 

［正题名］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副题名］1987 年 

［第一责任人］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8.3 

［主题词］哲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副题名］1988 

［第一责任人］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哲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正题名］张岱年文集 

［书目卷册］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译者］《张岱年文集》编委会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正题名］张岱年文集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正题名］张岱年文集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正题名］张岱年文集 

［书目卷册］第 5 卷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主题词］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正题名］张岱年文集 

［书目卷册］第 6 卷 

［第一责任人］刘鄂培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1 

［主题词］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刘鄂培 主编 

  

 

［正题名］文化论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丛编题名］当代学者自选集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正题名］我的哲学思想 

［副题名］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 

［第一责任人］韩民青，夏永翔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当代哲学丛书 

［主题词］哲学思想/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韩民青 编 

［知识责任］夏永翔 编 

  

 

［正题名］中国哲学年鉴 

［副题名］1982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1 

［附注内容］本年鉴是我国第一本哲学专业年鉴，综述一年来哲学研究成就，反映哲学各学



科研究状况、进展、成果、应注意的动向、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发展趋势等。 

［主题词］哲学/中国/1982/年鉴 

  

 

［正题名］中国哲学年鉴 

［副题名］1983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主题词］哲学/中国/1983/年鉴 

  

 

［正题名］中国哲学年鉴 

［副题名］1984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7 

［主题词］哲学/中国/1984/年鉴 

  

 

［正题名］中国哲学年鉴 

［副题名］1986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哲学/中国/1986/年鉴 

  

 

［正题名］中国哲学年鉴 

［副题名］1987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哲学/中国/1987 年/年鉴 

  

 

［正题名］中国哲学年鉴 

［副题名］1988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哲学/中国/1988 年/年鉴 

  

 



［正题名］中国哲学年鉴 

［副题名］1989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主题词］哲学/中国/1989 年/年鉴 

  

 

［正题名］中国哲学年鉴 

［副题名］1991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哲学研究杂志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主题词］哲学/中国/1991/年鉴 

  

 

［正题名］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先秦部分 

［第一责任人］辛冠洁，李曦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0.9 

［主题词］哲学家/评传/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辛冠洁 编 

［知识责任］李曦 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 

［第一责任人］方立天，于首奎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0.11 

［知识责任］方立天 编 

［知识责任］于首奎 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宋元明清部分 

［第一责任人］张立文，默明哲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1.5 

［知识责任］张立文 编 



［知识责任］默明哲 编 

  

 

［正题名］中国哲学辞典大全 

［第一责任人］韦政通主编 

［出版者］水牛出版社 

［出版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2 重印 

［主题词］哲学/中国/辞典 

［知识责任］韦政通 主编 

  

 

［正题名］中华思想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张岱年 主编 

  

 

［正题名］中国思想家名著精华 

［第一责任人］史仲文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史仲文 主编 

  

 

［正题名］儒法对立的自然观 

［第一责任人］上钢五厂二车间铸钢工段理论组，复旦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同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 

［附注内容］本书摘编了先秦到近代儒法两家及进步思想家有关自然观的论述，并附有简要

的注释和译文，较集中地反映了历代儒法两家在自然观上的对立和斗争。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主题词］法家/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中国哲学史组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 

［附注内容］本书系中国哲学史通俗读物。全书分先秦、秦汉—鸦片战争以前、近代三大部

分，介绍了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事件，每部分有小结。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 

［书目卷册］第 4 册 

［丛书］清代、近代部分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3 

［附注内容］本册的内容包括清代（公元 1464 年—1840 年）、近代（公元 1840－1919 年）

两部分。介绍的主要思想家有清代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塨和戴震等，近代

的龚自珍、魏沅、洪秀全、洪仁玕、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和孙中山等。在研究思

想家的同时，介绍了哲学领域中唯物唯心的斗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8 

［附注内容］《中国哲学》是以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为内容的学术丛刊。本辑内容包括

顾颉刚、张岱年、童书业、庞朴等同志所写的有关中国哲学史论文十四篇；中国近代、现代

思想史资料与回忆五篇；一九七七年日、美、英、法、德、苏等国报刊研究中国哲学史、思

想史论文索引一篇。正文前面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给艾思奇同志的一封信和艾著《哲学与生活》

摘录。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3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8 

［附注内容］本辑分论文及资料与回忆两部分。论文部分有任继愈《儒家与儒教》；刘毓璜

《关于孔子的重新评价》；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的遗稿《隋唐佛教史稿》的第一章等。资

料与回忆部分有方以智《浮山文集》、《一贯问答》中有关“合二而一”的言论和杨昌济先生



的《静观室札记》。还发表了侯外庐、冯友兰、朱谦之等人写的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回忆录。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文章；关于“五行”的论文；关于《庄子》、

《黄帝四经》的论文；关于宗教方面的论文等。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辑主要内容有论文部分和资料部分。论文部分有关于老子思想的研究；新辟

“青年论文集”专栏；还有无神论思想，隋唐佛教史，以及系统论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和影响的文章。资料部分继续发表吴虞日记的第二部分和侯外庐、冯友兰的治学回忆录等。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中国哲学史论文 18 篇，重要的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方

法》、已故著名史学家贺昌群的《论王霸义利之辨》、方壮猷的《宋代百家争鸣初探》、侯外

庐论学书札以及邓艾民、陈增辉、汤一介等人论宋明理学和比较宗教学、比较哲学的文章等。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9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3.2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哲学论文三十篇，其中有郭沫若的《关于墨子思想的一封信》、刘修

明的《经、纬与西汉王朝》、陈俊民的《关学源流辨析》、冯友兰的《论（美的历程）》—冯

友兰给李泽厚的信、顾颉刚的《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等。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1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3.10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文章 23 篇（包括资料），其中较为集中地收集研究王夫之的论文 8

篇，从哲学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到社会历史观、民族思想，对王夫之进行了较全面的

研究、论述。先秦部分有刘世铨《先秦天道观的发展》、郑君华《论〈左传〉的民本思想》。

宋明部分有谢宝森《朝鲜朱子学发端浅探》。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1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1 

［附注内容］本辑论文部分以道家和道教的研究为主，同时集中发表了几篇研究近世思想的

文章。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1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4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论文、资料 26 篇。论文部分着重论述“论理思想”、“两汉思想”、“近

代思想”。资料部分有《桓谭年表》等，对桓谭的生平作了考订，弄清了许多过去不清楚的

问题。《杨昌的思想及其对新民学会主要成员的影响》，引用了毛泽东同志早年未刊书稿。还

有一篇文章对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作了中肯的评价。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1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5.4 

［附注内容］本辑收论文十六篇，其中有张恒寿的《章太炎对于二程学说的评论》、《元代理

学思想散论》等，并评论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1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正题名］中国哲学 

［书目卷册］第 1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委会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论文 28 篇，包括书院文化，书评与书信，回忆与资料等 4 部分。 

［主题词］哲学/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概要 

［第一责任人］沈善洪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沈善洪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3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7 

［附注内容］本册包括第四编封建制后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宋－清）和第五编旧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前）。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 

 

［正题名］中国哲学论集 

［第一责任人］任卓宣著 

［出版者］帕米尔书店 

［出版日期］1985.3 



［知识责任］任卓宣 著 

  

 

［正题名］容肇祖集 

［第一责任人］容肇祖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9.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有关中国哲学思想史的部分论文。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容肇祖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 

［书目卷册］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7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丛刊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文集 

［第一责任人］《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9 

［丛编题名］哲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1 

［丛编题名］哲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丛编题名］哲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主要范畴概念简释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哲学范畴/解释/中国/古代 

  

 

［正题名］中国历史上的唯物论哲学家 

［第一责任人］张祥生等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主题词］哲学家/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张祥生 编著 

  

 

［正题名］中国认识论史 

［第一责任人］姜国柱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知识责任］姜国柱 著 

  

 

［正题名］历代法家著作译注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同编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8 

［附注内容］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下册（隋唐至近代），收集了

历代主要法家人物的代表作。内容包括作者简介，文章说明和注释、译文等部分。 

  

 

［正题名］历代法家著作选注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编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9 

［附注内容］本册收了从两汉到三国的六位法家人物贾谊、晁错、桑弘羊、王充、曹操、诸

葛亮的代表作品二十八篇。对每个作者和每篇作品都有简要的说明，作品注释也较为详细。

对法家的进步思想和儒家反动的观点作了适当的评价。 

  

 

［正题名］历代法家著作选注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编辑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法家/著作/注释 

  

 

［正题名］法家著作名词简释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法家著作选译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资料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儒法斗争三字文 

［第一责任人］河北省景县董故庄大队贫下中农理论组编 

［出版者］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 

［附注内容］《儒法斗争三字文》全文共 1024 句，3072 字，三字一句，双句押韵，扼要地

介绍了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各个时期儒法斗争的内容和特点。每 32 句占一面，配插图一幅，

上图下文，相互配合补充，并附有简单的注释。 

［主题词］儒家/思想史 

［主题词］法家/思想史 

  

 

［正题名］《天问》《天对》新注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人民公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注释小组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3 

［附注内容］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是我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罕见的姊妹篇。



本书除对这两篇文章按一问一答的形式编排起来进行注释外，并对它们作了点评和今译。书

后附有《天问》、《天对》原文。 

  

 

［正题名］法家人物及其著作简介 

［第一责任人］齐力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8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综合介绍法家人物及其著作的书，主要选择有著作的法家二十五人，

对每一法家人物的生平事迹作了扼要的论述，并对其主要著作作了分析和评价。 

［主题词］法家/中国 

［知识责任］齐力 编著 

  

 

［正题名］《天问》《天对》译注 

［第一责任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理论组同译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0 

［附注内容］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科学史上，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本书对这两篇作品按一问一答的形式编排起来，进行了语译和较详细的注释。 

  

 

［正题名］儒法斗争史话 

［第一责任人］南海县大沥公社沥中大队，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儒家/思想史/研究 

［主题词］法家/思想史/研究 

  

 

［正题名］古代文选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3-1974 

 

［正题名］科学玄学论战集 

［第一责任人］帕米尔书店编辑部编著 

［出版者］帕米尔书店 

［出版日期］1980.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文化史料丛刊 

［知识责任］帕米尔书店编辑部 编著 

  

 

［正题名］读一点法家著作 



［第一责任人］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宣传部编辑 

［出版者］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宣传部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中国古代人学思想概要 

［第一责任人］肖万源，徐远和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先秦哲学 

［主题词］人文科学 

［知识责任］肖万源 主编 

［知识责任］徐远和 主编 

  

 

［正题名］诸子百家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刘冠才等主编 

［出版者］华龄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先秦哲学 

［主题词］辞典 

［知识责任］刘冠才 主编 

  

 

［正题名］《商君书》《荀子》《韩非子》选注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七二级工农兵学员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5.9 

［附注内容］本书从先秦的三种主要法家著作中选出了二十二篇文章，作了注释，并将司马

迁《史记》中关于商鞅、荀况、韩非子的三篇传记作为附录。 

  

 

［正题名］诸子新笺 

［第一责任人］高亨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0.8 

［主题词］先秦哲学/注释 

［知识责任］高亨 著 

  

 

［正题名］诸子集成 

［第一责任人］国学整理社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54.12 

 



［正题名］评析本白话吕氏春秋·淮南子 

［第一责任人］王宁主编 

［出版者］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吕氏春秋》、《淮南子》是先秦杂家的代表作,本书是现代汉语全译合订本。书

后对作者思想精髓、历史地位、流传过程等作了精言评介。 

［主题词］杂家 

［知识责任］王宁 主编 

  

 

［正题名］评析本白话诸子集成 

［第一责任人］王宁主编 

［出版者］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是用现代汉语翻译的诸子全本，在每一篇之后均加了万言评析。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 

［知识责任］王宁 主编 

  

 

［正题名］先秦哲学寓言评介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日用五金工业公司哲学历史学习小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 

［第一责任人］祝瑞 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知识责任］祝瑞  著 

  

 

［正题名］中国哲人的智慧 

［第一责任人］林语堂著 

［译者］张明高，范桥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林语堂先生 1938 年和 1949 年在美国用英文发表的两本名著，即《孔

子的智慧》和《老子的智慧》。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林语堂 著 

［次知识责任］张明高 编 

［次知识责任］范桥 编 

  

 



［正题名］追问录 

［第一责任人］王晓明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先秦文人的心态。如：是什么心理促使先秦诸子提出那些形形色色

的治国主张，他们宣传了哪几条基本的处世之道等。 

［主题词］先秦哲学/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王晓明 著 

  

 

［正题名］周易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萧元主编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知识责任］萧元 主编 

  

 

［正题名］周易尚氏学 

［第一责任人］尚秉和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5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周易》的注释。作者继承象数学的传统，重在以象释《易》。除了

依据《易传》所取象外，又从《左传》、《国语》、《逸周书》特别是《易林》中研寻出许多人

们已不谈的佚象，并提出覆象、半像等说法，用以解释《周易》。 

［主题词］周易/理论 

［主题词］先秦哲学 

［知识责任］尚秉和 著 

  

 

［正题名］管子轻重篇新诠 

［第一责任人］马非百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9.12 

［附注内容］《管子》一书中的《轻重》部分，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和经济思想的重要

材料。本书对有关《轻重》的写作时代、理论体系，以及前人在校译《轻重》中存在的问题，

都专文做了研究和探讨；并将现存《轻重》各篇加以标点、分段，写了详细的注释，提出了

独立见解。 

［主题词］经济思想/管仲 

［知识责任］马非百 著 

  

 

［正题名］先秦法家思想资料选注 

［第一责任人］天津日报编辑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商君书注释 

［第一责任人］高亨注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4.11 

［附注内容］本书除注译原文外，书前有《商鞅与商君书略论》、《商君书的校译书目》、《商

君书的古本》、《商群书作者考》。书末附《战国两汉人关于商鞅的记述（摘要）》、《商君书新

笺》两篇。 

［知识责任］高亨 注译 

  

 

［正题名］读《商君书》 

［第一责任人］北京铁路分局工人理论小组编写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读〈商君书〉》一文和译注《商君书》中的《更法》、《农战》、《

塞》、《靳令》、《赏刑》、《画策》等六篇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商鞅变法革新的思想主张。 

  

 

［正题名］《商君书》选注 

［第一责任人］安徽大学中文系《商君书》注译小组注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商君书评注 

［第一责任人］北京电子管厂、北京广播学院《商君书》评注小组评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6.5 

［附注内容］《商君书》是战国中期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产物。记载了商鞅变法的斗争事

迹，反映了商鞅的基本思想和政治主张。本书对《商君书》现存的二十四篇著作作了评注。

每篇评注分提要、段意、注释、译文、评论五个部分。书后附录：《史记·商君列传》注释。 

  

 

［正题名］《商君书》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11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选注了《商君书》中的《更法》、《农战》、《 塞》、《靳令》、《赏刑》、《画

策》等六篇作品。除对原文注释外，每篇篇首均有作品说明。书前有商鞅简介。 

  

 

［正题名］老子注译 



［第一责任人］高亨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老子》原文采用王弼本，确有误外，根据汉

帛本、河上公本、傅奕本等较古本改正。原文后，有注释、译文和简要分析。卷首有《关于

老子的几个问题》一文，对《老子》及老子本人作了新的考证。 

［主题词］道家 

［知识责任］高亨 著 

  

 

［正题名］荀况 

［第一责任人］孔繁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9 

［附注内容］本书对于荀况所处的时代首先进行了分析，并简要介绍了荀况的生平。书中介

绍了荀况对奴隶的“礼”和“法先王”等反动历史观所进行的批判。对于荀况的唯物主义自

然观和无神论，以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他对儒家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批判，都作了较详细的

论述。作者对荀况的正确思想都充分加以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他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对于荀况的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也作了介绍。 

［知识责任］孔繁 著 

  

 

［正题名］《荀子》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选注了荀况的《天论》、《王制》、《王霸》、《强国》、《性恶》、《解蔽》等六

篇著作。书前对荀况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作了简介。 

［主题词］儒家 

  

 

［正题名］韩非子选注 

［第一责任人］（战国）韩非著 

［译者］上海市《韩非子选注》注释组注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2 

［附注内容］韩非（约公元前 280－前 233 年），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杰出的法家理论家。

《韩非子》这部充满着强烈战斗气息的批孔文献，生动地记录了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的

艰难的战斗历程，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是集法家思想大成的

著作。本书选注了《韩非子》中的重要著作《五蠹》等二十篇。 

［知识责任］韩非 著 

  

 



［正题名］《韩非子》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3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对韩非的《五蠹》、《显学》、《孤愤》、《法定》、《问田》、《艰势》等六篇著

作作了注释。书前有《韩非简介》。 

  

 

［正题名］韩非子选评 

［第一责任人］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等《韩非子选评》小组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6.2 

［附注内容］本书从《韩非子》中选出了《五蠹》、《显学》、《法定》等十一篇文章，作了注

释、翻译、讲解和评论。 

  

 

［正题名］周易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立文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8 

［丛编题名］中国哲学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两篇，上篇：《易经》思想研究；下篇：《易传》思想研究。 

［主题词］周易/研究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张立文 著 

  

 

［正题名］《周易参同契》新探 

［第一责任人］周士一，潘启明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知识责任］周士一 著 

［知识责任］潘启明 著 

  

 

［正题名］易象通说 

［第一责任人］钱世明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附注内容］本书是易象学专著，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大、小象，做了细致剖解。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钱世明 著 

  



 

［正题名］周易研究史 

［第一责任人］廖名春等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周易/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廖名春 著 

  

 

［正题名］大易探微 

［第一责任人］金文杰著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附注内容］本书分理玄篇、管窥篇和灵犀篇三篇。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金文杰 著 

  

 

［正题名］大易探微续集 

［第一责任人］金文杰著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全书子象数渊源，先后天八卦之道，论证易、道、一与太极之汇通，贯穿于卦，

为从数理入手研究易于近代科技结合提供了可贵的参考依据。是《大易探微》内容和深化和

发展。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金文杰 著 

  

 

［正题名］步入神秘的殿堂 

［副题名］从全息角度看《周易》 

［第一责任人］刘长允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宇宙全息统一论的理论，对《周易》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主题词］八卦/研究 

［知识责任］刘长允 著 

  

 

［正题名］周易的美学智慧 

［第一责任人］王振复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在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周易》巫术智慧的特点，论

证了中华文化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宗教，而发展成为美学智慧的原因等。 

［主题词］美学/周易/研究 

［知识责任］王振复 著 

  

 

［正题名］周易之河说解 

［第一责任人］李申著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李申 著 

  

 

［正题名］周易十日谈 

［第一责任人］胡道静，戚文等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介绍了《周易》的基本内容及《周易》与古代文化艺术、历史、哲学、宗教和

近代科技等关系。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胡道静 编著 

［知识责任］戚文 编著 

  

 

［正题名］周易表解 

［第一责任人］潘雨廷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华夏思维研究系列 易学 

［主题词］八卦/研究 

［知识责任］潘雨廷 著 

  

 

［正题名］十家论易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蔡尚思 主编 

  

 

［正题名］孔子及孔子思想再评价 

［副题名］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山东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4 

［附注内容］一九七八年末，来自全国数十个数学、科研单位的七十多位专家云集济南，就

孔子及孔子思想问题展 了热烈讨论。这个集子收编了该讨论中蔡尚思、周振甫等同志的十

篇论文。这些文章有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孔子论述的体会的；有评价孔子及其具体思想的，

等等。 

［主题词］儒家/研究 

  

 

［正题名］儒学与现代世界 

［第一责任人］谢仲明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86.2 

［丛编题名］文化哲学丛刊 

［知识责任］谢仲明 著 

  

 

［正题名］儒家教化与国际社会 

［第一责任人］程兆熊著 

［出版者］明文书局 

［出版日期］1988.2 

［丛编题名］鹅湖书院丛书 5 

［知识责任］程兆熊 著 

  

 

［正题名］新儒家论丛 

［第一责任人］罗光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79.11 

［知识责任］罗光 著 

  

 

［正题名］儒家哲学的体系 

［第一责任人］罗光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83.6 

［知识责任］罗光 著 

  

 

［正题名］儒家与现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韦政通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4.7 



［知识责任］韦政通 著 

  

 

［正题名］儒家仁学的现代意义 

［第一责任人］陈瑞深著 

［出版者］兰亭书店 

［出版日期］1987.6 

［知识责任］陈瑞深 著 

  

 

［正题名］评新儒家 

［第一责任人］罗义俊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罗义俊 编著 

  

 

［正题名］儒学在现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宋仲福等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儒家/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宋仲福 著 

  

 

［正题名］中国儒学史 

［第一责任人］赵吉惠等主编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儒家/哲学史 

［知识责任］赵吉惠 主编 

  

 

［正题名］现代新儒家研究 

［第一责任人］宋志明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罗国杰主编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宋志明 著 

  

 

［正题名］儒家的天论 



［第一责任人］向世陵，冯禹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中国孔子基金会丛书 1 

［丛编题名］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 

［主题词］思想评论/天/儒家 

［知识责任］向世陵 著 

［知识责任］冯禹 著 

  

 

［正题名］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 

［副题名］儒家学说述评 

［第一责任人］吴江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儒家/研究 

［知识责任］吴江 著 

  

 

［正题名］儒家礼乐之道德思想 

［第一责任人］林安弘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丛编题名］文史哲大系 8 

［知识责任］林安弘 著 

  

 

［正题名］儒生·儒臣·儒君 

［第一责任人］葛承雍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文库 周天游主编 

［主题词］文官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葛承雍 著 

  

 

［正题名］劝忍百箴 

［第一责任人］（元）许名奎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伦理学/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许名奎 著 

  

 



［正题名］新儒学评论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郑家栋，叶海烟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郑家栋 主编 

［知识责任］叶海烟 主编 

  

 

［正题名］中国儒学 

［第一责任人］谢祥皓，刘宗贤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主题词］儒家/哲学史 

［知识责任］谢祥皓 著 

［知识责任］刘宗贤 著 

  

 

［正题名］儒学与现代化 

［副题名］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韩）黄秉泰著 

［译者］刘李胜等译 

［译者］丘成等校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对比研究/中国、韩国、日本 

［知识责任］黄秉泰 著 

［次知识责任］刘李胜 译 

［次知识责任］丘成 校 

  

 

［正题名］儒家思想新论 

［副题名］创造性转换的自我 

［第一责任人］（美）杜维明著 

［译者］曹幼华，单丁译 

［译者］周文彰等校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主题词］思想评论/儒家 

［知识责任］杜维明 著 

［次知识责任］曹幼华 译 

［次知识责任］单丁 译 



［次知识责任］周文彰 校 

  

 

［正题名］中华儒学精髓 

［第一责任人］张继缅著 

［出版者］中国物资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丛编题名］爱我中华系列丛书 

［主题词］儒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继缅 著 

  

 

［正题名］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 

［第一责任人］陈明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性与传统”论丛 

［主题词］儒家/文化/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陈明 著 

  

 

［正题名］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方克立，李锦全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知识责任］方克立 主编 

［知识责任］李锦全 主编 

  

 

［正题名］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方克立，李锦全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方克立 主编 

［知识责任］李锦全 主编 

  

 

［正题名］海峡两岸学者首次儒学对话 

［第一责任人］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儒家/研究/文集 

  

 

［正题名］孔孟荀之比较 

［副题名］中、日、韩、越学者论儒学 

［第一责任人］中国孔子基金会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9 

［主题词］儒家/对比研究/文集 

  

 

［正题名］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孔子基金会，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9.4 

［主题词］儒学/哲学思想/国际会议/文集 

  

 

［正题名］国际儒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国际儒学联合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儒家/研究/文集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与儒学 

［第一责任人］崔龙水，马振锋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关系/儒家 

［知识责任］崔龙水 主编 

［知识责任］马振锋 主编 

  

 

［正题名］论语集释 

［书目卷册］1－4 册 

［第一责任人］程树德撰 

［译者］程俊英，蒋见元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0.8 

［丛编题名］新编诸子集成 1 

［主题词］儒家/研究 



［知识责任］程树德 撰 

［次知识责任］程俊英 点校 

［次知识责任］蒋见元 点校 

  

 

［正题名］四书道贯 

［第一责任人］陈立夫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儒家/封建教材 

［知识责任］陈立夫 著 

  

 

［正题名］老子注释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哲学系《老子注释》组注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4 

［附注内容］《老子》是一部兵书，也是一部古代哲学名著。本书以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

子》释文乙种本为底本，参考前人校注，进行注释。书后附有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

释文甲种本和通行本的全部正文。 

  

 

［正题名］老子校诂 

［第一责任人］马叙伦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4 

［知识责任］马叙伦 著 

  

 

［正题名］老子新译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3 

［附注内容］本书分前言、绪论、译例、新译、索引（说明、重点名词索引、内容分类索引）

五部分。书末有附录。本书纠正了译者在《老子今译》一书中提出的关于老子是唯物主义者

的一些观点。 

［知识责任］任继愈 著 

  

 

［正题名］汉英四书 

［第一责任人］（英）理雅各译 

［译者］刘重德，罗志野校注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丛编题名］英汉对照中国古典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四书/对照读物/中、英 

［知识责任］理雅各 译 

［次知识责任］刘重德 校注 

［次知识责任］罗志野 校注 

  

 

［正题名］四书集注简论 

［第一责任人］邱汉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8 

［附注内容］这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清算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四书集注》的专著。

书中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系统地探讨了《四书集注》成书的过程和历史背景，剖析了朱熹理

学与孔孟儒学以及其他宗教思想之间的联系，清算了《四书集注》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影

响，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性。 

［主题词］四书/注释 

［主题词］儒家/封建教材 

［知识责任］邱汉生 著 

  

 

［正题名］四书五经 100 题 

［第一责任人］俞长江，普颖华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主题词］经学/研究 

［主题词］儒家/封建教材/研究 

［知识责任］俞长江 著 

［知识责任］普颖华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的圣书 

［丛书］《论语》 

［第一责任人］马欣来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中华文库 

［主题词］儒家/研究 

［知识责任］马欣来 编著 

  

 

［正题名］孔孟之道名词简释 

［第一责任人］[首钢批判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孔丘反动思想资料批注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批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4.11 

［附注内容］本书从五个方面对孔丘的反动思想作了批注：一、孔丘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

二、孔丘的反动政治思想；三、孔丘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四、孔丘的反动教育思想；五、

孔丘的奴才思想和反动处世哲学。书末附：《当时劳动人民对反动派孔丘的批判》。 

  

 

［正题名］四书章句集集注 

［副题名］论语 

［第一责任人］朱熹注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47 

［知识责任］朱熹 注 

  

 

［正题名］论孔丘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9 

［附注内容］本书首先介绍了春秋末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然后，除对孔丘的反动政治纲领进

行批判外，对于孔丘的伪善的道德原则、反辩证法的中庸之道、宗教的天命论和实用主义的

鬼神论以及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等都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同时，作者对自己过去的

尊孔思想也进行了检讨和批判。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论语新探 

［第一责任人］赵纪彬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2 

［主题词］论语/研究 

［主题词］儒家/研究 

［知识责任］赵纪彬 著 

  

 

［正题名］《大学》《中庸》批注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二级工农兵学员注释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6.7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正题名］中庸注参 

［第一责任人］陈柱辑注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1 

［知识责任］陈柱 辑注 

  

 

［正题名］四书新编 

［第一责任人］江希张编 

［译者］宋哲元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36 

［知识责任］江希张 编 

［次知识责任］宋哲元 印 

  

 

［正题名］四书新编 

［丛书］论语 

［第一责任人］江希张编注 

［出版者］万国道德总会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江希张 编注 

  

 

［正题名］孔子思想体系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本书历史地考察了孔子的生平、著述及其思想产生发展过程的历史背景和社会

历史作用，提出了孔子思想体系是以礼为主干的见解，并围绕这一主导思想剖析了孔子的政

治、经济、哲学、史学、文艺、教育思想，及历代主要学者对孔子思想评价作了重新评述。 

［主题词］儒家/研究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孔子研究 

［第一责任人］钟肇鹏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4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探讨孔子的文章九篇。文章较全面地论述了孔子的政治、哲学、道

德论理、教育、文艺和美学诸方面的思想。作者在不少问题上，诸如孔子是不是要复周礼，

孔子对晋铸刑鼎的批评，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意义，鲁“以田赋”等方面，均有

自己独到见解。 



［知识责任］钟肇鹏 著 

  

 

［正题名］孔子评传 

［第一责任人］匡亚明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5.3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章，包括：导论、生平概略、孔子时代的社会背景、仁的哲学思想、

仁的伦理思想、仁的政治思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

文献整理家、孔子对后世的影响、结论。 

［主题词］评传/孔丘 

［知识责任］匡亚明 著 

  

 

［正题名］孔子评传 

［第一责任人］匡亚明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2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匡亚明主编 

［知识责任］匡亚明 著 

  

 

［正题名］孔子研究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华孔子研究所编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主题词］思想评论/孔丘/文集 

  

 

［正题名］孔学漫谈 

［第一责任人］余家菊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76.2 

［丛编题名］文学沧海丛刊 

［知识责任］余家菊 著 

  

 

［正题名］孔子思想与现代文明 

［第一责任人］山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正题名］孔子新传 

［第一责任人］金景芳等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金景芳 著 

  

 

［正题名］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陈正夫，何植靖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儒家/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陈正夫 著 

［知识责任］何植靖 著 

  

 

［正题名］孔子诞辰 2540 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孔子基金会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儒家/研究/文集 

  

 

［正题名］孔子与儒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宋衍申，肖国良主编 

［出版者］吉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儒家/研究 

［知识责任］宋衍申 主编 

［知识责任］肖国良 主编 

  

 

［正题名］廖平与近代经学 

［第一责任人］李耀仙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丛编题名］祖国的四川丛书 

［主题词］近代经学 

［知识责任］李耀仙 主编 

  

 

［正题名］孔子与中国之道 

［副题名］现代欧美人士看孔子 

［第一责任人］（美）顾立雅(Creel, H.G.)著 

［译者］高专诚译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知识责任］顾立雅 著 

［知识责任］Creel 著 

［次知识责任］高专诚 译 

  

 

［正题名］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第一责任人］杨焕英编著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主题词］儒家 

［知识责任］杨焕英 编著 

  

 

［正题名］列子集释 

［第一责任人］杨伯峻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9.10 

［知识责任］杨伯峻 撰 

  

 

［正题名］四书章句集注 

［副题名］孟子 

［第一责任人］朱熹注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47 

［知识责任］朱熹 注 

  

 

［正题名］《孟子》批注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建材水磨石厂工人理论组，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一九七二级

工农兵学员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6.6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孟轲的整个反动思想体系，对原书文字进行注释，

并分别轻重主次，联系现实阶级斗争，逐章进行批判。此外，还附有译文。书后附有《重要

词语索引》、《人名索引》和《战国初、中期形势略图》。 

  

 

［正题名］孟子名言 

［第一责任人］骆承烈编译 

［译者］李天辰，刘世生英译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骆承烈 编译 

［次知识责任］李天辰 英译 

［次知识责任］刘世生 英译 

  

 

［正题名］“亚圣的理想” 

［副题名］《孟子》 

［第一责任人］董洪利，王丽萍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中华文库 杨牧之主编 

［知识责任］董洪利 编著 

［知识责任］王丽萍 编著 

  

 

［正题名］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 

［第一责任人］翟廷晋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丛编题名］学者书库 论丛 

［知识责任］翟廷晋 著 

  

 

［正题名］周秦道论发微 

［第一责任人］张舜徽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11 

［主题词］儒家/研究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 

［第一责任人］吕锡琛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方士/影响/封建制度/中国 

［知识责任］吕锡琛 著 

  

 

［正题名］评析本白话道家名著 

［第一责任人］王宁主编 

［出版者］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道家/译文 



［知识责任］王宁 主编 

  

 

［正题名］当代新道家 

［第一责任人］董光璧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新道家 

［主题词］道家/研究/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董光璧 著 

  

 

［正题名］道家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陈鼓应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主题词］道家/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陈鼓应 主编 

  

 

［正题名］道家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 8 辑 

［第一责任人］陈鼓应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1 

［主题词］道家/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陈鼓应 主编 

  

 

［正题名］道家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 9 辑 

［副题名］道家与道教学术研讨会论文专号 

［第一责任人］陈鼓应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主题词］道家/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陈鼓应 主编 

  

 

［正题名］道家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 10 辑 

［第一责任人］陈鼓应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道家/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陈鼓应 主编 

  

 

［正题名］道德经通解 

［副题名］老子处世警言 

［第一责任人］子墨，尔夫编著 

［出版者］警官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道家 

［知识责任］子墨 编著 

［知识责任］尔夫 编著 

  

 

［正题名］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 

［第一责任人］许抗生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主题词］帛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许抗生 著 

  

 

［正题名］老子外传老子百问 

［第一责任人］孙以楷等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知识责任］孙以楷 著 

  

 

［正题名］一个美国人眼中的“道” 

［第一责任人］（美）约翰·赫德著 

［译者］伍雨钱，乔界文译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主题词］道家/研究 

［知识责任］赫德 著 

［次知识责任］伍雨钱 译 

［次知识责任］乔界文 译 

  

 

［正题名］道法自然 

［副题名］帝王心态 

［第一责任人］李漫博，孙新强著 



［出版者］中国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主题词］道家/思想/研究 

［主题词］帝王/研究 

［知识责任］李漫博 著 

［知识责任］孙新强 著 

  

 

［正题名］庄子浅注 

［第一责任人］曹础基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10 

［主题词］道家 

［知识责任］曹础基 著 

  

 

［正题名］庄学研究 

［副题名］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崔大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主题词］道家/研究 

［知识责任］崔大华 著 

  

 

［正题名］庄子与中国美学 

［第一责任人］刘绍瑾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丛编题名］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丛书 2 饶子主编 

［主题词］美学思想/庄周/研究 

［知识责任］刘绍瑾 著 

  

 

［正题名］庄子集释 

［第一责任人］（清）郭庆藩辑 

［译者］王孝鱼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61.7 

［附注内容］《庄子集释》曾于 1961 年整理出版。这部书收集了较多材料，至今仍不失为研

究《庄子》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主题词］道家 

［知识责任］郭庆藩 辑 

［次知识责任］王孝鱼 整理 



  

 

［正题名］公孙龙子研究 

［第一责任人］庞朴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9.12 

［附注内容］本书以道藏本为基础，作注译、考辨、批判、探源各篇，并辑录历来有关公孙

龙其人其书的事迹、评说、著录等作为附录。 

［主题词］名家/研究 

［知识责任］庞朴 著 

  

 

［正题名］荀子新注 

［第一责任人］（战国）荀况著 

［译者］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9.2 

［附注内容］本书对《荀子》现存三十二篇全部进行了注释。每篇包括说明、原文、注释。

说明是对本篇的基本内容作一简要的介绍和分析。注释除对词义的解释、校勘说明、一些句

子的串讲外，还包括对部分旧注的评论。书后附有四个附录。 

［主题词］儒家 

［知识责任］荀况 著 

  

 

［正题名］国内有关宋明理学论文索引 

［副题名］1949－1980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史学会云南省分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 

 

［正题名］墨经分类译注 

［第一责任人］谭戒甫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书把《墨析》析为：名言、自然、数学、力学、光学、认识、辩术、辩学、

政治、经济、教学、伦理等十二类，并分别逐条加以翻译和注释。 

［主题词］墨家 

［知识责任］谭戒甫 著 

  

 

［正题名］墨经的逻辑学 

［第一责任人］沈有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主题词］墨家/逻辑学 

［知识责任］沈有鼎 著 

  

 

［正题名］诸子文选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译者］京师大学文科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惠施公孙龙评传 

［第一责任人］杨俊光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匡亚明主编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Hui Shi and Gong Sunlong. 

［知识责任］杨俊光 著 

  

 

［正题名］公孙龙子长笺 

［第一责任人］奕星著 

［出版者］中州书画社 

［出版日期］1982.4 

［知识责任］奕星 著 

  

 

［正题名］《管子》经济篇文注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思想研究组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4 

［主题词］经济思想/管子/文集 

  

 

［正题名］韩非子索引 

［第一责任人］周钟灵等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5 

［主题词］法家/专书索引 

［知识责任］周钟灵 主编 

  

 

［正题名］阴性文化 



［第一责任人］刘康德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主题词］阴阳/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康德 著 

  

 

［正题名］周易探源 

［第一责任人］李镜池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8.3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论文，早期写于 1930 年左右，后期截止 1963 年。论文主要论点，认

为《易》保存了一些古代史料，要以社会发展史观点来研究：卦、爻辞有它的系统组织，要

全面比较分析，才得其真义。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李镜池 著 

  

 

［正题名］周易大传今注 

［第一责任人］高亨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79.6 

［主题词］先秦哲学 

［知识责任］高亨 著 

  

 

［正题名］杂家帝王学 

［副题名］《吕氏春秋》 

［第一责任人］刘元彦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中华文库 

［主题词］杂家/研究 

［知识责任］刘元彦 著 

  

 

［正题名］简明汉—唐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孙实明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孙实明 著 

  

 



［正题名］两汉经学史 

［第一责任人］章权才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经学/历史/中国/两汉时代 

［知识责任］章权才 著 

  

 

［正题名］贾谊集 

［第一责任人］（汉）贾谊著 

［译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西汉初期著名政论家和文学家贾谊的《新书》五十六篇、疏七篇、

赋五篇和散见于其他古籍中的一些佚文。书末附录：佚文；贾谊传；贾谊生活时代大事年表；

著录；序跋。 

［主题词］古典文学/中国/西汉时代/选集 

［知识责任］贾谊 著 

  

 

［正题名］晁错集注释 

［第一责任人］《晁错集注释》组注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6 

［附注内容］晁错是西汉时的著名法家政治家，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提出了一套较完

整的法治措施。本书比较全面地收集了晁错的著作，作了详细的评注，其中有《言皇太子宜

知术数》、《言兵事疏》、《论贵粟疏》等 9 篇，书末有 2 个附录。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西汉时代 

  

 

［正题名］实塞·备战·抗击侵扰 

［副题名］读晁错的《言兵事疏》《募民实塞疏》 

［第一责任人］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理论小组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5.5 

［附注内容］晁错的《言兵事疏》、《募民实塞疏》，提出了一套抗击匈奴侵扰的战略战术，

为保卫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奠定了军事理论基础，是研究法家军事思想的重要著作。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西汉时代 

  

 

［正题名］晁错著作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西汉时代 

  

 

［正题名］《盐铁论》译注 

［第一责任人］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工农兵学员注释 

［出版者］冶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12 

［附注内容］本书对《盐铁论》全书作了注释、语译和简评。本书原文采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本，个别字句参照其他版本校改。书前冠有“前言”和“桑弘羊简介”。 

［主题词］财政/中国/西汉时代 

  

 

［正题名］《盐铁论》选评 

［第一责任人］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5.10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盐铁论》中的《本议》、《非鞅》、《相刺》、《利议》、《世务》、《刑德》

六篇文章。每篇都有注释、译文和讲评。从这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西汉盐铁会议前后两条路

线斗争的概貌。书末附有桑弘羊年表。 

［主题词］财政/中国/西汉时代 

  

 

［正题名］桓谭及其新论 

［第一责任人］桓谭著 

［译者］宿县安徽大学中文系桓谭新论校注小组[校注]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桓谭 著 

  

 

［正题名］新论 

［第一责任人］（汉）桓谭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6 

［附注内容］桓谭是两汉之际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新论》是他的主要论著，反映了他的进

步的政治主张和反对谶纬神学的无神论思想。《新论》原书已散佚，清人有几种辑本。本书

以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本为底本进行了校点，并择要作校勘记。书后对严漏辑条文，另作

了补遗。 

［主题词］政论/中国/东汉时代 

［知识责任］桓谭 著 

  

 

［正题名］论衡选注 



［第一责任人］《论衡选注》小组选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5 

［附注内容］本书选注了《论衡》中比较集中地反映王充的进步思想的十二篇文章。包括：

《问孔》、《刺孟》、《实知》、《知实》、《语增》（节选）、《齐世》、《自然》、《谴告》、《论死》、

《道虚》（节选）、《辨祟》、《自纪》。每篇文章都有说明、注释和译文。 

  

 

［正题名］春秋繁露 

［第一责任人］（汉）董仲舒撰 

［译者］（清）凌曙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5.9 

［附注内容］本书是西汉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约公元前一七九—前一○四年）的主要著作。

董仲舒为了推行儒家路线，在这部书中发挥了孔、孟的反动学说，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反

动说教、“奉天法古”的复古主义历史观和“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体系。现在出版的这个

本子用清凌曙的《春秋繁露注》为底本，并参照其他版本，改正了明显的错字，加以标点，

排印出版，供批判用。 

［主题词］儒家 

［知识责任］董仲舒 撰 

［次知识责任］凌曙 注 

  

 

［正题名］董仲舒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华友根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知识责任］华友根 著 

  

 

［正题名］王充哲学思想探索 

［第一责任人］徐敏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章：一、战斗在儒家和谶纬神学统治的时代；二、有关王充著作若

干问题的考订；三、唯物的气一元论；四、无鬼论与薄死厚生思想；五、对“生而知之”先

验论的批判；六、时命论及其实质。书末附王充年谱。 

［主题词］哲学思想/王充/研究 

［知识责任］徐敏 著 

  

 

［正题名］潜夫论 

［第一责任人］（汉）王符撰 

［译者］（清）汪继培笺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4 

［附注内容］《潜夫论》共十卷，三十六篇。书中强调重视农业生产，把发展农桑看作“富

国之本”。还认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否认天神存在。本书湖海楼丛书汪继培笺注本

为底本，加以标点。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东汉时代 

［主题词］政论/中国/东汉时代 

［知识责任］王符 撰 

［次知识责任］汪继培 笺 

  

 

［正题名］潜夫论纂 

［第一责任人］（汉）王符著 

［译者］（清）汪继培笺 

［译者］彭铎校正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9.4 

［知识责任］王符 著 

［次知识责任］汪继培 笺 

［次知识责任］彭铎 校正 

  

 

［正题名］中国文化的清流 

［第一责任人］王晓毅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玄学/研究 

［知识责任］王晓毅 著 

  

 

［正题名］中国重玄学 

［副题名］理想与现实的殊途与同归 

［第一责任人］卢国龙著 

［出版者］人民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主题词］玄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道教/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卢国龙 著 

  

 

［正题名］范缜《神灭论》 贾思勰《齐民要术·序》注译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11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南朝时代 

［主题词］农学/中国/北魏 

  

 

［正题名］王弼集校释 

［第一责任人］（魏）王弼著 

［译者］楼宇烈校释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8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并校释了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

例》、《论语释疑》等几种。同时本书将《周易》及老子《道德经》等原文一并录入。 

［知识责任］王弼 著 

［次知识责任］楼宇烈 校释 

  

 

［正题名］抱朴子内篇校释 

［第一责任人］（晋）葛洪著 

［译者］王明校释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1 

［附注内容］晋葛洪（公元 283－363）著的《抱朴子内篇》是一部有宗教哲学和科学技术

内容的书，是研究道教史和科学技术史的重要资料。本校释以清孙星衍平津馆校刊本为底本。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东晋 

［知识责任］葛洪 著 

［次知识责任］王明 校释 

  

 

［正题名］抱朴子外篇校笺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杨明照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新编诸子集成 1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东晋 

［知识责任］杨明照 撰 

  

 

［正题名］刘知几著作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7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选注了刘知几所著《史通》一书中 出色的两篇文章－《疑古》、《惑经》。



这两篇文章对孔丘以及被儒家奉为经典的《春秋》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文章旗帜鲜明，辛辣

锋利，闪耀着法家思想的战斗锋芒。书前有《刘知几简介》一文。 

［主题词］史学理论/中国/唐代 

  

 

［正题名］柳宗元论文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5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选注了《封建论》、《天说》、《贞符》、《六逆论》、《敌戒》、《非〈国语〉》

（选）等六篇论文。书前有柳宗元简介。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唐代 

  

 

［正题名］柳宗元《非〈国语〉》译注选 

［第一责任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理论组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7 

［附注内容］本书是唐代进步思想家柳宗元《非〈国语〉》一书的译注节选本，共选注了二

十篇。它以短篇随笔的形式和论难的体裁，针对儒家著作《国语》中宣扬的“天命”、“崇礼”、

“正名”等反动的唯心谬论，逐条加以批驳，并阐发了作者的法治思想和反“天命”的朴素

唯物主义观点。书后附有柳宗元的两封信，可以了解柳宗元写作此书的背景。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唐代 

  

 

［正题名］柳宗元《非国语》评语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法家著作注释研究班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唐代 

  

 

［正题名］无能子校注 

［第一责任人］王明校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12 

［附注内容］《无能子》是唐代思想史上重要作品之一。作者（真实姓名不传）是唐末具有

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受黄巢农民大起义的影响，竭力否定君臣名分，

谴责圣人，反对忠孝伦理道德，鄙弃名利，隐姓埋名，甘当时代的“狂人”。可以说，本书

的思想是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折射反光。 

［主题词］哲学/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王明 校注 

  



 

［正题名］宋明理学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侯外庐等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知识责任］侯外庐 主编 

  

 

［正题名］宋明理学史 

［书目卷册］下卷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侯外庐等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主题词］理学/哲学史 

［知识责任］侯外庐 主编 

  

 

［正题名］湖湘学派源流 

［第一责任人］陈谷嘉，朱汉民著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主题词］理学/哲学学派/湖南 

［知识责任］陈谷嘉 著 

［知识责任］朱汉民 著 

  

 

［正题名］理心之间 

［副题名］朱熹与陆九渊的理学 

［第一责任人］高全喜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中华文库 

［主题词］理学/研究 

［知识责任］高全喜 著 

  

 

［正题名］宋明理学 

［第一责任人］吴乃恭编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主题词］中国哲学 

［主题词］宋明理学 



［知识责任］吴乃恭 编著 

  

 

［正题名］陆王学述 

［副题名］一系精神哲学 

［第一责任人］徐梵澄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学术集林丛书 

［主题词］陆王学派/精神哲学/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徐梵澄 著 

  

 

［正题名］摆脱困境 

［副题名］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第一责任人］（美）墨子刻著 

［译者］颜世安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主题词］理学/研究 

［主题词］程朱学派/哲学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墨子刻 著 

［次知识责任］颜世安 译 

  

 

［正题名］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 

［第一责任人］祝瑞 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理学/关系/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祝瑞  主编 

  

 

［正题名］中国理学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董玉整主编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理学/中国/古代/词典 

［知识责任］董玉整 主编 

  

 

［正题名］李觏集 

［第一责任人］（宋）李觏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李觏是北宋时期，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是“庆历新政”理论

上的支持者。本书汇集了他的主要著述。作品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笔锋所向，具

有强烈的战斗性，实质上是对北宋中期社会的政治批判和学术思想批判。同时，也反映了他

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也兼涉一些法学思想和军事思想。 

［主题词］哲学/中国/北宋 

［知识责任］李觏 著 

  

 

［正题名］王安石著作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2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王安石的三篇文章的注译，《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节选）注译、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注译、《答司马谏议书》注译。每篇文章均附有作品说明、注释和译

文。书前冠有《王安石简介》一文。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北宋 

  

 

［正题名］二程文集 

［书目卷册］12 卷 

［第一责任人］（宋）程颢，程颐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知识责任］程颢 著 

［知识责任］程颐 著 

  

 

［正题名］陈亮著作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对陈亮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和《甲辰答朱元晦书》作了注译。书前有

陈亮简介。 

［主题词］法家/中国/宋代 

  

 

［正题名］张载集 

［第一责任人］（宋）张载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8.8 



［附注内容］张载是我国北宋时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曾对佛、老思想进行了较深刻的批判，

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反理学的作用。本书以明万历四十八年沈自彰凤翔府《张子全书》官刻本

清初翻刻本为底本。对原书卷次、篇目作了调整，还增补了若干材料。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北宋 

［知识责任］张载 著 

  

 

［正题名］二程集 

［第一责任人］（宋）程颢，（宋）程颐著 

［译者］王孝鱼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7 

［附注内容］本书是程颢、程颐全部著作的汇集。内容包括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

粹言六某，其中程颐的著作居多。 

［主题词］理学/中国/北宋/文集 

［知识责任］程颢 著 

［知识责任］程颐 著 

［次知识责任］王孝鱼 点校 

  

 

［正题名］关学编 

［第一责任人］（明）冯从吾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7.9 

［丛编题名］理学丛书 

［附注内容］附续编。 

［主题词］关学 

［知识责任］冯从吾 撰 

  

 

［正题名］二程哲学体系 

［第一责任人］庞万里著 

［出版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理学/程颢/研究 

［知识责任］庞万里 著 

  

 

［正题名］思想的转型 

［副题名］量学发生过程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洪兴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主题词］理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徐洪兴 著 

  

 

［正题名］朱熹集导读 

［第一责任人］王瑞明，张全明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 

［知识责任］王瑞明 著 

［知识责任］张全明 著 

  

 

［正题名］朱熹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立文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朱熹是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本书试图从朱熹的思想实际出发，从经济、政治、

教育思想、哲学、伦理以及历史观等方面作了探讨。 

［知识责任］张立文 著 

  

 

［正题名］福建朱子学 

［第一责任人］高令印，陈其芳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程朱学派/哲学思想/福建 

［知识责任］高令印 著 

［知识责任］陈其芳 著 

  

 

［正题名］陆九渊集 

［第一责任人］（宋）陆九渊著 

［译者］钟哲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1 

［附注内容］陆九渊（1139－1193 年），字子静，是南宋以后一直和朱熹齐名，而又始终是

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唯心主义相抗衡的心学唯心主义代表。本书是以上海涵芬楼影印嘉靖

本为底本，并与其他刻本校勘而成的，还将各本序、跋、朱熹与陆九渊弟兄论辨的书信、宋

元学案中象山学案的按语等作为附录。 

［主题词］哲学/中国/南宋 

［知识责任］陆九渊 著 

［次知识责任］钟哲 点校 

  



 

［正题名］走向心学之路 

［副题名］陆象山思想的足迹 

［第一责任人］张立文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2.4 

［主题词］心学/陆九渊/研究 

［知识责任］张立文 著 

  

 

［正题名］学习记言序目 

［第一责任人］（南宋）叶适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7.10 

［附注内容］本书是叶适的读书札记。他通过评论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集时政之得失”，

“究物理之显微”，表达了他的政治、经济主张和论理思想。书中反映出他有批判道学唯心

主义的精神。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南宋 

［知识责任］叶适 著 

  

 

［正题名］叶适与永嘉学派 

［第一责任人］周梦江著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主题词］永嘉派/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周梦江 著 

  

 

［正题名］蓝田吕氏遗著辑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3.11 

［丛编题名］理学丛书 

［主题词］理学/中国/北宋 

  

 

［正题名］崇正辩斐然集 

［第一责任人］（宋）胡寅撰 

［译者］容肇祖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理学丛书 

［主题词］理学/研究/中国/南宋 

［知识责任］胡寅 撰 



［次知识责任］容肇祖 点校 

  

 

［正题名］陈献章集 

［第一责任人］（明）陈献章著 

［译者］孙通海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7.7 

［丛编题名］理学丛书 

［主题词］理学/中国/明代/文集 

［知识责任］陈献章 著 

［知识责任］孙通海 点校 

  

 

［正题名］张居正著作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5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选注张居正的代表作之一《辛未会试程策二》和《杂著》四篇。每篇有作

品说明、注释和译文。书前有张居正简介。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明代 

  

 

［正题名］李贽文选读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选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明代 

  

 

［正题名］李贽著作选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贽著作选注小组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附注内容］本书是李贽的某些重要作品的选注本。全书分上、下两册。本册选自《焚书》、

《续焚书》，共收文章三十篇。各篇按原书先后顺序排列。在前言中，对李贽的生平和思想

作了简介。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明代 

  

 

［正题名］李贽文章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11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选注了明代法家人物李贽的《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藏书·德业儒

臣前论》、《题孔子像于芝佛院》、《赞刘谐》、《答耿中丞》、《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五篇文

章。每篇除注释外，还有作品说明和译文。书前冠有《李贽简介》一文。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明代 

  

 

［正题名］李贽研究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第 2、3 辑 

［第一责任人］厦门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王阳明全集 

［第一责任人］（明）王守仁撰 

［译者］吴光等编校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知识责任］王阳明 撰 

［次知识责任］吴光 编校 

  

 

［正题名］王阳明全集 

［丛书］知行录 

［第一责任人］（明）王守仁著 

［译者］张立文整理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丛编题名］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知识责任］王守仁 著 

［次知识责任］张立文 整理 

  

 

［正题名］王阳明全集 

［丛书］静心录 

［第一责任人］（明）王守仁著 

［译者］张立文整理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丛编题名］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知识责任］王守仁 著 



［次知识责任］张立文 整理 

  

 

［正题名］王阳明全集 

［丛书］悟真录 

［第一责任人］（明）王守仁著 

［译者］张立文整理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丛编题名］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知识责任］王守仁 著 

［次知识责任］张立文 整理 

  

 

［正题名］王阳明全集 

［丛书］顺生录 

［第一责任人］（明）王守仁著 

［译者］张立文整理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丛编题名］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知识责任］王守仁 著 

［次知识责任］张立文 整理 

  

 

［正题名］阳明学说对日本之影响 

［第一责任人］载瑞坤撰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出版日期］1981 

［知识责任］载瑞坤 撰 

  

 

［正题名］王学通论 

［副题名］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第一责任人］杨国荣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心学/王守仁/研究 

［知识责任］杨国荣 著 

  

 

［正题名］儒学的转折 

［副题名］阳明学派教育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毕诚著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主题词］教育思想/王守仁/研究 

［知识责任］毕诚 著 

  

 

［正题名］心学与美学 

［第一责任人］赵士林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主题词］心学/研究 

［知识责任］赵士林 著 

  

 

［正题名］王阳明心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方尔加著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丛编题名］博士论丛 叶秀山主编 

［主题词］心学/王阳明/研究 

［知识责任］方尔加 著 

  

 

［正题名］泰州学派 

［第一责任人］杨天石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泰州学派是王阳明唯心主义的一个分支，它和王学有共同点，又有自己特点。

本书通过分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以及王襞、韩贞、颜钧、何心隐、王栋、罗汝芳、耿定

向等人的思想，指出泰州学派使王学唯心主义向下层传播，扩大毒害人民的深度和广度，但

是它的传播又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着宋明道学，使李贽的道学反对派思想应运而生，甚至为

明清之际唯物主义思想高潮准备了条件。 

［主题词］泰州学派 

［知识责任］杨天石 著 

  

 

［正题名］王廷相和明代气学 

［第一责任人］葛荣晋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0.2 

［主题词］思想评论/王廷相 

［知识责任］葛荣晋 著 

  



 

［正题名］困知记 

［第一责任人］（明）罗钦顺著 

［译者］闫韬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0.8 

［丛编题名］理学丛书 

［主题词］理学/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罗钦顺 著 

［次知识责任］闫韬 点校 

  

 

［正题名］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建业主编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知识责任］张建业 主编 

  

 

［正题名］朱舜水集 

［第一责任人］（清）朱舜水著 

［译者］朱谦之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8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朱舜水 著 

［次知识责任］朱谦之 整理 

  

 

［正题名］朱氏舜水谈绮 

［第一责任人］（明）朱之瑜撰 

［译者］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丛编题名］上海文献丛书 

［知识责任］朱之瑜 撰 

  

 

［正题名］澄野子内篇 

［第一责任人］（明）吕楠撰 

［译者］赵瑞民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2.12 

［丛编题名］理学丛书 



［主题词］理学/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吕楠 撰 

［次知识责任］赵瑞民 点校 

  

 

［正题名］明代理学大师 

［丛书］薛瑄 

［第一责任人］李元庆著 

［出版者］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理学/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李元庆 著 

  

 

［正题名］陈确集 

［第一责任人］（清）陈确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9.4 

［附注内容］本集收入明末清初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陈确的全部著作。其中文集十八卷，别

集十七卷，诗集十二卷，并附有年谱及其他一些资料。 

［主题词］古典文学/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陈确 撰 

  

 

［正题名］清代学术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楚生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88.2 

［丛编题名］史学丛书 

［知识责任］胡楚生 著 

  

 

［正题名］清儒学案 

［书目卷册］1－4 

［第一责任人］（清）徐世昌撰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1990.9 

［丛编题名］海王邨古籍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徐世昌 撰 

  

 

［正题名］清代哲学 

［第一责任人］王茂等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哲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茂 著 

  

 

［正题名］尚书引义 

［第一责任人］（清）王夫之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6.5 

［附注内容］本书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王夫之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通过阐释《尚书》经义，

评史论政，揭露明代政治弊端，主张社会改革，特别是在哲学思想上，对宋明道学及其思想

渊源—孔孟儒家、佛道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全书共五十篇，每篇各有它的中心论点。本书

实际上是一部哲学、政治思想短篇论集。 

［主题词］史料/中国/商周时代 

［知识责任］王夫之 著 

  

 

［正题名］张子正蒙注 

［第一责任人］（清）王夫之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5.9 

［附注内容］本书是进步思想家王夫之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他通过为北宋张载的《正蒙》

一书注解的形式，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对佛老唯心主义的批判精神，对

宋明道学进行了分析批判。本书用 1865 年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为底本，重新校勘标点。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夫之 著 

  

 

［正题名］读四书大全说 

［第一责任人］（清）王夫之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5.9 

［附注内容］本书是清初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王夫之用解释儒家经典－《四书》的形式，

批判儒家思想，表述法家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对孔孟之道作了一定的批判与否定，特

别是批判了程颐、朱熹等人的唯 心主义道学和反动政治观点。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王夫之不能全面继承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法家的革命精神，不敢公 打出尊法反儒的旗帜，对

儒家思想的批判很不彻底。 

［主题词］儒家 

［知识责任］王夫之 著 

  

 

［正题名］周易外传 

［第一责任人］（清）王夫之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7.12 

［附注内容］本书是王夫之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作者采取传统的传注形式，对于《周易》

的体系作了改造，精细而深入地吸收和阐发了《周易》哲学中所含的合理思想，并结合自己

实践经验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做了重要的发展，从而把我国源远流长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

思想传统，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夫之 著 

  

 

［正题名］王夫之著作选注 

［第一责任人］（清）王夫之著 

［译者］王夫之著作选注小组选注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夫之 著 

  

 

［正题名］王夫之著作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2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注译了王夫之重要哲学著作两篇：《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十二章》和《尚

书引义·说命中二》。书前有王夫之简介。 

［主题词］法家/中国/清代 

  

 

［正题名］明夷待访录 

［第一责任人］（清）黄宗羲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11 

［附注内容］《明夷待访录》是作者的政治专著。在本书中，作者根据古代天子禅让的传说，

指斥后世君主把天上做为“一人一姓”的私有物，大胆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表现了

一定的民主思想色彩。 

［主题词］哲学思想/黄宗羲 

［知识责任］黄宗羲 著 

  

 

［正题名］明夷待访录导读 

［第一责任人］季学原，桂兴沅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 蔡尚思主编 

［知识责任］季学原 著 

［知识责任］桂兴沅 著 

  

 

［正题名］戴震集 

［第一责任人］（清）戴震撰 

［译者］汤志钧校点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附注内容］戴震（1723－1777 年），是清代著名思想家和学者。本书共分上、下两编。上

编所收为单篇著作、共十二卷；经籍考证；礼制；文字训诂；音韵；天文；地理；算术，哲

学；书牍；序跋；酬应文字；碑传志铭。下编所收为哲学著作，计四篇：《孟子字义疏证》、

《原善》、《绪言》、和《孟子私淑录》。这些论著，反映了戴震治学涉及的各个方面，对研究

戴震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很有帮助。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震 撰 

［次知识责任］汤志钧 校点 

  

 

［正题名］戴震全集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清）戴震著 

［译者］戴震研究会，徽州师范专科学校，戴震纪念馆编纂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知识责任］戴震 著 

  

 

［正题名］戴震全集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戴震研究会等编纂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正题名］戴震全集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戴震研究会等编纂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正题名］戴震文集 

［第一责任人］（清）戴震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辑集戴震（戴东原）的散篇论著、论学书信，以及所著各书序跋等，

还收录了《戴东原集》未收而见于他本的文章五篇及未刊稿六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

治学方法和一生治学的梗概。 

［主题词］戴震/文集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震 著 

  

 

［正题名］戴震哲学著作选注 

［第一责任人］（清）戴震著 

［译者］安正辉选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9.3 

［附注内容］戴震（1723－1777），是我国十八世纪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杰出的唯物主义哲

学家。本书选注了他的重要哲学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答彭进土允初书》等。篇

首均有提要，注释除解释难字难词外，还作了必要的串讲。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震 著 

［次知识责任］安正辉 选注 

  

 

［正题名］戴震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茂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知识责任］王茂 著 

  

 

［正题名］戴震的哲学 

［副题名］唯物主义与道德价值 

［第一责任人］(（日）村濑裕也著 

［译者］王守华等译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哲学思想/戴震/研究 

［知识责任］村濑裕也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守华 译 

  

 

［正题名］转机与革新 

［副题名］论中国畸儒朱之瑜 

［第一责任人］李甦平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丛编题名］中青年学者文库 黄晋凯主编 

［主题词］思想评论/朱之瑜 

［知识责任］李甦平 著 

  

 

［正题名］以礼代理 

［副题名］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 

［第一责任人］张寿安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3.5[1994.5]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附注内容］赠阅。 

［知识责任］张寿安 著 

  

 

［正题名］二曲集 

［第一责任人］（清）李颙撰 

［译者］陈俊民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理学丛书 

［主题词］理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颙 撰 

［次知识责任］陈俊民 点校 

  

 

［正题名］中国近代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侯外庐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2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一章，每章除写哲学思想之外，还写了当时的阶级、阶级斗争的概况，

论述阶级斗争怎样反映了于意识形态领域。书中着重论述了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

代表人物，如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的哲学思想；也写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

如何在思想上结成同盟，对抗当时的革命思想和先进思想。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先进思想，作

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论述了它们的优点和局限性。全书根据整个历史，指出只有毛泽东思想

才能救中国。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侯外庐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7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康有为思想研究》、《谭嗣同研究》、《论严复》、《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

《论孙中山的思想》、《章太炎剖析》、《梁启超王国维简论》、《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等十篇

文章。这些文章是作者从五十年代到 近，陆续发表在各报刊上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

论。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哲学简史 

［第一责任人］张锡勤编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2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锡勤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华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0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华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4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 

［第一责任人］胡秋原著 

［出版者］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知识责任］胡秋原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尚思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主编 

［译者］李华兴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卷 1921 年 7 月－1927 年 7 月。 

［主题词］思想/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蔡尚思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华兴 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主编 

［译者］姜义华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2 

［附注内容］本卷 1927 年 7 月－1937 年 7 月。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尚思 主编 

［次知识责任］姜义华 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主编 

［译者］姜义华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2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尚思 主编 

［次知识责任］姜义华 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书目卷册］第 5 卷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主编 

［译者］李华兴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尚思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华兴 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丛编题名］蔡尚思论文选集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 

［第一责任人］张灏等著 

［出版者］时报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0.6 

［知识责任］张灏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张锡勤等编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2 

［知识责任］张锡勤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等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近代/文集 

  

 

［正题名］中国近代哲学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冯契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分为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等 3 个部分。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冯契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哲学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冯契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冯契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第一责任人］冯契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冯契 著 

  

 

［正题名］儒学与维新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丛编题名］国学研究丛书 

［主题词］儒家/影响/政治思想/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吴雁南 著 

  

 

［正题名］康章合论 

［第一责任人］汪荣祖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知识责任］汪荣祖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和鬼神观 

［第一责任人］肖万源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神/思想评论/中国/近代 

［主题词］鬼/思想评论/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家/宗教/思想评论/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肖万源 著 

  



 

［正题名］天命的没落 

［副题名］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高瑞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主题词］唯意志论/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瑞泉 著 

  

 

［正题名］近代思想史散论 

［第一责任人］龚鹏程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1.11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知识责任］龚鹏程 著 

  

 

［正题名］从经世到启蒙 

［副题名］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李双壁著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知识责任］李双壁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哲学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季甄馥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知识责任］季甄馥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张锡勤著 

［出版者］万卷楼图书 

［出版日期］1993.3 

［知识责任］张锡勤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家 

［第一责任人］陈卫平，陈晓龙编著 



［出版者］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知识全书 

［主题词］思想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卫平 编著 

［知识责任］陈晓龙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哲学的宏观透视 

［第一责任人］魏义霞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9 

［丛编题名］发展与改革丛书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魏义霞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关于民主思想的三个误区 

［副题名］1900－1949 

［第一责任人］黄岭峻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黄岭峻 著 

  

 

［正题名］从严复到金岳霖 

［副题名］实证论与中国近代哲学 

［第一责任人］杨国荣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实证主义/中国/近代/研究 

［知识责任］杨国荣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第一责任人］高瑞泉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7 

［主题词］社会思潮/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瑞泉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近代新学的展  

［第一责任人］张立文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哲学 

［知识责任］张立文 著 

  

 

［正题名］理性与良知 

［副题名］张东荪文选 

［第一责任人］张东荪著 

［译者］张汝伦编选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东荪 著 

［次知识责任］张汝伦 编选 

  

 

［正题名］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辛冠洁等主编 

［译者］张立文，默明哲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及其续编的继续，它载入从鸦片战争到五

四运动时期，包括龚自珍、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章炳麟、朱执

信、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二十六名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介绍了他们的生平、著作、学

术活动；论述了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重新评价了历来有关他们的评价。 

［主题词］哲学家/评传/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辛冠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立文 编 

［次知识责任］默明哲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丁冠之，肖万源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3.4 

［主题词］哲学家/评传/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丁冠之 编 

［知识责任］肖万源 编 

  

 

［正题名］龚自珍著作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5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选注龚自珍的三篇文章：《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尊隐》、《明良论（节

选）》。每篇有作品说明、注释和译文。书前有龚自珍简介。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清代 

  

 

［正题名］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家 

［副题名］魏源 

［第一责任人］郑文，薛军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3 

［附注内容］魏源是我国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法家、爱国主义者。本书分为：魏源所处的时

代、魏源的生平和著作、反侵略的爱国志士、杰出的军事思想家、魏源的变革思想、魏源的

哲学思想等六节。书末附有魏源年谱简编。 

［知识责任］郑文 编 

［知识责任］薛军 编 

  

 

［正题名］严复诗文选注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国营红卫机械厂《严复诗文选注》注释组选注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古典诗歌/中国/清代/选集 

  

 

［正题名］章太炎政论选集 

［第一责任人］章炳麟著 

［译者］汤志钧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7.11 

［附注内容］本书选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写作的较有战斗性的政治论

文、宣言、启事、通电、序跋、碑传、信札和诗歌等共 250 多篇。这些文章比较集中突出地

反映了章太炎一生的进步思想和革命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政治思想上的民族资产



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主题词］政论/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章炳麟 著 

［次知识责任］汤志钧 编 

  

 

［正题名］章太炎著作选注 

［第一责任人］《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7 

［丛编题名］法家著作选读 

［附注内容］本书对章太炎的四篇代表作《商鞅》、《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无神论》和《思

葛》作了注释和语译。书前有《章太炎简介》。 

  

 

［正题名］魏源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耀南著 

［出版者］乾惕书屋 

［出版日期］1982.11 

［知识责任］陈耀南 著 

  

 

［正题名］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 放 

［副题名］纪念魏源 200 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刘泱泱等编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政治思想/魏源/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刘泱泱 编 

  

 

［正题名］谭嗣同文选注 

［第一责任人］谭嗣同著 

［译者］周振甫选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3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谭嗣同 著 

［次知识责任］周振甫 选注 

  

 

［正题名］谭嗣同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义君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附注内容］本书对我国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期间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的哲学思想

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较为全面、深刻地阐明了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后来居上”的原因；

指出了谭嗣同思想发展中的矛盾。 

［知识责任］徐义君 著 

  

 

［正题名］谭嗣同变法思想研究 

［副题名］从仁学的思想理则析论谭嗣同的变法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王樾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0.8 

［丛编题名］中国哲学丛刊 

［知识责任］王樾 著 

  

 

［正题名］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本书编选了国内学者在解放前后写作的论述严复和严译名著的文章八篇，从不

同角度分析评述了严复的思想和翻译及其在思想界和翻译界的贡献。书后附有严复生平、著

译大事年表。 

［主题词］哲学思想/严复/文集 

  

 

［正题名］严复语萃 

［第一责任人］马勇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 新论语 

［知识责任］马勇 编 

  

 

［正题名］严复与福泽谕吉 

［副题名］中日启蒙思想比较 

［第一责任人］王中江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启蒙运动/思想家/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知识责任］王中江 著 

  

 

［正题名］寻求富强 



［副题名］严复与西方 

［第一责任人］（美）本杰明·史华兹著 

［译者］叶凤美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主题词］思想评论/严复 

［知识责任］史华兹 著 

［次知识责任］叶凤美 译 

  

 

［正题名］严复学术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志建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5.12 

［知识责任］张志建 著 

  

 

［正题名］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 

［副题名］严复文选 

［第一责任人］严复著 

［译者］卢云昆编选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6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谢遐龄主编 

［知识责任］严复 著 

［次知识责任］卢云昆 编选 

  

 

［正题名］严复与西方 

［第一责任人］（美）许华茨著 

［译者］滕复等译 

［出版者］职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附注内容］本书对严复的思想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思想评论/严复 

［知识责任］许华茨 著 

［次知识责任］滕复 译 

  

 

［正题名］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第一责任人］邝柏林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哲学思想的形成以及他的政

治活动；分析了康有为哲学思想的三个部分：①唯心主义体系与一些泛神论倾向；②变易进

化思想与唯心史观；③人道主义与“大同”思想。 后还讲了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有为哲

学思想的堕落与反动。 

［主题词］哲学思想/康有为 

［知识责任］邝柏林 著 

  

 

［正题名］康有为政论集 

［第一责任人］汤志钧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附注内容］《康有为政论集》选录了康有为的重要政论、奏稿、函电、序跋、诗歌和部分

专著，为研究康有为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主题词］政论/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汤志钧 编 

  

 

［正题名］康有为与保皇会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附注内容］本书是根据康有为家属损献的康有为手稿等编选的，分奏折、论说、书札、章

程等类，计一百九十件。内容主要反映康有为政治生涯中的保皇活动。 

［主题词］辛亥革命/1901-1911/史料 

  

 

［正题名］万木草堂遗稿外编 

［第一责任人］蒋贵麟编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7 

［知识责任］蒋贵麟 编 

  

 

［正题名］南海康先生口说 

［第一责任人］吴熙钊，邓中好校点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学术思想/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熙钊 校点 

［知识责任］邓中好 校点 

  



 

［正题名］康有为学术著作选 

［丛书］长兴学记 

［丛书］桂学答问 

［丛书］万木堂口说 

［第一责任人］楼宇烈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8.3 

［知识责任］楼宇烈 整理 

  

 

［正题名］诸天讲 

［第一责任人］康有为著 

［译者］楼字烈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0.4 

［丛编题名］康有为学术著作选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次知识责任］楼字烈 整理 

  

 

［正题名］春秋董氏学 

［第一责任人］康有为编 

［译者］楼字烈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康有为学术著作选 

［主题词］儒家/研究 

［知识责任］康有为 编 

［次知识责任］楼字烈 整理 

  

 

［正题名］康有为学术著作选 

［丛书］康子内外篇 

［副题名］外六种 

［第一责任人］康有为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8.8 

［丛编题名］康有为学术著作选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正题名］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 

［第一责任人］广东康梁研究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选编。 

  

 

［正题名］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葛懋春，蒋俊编选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编 

［附注内容］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附注内容］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著述十分丰富。本书收梁启超哲学

思想论文 67 篇及《三十自述》、《清代学术概论》（选录）两文。 

［主题词］哲学思想/梁启超/文集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葛懋春 编选 

［知识责任］蒋俊 编选 

  

 

［正题名］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第一责任人］（美）勒文森著 

［译者］刘伟等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主题词］近代哲学/思想评论/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勒文森 著 

［次知识责任］刘伟 译 

  

 

［正题名］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易新鼎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易新鼎 著 

  

 

［正题名］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副题名］1890—1907 

［第一责任人］（美）张灏著 

［译者］崔志海，葛夫平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主题词］政治思想/梁启超/研究 

［知识责任］张灏 著 

［次知识责任］崔志海 译 

［次知识责任］葛夫平 译 

  

 

［正题名］梁启超政论选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中国记者丛书 

［主题词］政论/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出版者］里仁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84.2[1995.2]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梁启超论著选粹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译者］陈其泰等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4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次知识责任］陈其泰 编 

  

 

［正题名］章太炎全集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章炳麟著 

［译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册收有《膏兰室札记》、《诂经札记》、《七略别录佚文徵》三种。内容主要是

对儒家经籍，周奏诸子以至汉代著作的字义考释。 

［主题词］哲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章炳麟 著 

  

 



［正题名］章太炎全集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章炳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7 

［主题词］哲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章炳麟 著 

  

 

［正题名］章太炎全集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章炳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7 

［附注内容］本册收入章太炎一生中三次修订的自编集《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

《检论》。书中反映了章太炎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变化。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章炳麟 著 

  

 

［正题名］章太炎全集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章炳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9 

［主题词］哲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章炳麟 著 

  

 

［正题名］章太炎全集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章炳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太炎文禄续编》是章太炎晚年的著作，分为七卷，前六卷是散文，

后一卷是韵文、诗歌。文体都是古文体裁。共有散文 171 篇、韵文、诗歌 67 首。 

［主题词］哲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章炳麟 著 

  

 

［正题名］章太炎全集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章炳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哲学思想/文集 

［知识责任］章炳麟 著 

  

 

［正题名］章太炎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章太炎的一生，从他的家世、少年时代 始、一直到晚年的反蒋抗

日活动。对章太炎宣传维新变法，为邹容的《革命军》写序、驳斥改良派康有为、“苏报”

案的斗争，以及主编《民报》等主要经历和著作，作了详细介绍。 

［知识责任］熊月之 著 

  

 

［正题名］论章太炎 

［第一责任人］李润苍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2 

［主题词］人物研究/章太炎/文集 

［知识责任］李润苍 著 

  

 

［正题名］章太炎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姜义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附注内容］章炳麟（1869－1936），字太炎，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本书系统介绍章

太炎的生平及其思想。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章太炎/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姜义华 著 

  

 

［正题名］章太炎的思想（19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 

［第一责任人］王汎森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5.5 

［知识责任］王汎森 著 

  

 

［正题名］章太炎评传 

［第一责任人］何成轩著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丛编题名］近代史人物评传 

［知识责任］何成轩 著 

  

 

［正题名］章太炎语萃 

［第一责任人］章太炎著 

［译者］姜义华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 新论语 刘耿，王骏主编 

［附注内容］附参考文献目录 

［知识责任］章太炎 著 

［次知识责任］姜义华 编 

  

 

［正题名］革故鼎新的哲理 

［副题名］章太炎文选 

［第一责任人］章太炎著 

［译者］姜玢编选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7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谢遐龄主编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章太炎 著 

［次知识责任］姜玢 编选 

  

 

［正题名］章太炎选集 

［副题名］注释本 

［第一责任人］章太炎著 

［译者］朱维铮，姜义华编注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书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章太炎的论著选集。其中包括了章太炎一

生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讲稿、序跋、函电和其他杂著，共六十九篇，又附录八篇。内容侧重

反映作者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 

［知识责任］章太炎 著 

［次知识责任］朱维铮 编注 

［次知识责任］姜义华 编注 

  

 

［正题名］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 

［第一责任人］陈元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哲学和美学问题上受康德和叔本华哲学影响

的情况，从而说明近代西方哲学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的影响。还批判了唯意志论和悲观

主义的哲学思想。书中还着重分析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对其《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

给予肯定的评价，而批判了他的“古雅说”、“游戏说”和“天才说”。 

［主题词］近代哲学/中国 

［知识责任］陈元晖 著 

  

 

［正题名］孙中山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磊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章：导言；民族主义思想；民权主义思想；民生主义思想；三民主

义的理论－哲学基础。书末有附录和后记。 

［知识责任］张磊 著 

  

 

［正题名］孙中山哲学思想 

［第一责任人］肖万源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附注内容］本书对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作了比较全面、完整的探讨，联系孙中山所处的时代，

综观国内外与孙中山哲学思想有关的思潮，从各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知识责任］肖万源 著 

  

 

［正题名］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 

［副题名］增订本 

［第一责任人］韦杰廷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知识责任］韦杰廷 著 

  

 

［正题名］孙中山哲学原理 

［第一责任人］任卓宣著 

［出版者］帕米尔书店 

［出版日期］1981.9 

［丛编题名］文学文库 

［知识责任］任卓宣 著 

  

 



［正题名］孙文学说之哲学探微 

［第一责任人］王静厚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1.5 

［知识责任］王静厚 著 

  

 

［正题名］国父的自由思想 

［第一责任人］陈添丁著 

［出版者］水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1 

［知识责任］陈添丁 著 

  

 

［正题名］国父哲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崔载阳著 

［译者］三民主义研究所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2.11 

［知识责任］崔载阳 著 

  

 

［正题名］中山学术论集 

［第一责任人］蒋一安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6.11 

［知识责任］蒋一安 主编 

  

 

［正题名］国父与韩非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萧善章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知识责任］萧善章 著 

  

 

［正题名］国父哲学言论辑解 

［第一责任人］任卓宣编著 

［出版者］帕米尔书店 

［出版日期］1982.6 

［知识责任］任卓宣 编著 

  

 

［正题名］胡适哲学思源 



［第一责任人］杨承彬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4.3 

［知识责任］杨承彬 著 

  

 

［正题名］胡适禅学案 

［第一责任人］柳田圣山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5.6 

［知识责任］柳田圣山 主编 

  

 

［正题名］晚清“中体西用”思想论 

［副题名］1861－1900 

［第一责任人］薛化元著 

［出版者］弘文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知识责任］薛化元 著 

  

 

［正题名］融通中西哲学的王国维 

［第一责任人］赵庆麟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哲学思想/王国维/研究 

［知识责任］赵庆麟 著 

  

 

［正题名］宋恕集 

［第一责任人］（清）宋恕著 

［译者］胡珠生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3.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知识责任］宋恕 著 

［次知识责任］胡珠生 编 

  

 

［正题名］国粹，国学，国魂 

［副题名］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1.8[1992.8] 



［丛编题名］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 24 

［附注内容］1991 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知识责任］郑师渠 著 

  

 

［正题名］廖平评传 

［第一责任人］黄 国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丛编题名］国学大师丛书 10 

［知识责任］黄 国 著 

  

 

［正题名］新加坡的精神文明 

［第一责任人］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编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主题词］政治/概况/新加坡 

  

 

［正题名］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 

［第一责任人］（新加坡）李光耀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主题词］政论/新加坡/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光耀 著 

  

 

［正题名］印度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第一责任人］（印度）孙达拉雅(Sundarayya, P.)著 

［译者］厦门大学历史系翻译小组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7.9 

［附注内容］1946－1951 年间，印度海德拉巴邦特仑甘纳地区的农民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

的土地革命运动和武装游击斗争，革命浪潮曾经席卷七个县，一千二百万人口，并建立了人

民政权。这场斗争，由于印共某些头子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了。

本书作者是印共修正主义集团的重要头目，在特仑甘纳斗争中表现动摇。在书中，作者为自

己及其同伙的机会主义路线辩解、 脱。 

［知识责任］孙达拉雅 著 

［知识责任］Sundarayya 著 

  

 

［正题名］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美）弗兰克尔著 



［译者］孙培钧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现代史/印度/1947-1977 

［知识责任］弗兰克尔 著 

［次知识责任］孙培钧 译 

  

 

［正题名］印度国大党 

［副题名］一党民主制的动力 

［第一责任人］（美）科查内克著(Kochanek, S.A.) 

［译者］上海市徐汇区教师红专学院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印度国大党从 1946 年至 1967 年的历史。着重论述国大党的发展过程，

详细分析了国大党和政府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国大党内部议会派和组织派之间的斗争。此

外，对国大党上层人物及广大党员的成分、职业、年龄以及国大党各级机构的组成和职能等

都作了介绍。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国大党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资产

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史观，书中有一些论述歪曲了印度社会的真实面目；在提到 1962 年中

印边界冲突问题时，完全站在印度扩张主义一边。读者要注意批判。 

［知识责任］科查内克 著 

［知识责任］Kochanek 著 

  

 

［正题名］我对祖国的职责 

［第一责任人］（伊朗）巴列维著 

［译者］元文琪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9 

［附注内容］本书是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统治伊朗近二十年后写的。作者回

顾了自己的生平事迹，讲述了伊朗的概况，介绍了巴列维王朝的建立，礼萨王的改革，近几

十年来伊朗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阐明了国王治理国家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本书

对研究伊朗的内政外交有参考价值。阅读时对于其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应予以分析和批判。 

［知识责任］巴列维 著 

［次知识责任］元文琪 译 

  

 

［正题名］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 

［第一责任人］（伊朗）胡韦达著 

［译者］周仲贤译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主题词］政治/伊朗 

［知识责任］胡韦达 著 



［次知识责任］周仲贤 译 

  

 

［正题名］摩沙迪 

［副题名］以色列特工部内幕 

［第一责任人］艾森伯格等著 

［译者］时波，夏泰宁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情报机构/以色列 

［知识责任］艾森伯格 著 

［次知识责任］时波 译 

［次知识责任］夏泰宁 译 

  

 

［正题名］我在埃及的间谍活动 

［第一责任人］（以）沃尔夫冈·洛茨著 

［译者］张宝青，吴正普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 

［主题词］间谍/情报活动/以色列 

［知识责任］洛茨 著 

［次知识责任］张宝青 译 

［次知识责任］吴正普 译 

  

 

［正题名］每个间谍都是王子 

［副题名］以色列情报全史 

［第一责任人］（美）丹·拉维夫，（以）约希·梅尔曼希著 

［译者］张海涛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情报机构/历史/以色列 

［知识责任］拉维夫 著 

［知识责任］梅尔曼 著 

［次知识责任］张海涛 译 

  

 

［正题名］非洲概况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概况》编写组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非洲基本情况的专著。包括非洲的政治、经济、

自然地理、古代历史、殖民主义者入侵非洲和非洲人民的反抗、现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非



洲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以及自古以来中非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正题名］利比亚沙暴 

［副题名］卡扎菲革命见闻录 

［第一责任人］（美）库利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主题词］国际政治/中东地区 

［知识责任］库利 著 

  

 

［正题名］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第一责任人］（美）维克托·勒维纳著 

［译者］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组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现代史/喀麦隆 

［知识责任］勒维纳 著 

  

 

［正题名］东欧六国和南斯拉夫政治概览 

［第一责任人］李嘉恩等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李嘉恩 编写 

  

 

［正题名］东欧概览 

［第一责任人］张文武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政治/概况/东欧 

［知识责任］张文武 主编 

  

 

［正题名］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刊是介绍国外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政治理论性读物，重点研究和介绍苏联和

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现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与比较、内外政

策与相互关系、重大历史事件、当前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件等，同时也反映对象国和其他



国家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理论、发展趋势、动态和成果。本辑选译文章、资料近 20 篇。另

有新书和人物介绍。 

［主题词］政治/东欧/文集 

  

 

［正题名］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2.11 

［主题词］政治/东欧/文集 

  

 

［正题名］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3.5 

［主题词］政治/苏联/译丛 

  

 

［正题名］东欧剧变纪实 

［第一责任人］杨华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丛编题名］当代世界知识丛书 动荡的东欧系列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主题词］国际政治/东欧 

［知识责任］杨华 主编 

  

 

［正题名］东欧大地震 

［并列题名］Puakes in eastern Europe 

［第一责任人］刘亚军等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丛编题名］跨世纪丛书 

［主题词］政治/研究/东欧 

［知识责任］刘亚军 著 

  

 

［正题名］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 

［第一责任人］陈乐民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当代世界知识丛书 

［主题词］国际政治/东欧 

［知识责任］陈乐民 著 

  

 

［正题名］政治局 

［副题名］一个神话的结束 

［第一责任人］（德）京特·沙博夫斯基，（德）弗朗克·西伦，（德）路特维希·屈纳著 

［译者］孙瑞英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叙述 1989 年原民主德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因果。 

［主题词］政治事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9 

［知识责任］沙博夫斯基 著 

［知识责任］西伦 著 

［知识责任］屈纳 著 

［次知识责任］孙瑞英 译 

  

 

［正题名］苏联国内阶级斗争 

［副题名］第一时期 

［副题名］1917—1923 

［第一责任人］（法）贝特兰(Bettelheim, C.)著 

［译者］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附注内容］本卷是写 1917 至 1923 年间列宁领导时期苏联的阶级斗争情况。作者收集了大

量材料，对列宁领导时期苏联的阶级斗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提出一些问题，对研究苏联怎

样变修，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书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政治

上和理论上的缺点和错误。全书共分五个部分，书末有参考书目。 

［主题词］阶级斗争/苏联 

［知识责任］贝特兰 著 

［知识责任］Bettelheim 著 

  

 

［正题名］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 

［副题名］1953—1973 

［第一责任人］柯雄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5.12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苏修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这个中心问题，主要收集了 1953 年 3 月斯

大林同志逝世以后到 1973 年年底苏修叛徒集团的党、 高苏维埃、政府通过的有关重要决

议和措施；这个叛徒集团的主要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有关言论以及苏联报刊上



的有关观点。这些材料着重反映了苏修叛徒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路线、

方针、政策及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书中还编入了可以说明以上问题和反映这一时期苏联国

内重要事件的其它一些材料和情况。 

［主题词］和平演变/苏联 

［知识责任］柯雄 编 

  

 

［正题名］让历史来审判 

［副题名］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 

［第一责任人］（苏）麦德维杰夫(Медведев, Р.А.)著 

［译者］赵洵，林英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书外原文: К суду исторни;генезис и послед

ствиясталинизма. 

［附注内容］本书系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罗·亚·麦德维杰夫对斯大林生平进行全面评价

的著作。全书分三部分，共十五章。 

［主题词］政治/概况/苏联 

［知识责任］麦德维杰夫 著 

［知识责任］Медведев 著 

［次知识责任］赵洵 译 

［次知识责任］林英 译 

  

 

［正题名］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 

［副题名］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美）列维茨基编 

［译者］克雄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知识责任］列维茨基 编 

［次知识责任］克雄 译 

  

 

［正题名］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第一责任人］（苏）麦德维杰夫著 

［译者］邹子婴，宋嘉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赫鲁晓夫如何利用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内的矛盾，通过一系列权力

之争，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搞下台，获得权利，成为苏联领导人的。书中还介绍



了赫氏在执政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以及清除贝利亚、改组保安部、20 大、

苏美“缓和”、农业“奇迹”的经过、原因和后果。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经过和原因也进行了

介绍。 

［主题词］政治/概况/苏联 

［知识责任］麦德维杰夫 著 

［次知识责任］邹子婴 译 

［次知识责任］宋嘉 译 

  

 

［正题名］苏联和我们 

［第一责任人］（法）阿德勒等著 

［译者］王林尽译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4 

［主题词］国际关系/苏联 

［知识责任］阿德勒 著 

［次知识责任］王林尽 译 

  

 

［正题名］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副题名］维特伯爵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俄）维特著 

［译者］张 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沙皇俄国末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政治家。在这本回

忆录中描绘了沙皇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在内政外交问题上勾心斗角的情景，也反映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列强角逐的情况。 

［知识责任］维特 著 

［次知识责任］张  译 

  

 

［正题名］政治日记 

［副题名］选译 

［第一责任人］（苏）罗·亚·麦德维杰夫主编 

［译者］贾连义等译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7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主题词］政治/概况/苏联 

［知识责任］麦德维杰夫 主编 

［次知识责任］贾连义 译 

  



 

［正题名］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 

［副题名］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 

［第一责任人］（英）卢因著 

［译者］倪孝铨等译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3.10 

［主题词］政论/苏联 

［知识责任］卢因 著 

［次知识责任］倪孝铨 译 

  

 

［正题名］斯大林现象史 

［第一责任人］（法）艾伦斯坦著 

［译者］方光明译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知识责任］艾伦斯坦 著 

［次知识责任］方光明 译 

  

 

［正题名］苏联东欧问题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苏联东欧学会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东欧/文集 

  

 

［正题名］克里姆林宫秘闻 

［第一责任人］万启智等编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万启智 编译 

  

 

［正题名］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 

［第一责任人］（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著 

［译者］刘明等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6 

［知识责任］麦德维杰夫 著 

［次知识责任］刘明 译 

  

 



［正题名］苏联解体内幕 

［第一责任人］齐向等编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政治/概况/苏联 

［知识责任］齐向 编著 

  

 

［正题名］红墙黑幕 

［副题名］斯大林秘书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苏）巴扎诺夫著 

［译者］高男译 

［出版者］潮流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 

［知识责任］巴扎诺夫 著 

［次知识责任］高男 译 

  

 

［正题名］我的 72 小时 

［副题名］戈巴契夫亲自执笔八月政变真相 

［第一责任人］（俄）戈巴契夫著 

［译者］中国时报寰宇版译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企业 

［出版日期］1991.1 

［知识责任］戈巴契夫 著 

  

 

［正题名］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 

［第一责任人］（俄）罗·丘耶夫著 

［译者］王南枝，孙润玉，李惠生等译 

［译者］方黎，盛世良校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主题词］政治/概况/苏联 

［知识责任］丘耶夫 著 

［次知识责任］王南枝 译 

［次知识责任］孙润玉 译 

［次知识责任］李惠生 译 

［次知识责任］方黎 校 

［次知识责任］盛世良 校 

  

 

［正题名］莫洛托夫访谈录 

［副题名］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 



［第一责任人］（苏）丘耶夫著 

［译者］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知识责任］丘耶夫 著 

  

 

［正题名］苏联 1985—1991 年的演变 

［第一责任人］刘洪潮，王德风，杨鹤祺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政治/概况/苏联/1985-1991 

［知识责任］刘洪潮 主编 

［知识责任］王德风 主编 

［知识责任］杨鹤祺 主编 

  

 

［正题名］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 

［第一责任人］黄宏，纪玉祥主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体制改革/苏联/1985-1991 

［知识责任］黄宏 主编 

［知识责任］纪玉祥 主编 

  

 

［正题名］背叛的历史 

［副题名］苏联改革秘录 

［第一责任人］（前苏）尼古拉·雷日科夫著 

［译者］高洪山等译 

［译者］纪玉祥校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主题词］体制改革/苏联 

［知识责任］雷日科夫 著 

［次知识责任］高洪山 译 

［次知识责任］纪玉祥 校 

  

 

［正题名］戈尔巴乔夫之谜 

［第一责任人］（苏）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著 

［译者］王廷玉等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政治/苏联/1983-1991 

［知识责任］利加乔夫 著 

［次知识责任］王廷玉 译 

  

 

［正题名］独联体及其成员国 

［第一责任人］王观中，高洪山编写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知识责任］王观中 编写 

［知识责任］高洪山 编写 

  

 

［正题名］控告总统 

［副题名］戈尔巴乔夫 

［第一责任人］（前苏联）维·伊柳辛著 

［译者］李淑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主题词］政治事件/苏联/1991 

［主题词］前苏联解体 

［知识责任］伊柳辛 著 

［次知识责任］李淑婉 译 

  

 

［正题名］叶利钦炮打白宫 

［第一责任人］李天白，韩骏编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主题词］政治事件/苏联/1993 

［知识责任］李天白 编著 

［知识责任］韩骏 编著 

  

 

［正题名］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 

［第一责任人］卢之超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日期］1994.6 

［主题词］苏联政治 

［知识责任］卢之超 主编 

  

 

［正题名］总统笔记 

［第一责任人］（俄）鲍里斯·叶利钦著 



［译者］李垂发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政治/概况/俄罗斯/1991-1993 

［知识责任］叶利钦 著 

［次知识责任］李垂发 译 

  

 

［正题名］古拉格群岛 

［第一责任人］（苏）索尔仁尼琴著 

［译者］钱诚等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监狱制度/概况/苏联 

［主题词］劳改队/概况/苏联 

［知识责任］索尔仁尼琴 著 

［次知识责任］钱诚 译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言论 

［书目卷册］1－8 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12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言集 

［书目卷册］9 集 

［副题名］1973 年 

［第一责任人］（苏）勃列日涅夫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知识责任］勃列日涅夫 著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言论 

［书目卷册］第 10 集 

［副题名］1974 年 

［第一责任人］（苏）勃列日涅夫著 

［译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3 

［附注内容］本集汇集苏修头子勃列日涅夫在 1974 年的讲话、函电等共七十多篇。 

［知识责任］勃列日涅夫 著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言论 

［书目卷册］第 11 集 

［副题名］1975 年 

［第一责任人］（苏）勃列日涅夫著 

［译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2 

［附注内容］本集汇集苏修头子勃列日涅夫在 1975 年的讲话、书信、报告及贺电共 94 篇。 

［知识责任］勃列日涅夫 著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言论 

［书目卷册］第 12 集 

［副题名］1976 年 

［第一责任人］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3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言论 

［书目卷册］第 13 集 

［副题名］1977 年 

［第一责任人］（苏）勃列日涅夫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知识责任］勃列日涅夫 著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言论 

［书目卷册］第 14 集 

［副题名］1978 年 

［第一责任人］（苏）勃列日涅夫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知识责任］勃列日涅夫 著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言论 

［书目卷册］第 15 集 

［副题名］1979 

［第一责任人］（苏）勃列日涅夫著 

［译者］方子汉，卫懿等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知识责任］勃列日涅夫 著 

［次知识责任］方子汉 译 

［次知识责任］卫懿 译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言论 

［书目卷册］第 16 集 

［副题名］1980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外交系俄文教研室编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3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言论 

［书目卷册］第 17 集 

［第一责任人］勃列日涅夫著 

［译者］左玲珍，高文英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知识责任］勃列日涅夫 著 

［次知识责任］左玲珍 译 

［次知识责任］高文英 译 

  

 

［正题名］苏斯洛夫言论选 

［第一责任人］（苏）苏斯洛夫(Суслов, М.А.)著 

［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4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苏修叛徒集团主要头目之一苏斯洛夫自 1941 年 9 月至 1972 年 6

月三十多年间公 发表的讲话、报告和文章共五十三篇，内容涉及党、政、经济、文化、教

育以及国际问题等方面。从中可以看出苏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倾向。苏斯

洛夫是苏修叛徒集团中的反华急先锋之一。在书中，他疯狂攻击我国社会议制度，攻击坚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原书出笼于 1972 年，现译出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 

［知识责任］苏斯洛夫 著 

［知识责任］Суслов 著 

  

 

［正题名］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 

［副题名］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西德）莱昂哈德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 

［知识责任］莱昂哈德 著 

  

 

［正题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 

［第一责任人］麦德维杰夫等著 

［出版者］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出版日期］1980.6 

［丛编题名］编译参考增刊 国外思潮 4 

［知识责任］麦德维杰夫 著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 

［第一责任人］（苏）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译者］杨春华，张道庆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知识责任］阿夫托尔哈诺夫 著 

［次知识责任］杨春华 译 

［次知识责任］张道庆 译 

  

 

［正题名］布哈林文选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苏）布哈林(Вухарин, Н.И.)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文选按专题分三册出版。上册和中册收录布哈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著

作；下册收录布哈林有关政治经济学以及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的著作。 

［主题词］政论/苏联 

［知识责任］布哈林 著 

［知识责任］Вухарин 著 

  

 

［正题名］布哈林文选 

［第一责任人］（苏）布哈林(Вухарин, Н.И.)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主题词］政论/苏联 

［知识责任］布哈林 著 

［知识责任］Вухарин 著 

  



 

［正题名］布哈林文选 

［第一责任人］（苏）布哈林(Вухарин, Н.И.)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主题词］政论/苏联 

［知识责任］布哈林 著 

［知识责任］Вухарин 著 

  

 

［正题名］布哈林思想研究 

［副题名］译文集 

［第一责任人］苏绍智等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0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附注内容］只限国内发行。 

［附注内容］本译文集共收入十八篇文章，其中关于布哈林生平的二篇、哲学的三篇、政治

的三篇、经济的六篇、科学和文艺的二篇、书评一篇；此外把布哈林作为右倾反对派批判的、

反映苏联现今官方评论的一篇。 

［知识责任］苏绍智 主编 

  

 

［正题名］契尔年科言论选集 

［副题名］1971－1984 

［第一责任人］（苏）契尔年科(Черненко, К.у.)著 

［译者］苏群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5.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契尔年科自 1971 年在苏共二十四大当选中央委员以来发表的阐述苏

共理论、政策和路线的讲话与文章，以及 1984 年 2 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的部分讲话。 

［主题词］政治报告/苏联/现代 

［主题词］政治/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契尔年科 著 

［知识责任］Черненко 著 

［次知识责任］苏群 译 

  

 

［正题名］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第一责任人］王正泉等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发达的社会主义/苏联 



［知识责任］王正泉 编 

  

 

［正题名］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 

［副题名］1984－1986 年 

［第一责任人］苏群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知识责任］苏群 译 

  

 

［正题名］苏联历史的沉思 

［第一责任人］张宏儒主编 

［出版者］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主题词］历史/苏联/1924-1956 年 

［知识责任］张宏儒 主编 

  

 

［正题名］苏联改革的轨迹 

［副题名］戈尔巴乔夫言论辑录 

［第一责任人］新华社《国际内参》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新华社《国际内参》编辑部 

［出版日期］[19??] 

［丛编题名］《国际内参》材料汇编 

  

 

［正题名］我在想什么 

［第一责任人］（苏）戈巴乔夫著 

［出版者］泛德思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戈巴乔夫 著 

  

 

［正题名］苏联的社会变革 

［副题名］俄国走向工业社会的道路 

［第一责任人］（西德）迈斯纳主编 

［译者］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7.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三篇文章，主要论述苏联怎样从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发展成为

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着重分析苏联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种种政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指

出今日的苏联已蜕变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者站在资产阶

级立场上看待苏联所发行的一切事件，观点十分错误，但对苏联各个时期的政策演变及其造



成的社会后果，作了较详的论述，引用的材料也比较丰富，对于研究苏联怎样变修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知识责任］迈斯纳 主编 

  

 

［正题名］俄国人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美）史密斯(Smith, H.)著 

［译者］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8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利用新闻记者身份，到过苏联城乡很多地方采访，同各阶层人士有过

广泛接触。作者在书中涉及面较多，从苏修特权阶层、党内生活 、经济、文化教育直至苏

联普通人民的生活，通过苏联人和作者本人的评论，暴露苏修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腐败。对于

书中攻击伟大的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立场和观

点，应予以批判。 

［知识责任］史密斯 著 

［知识责任］Smith 著 

  

 

［正题名］俄国人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美）史密斯(Smith, H.)著 

［译者］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0 

［主题词］政治/概况/苏联 

［知识责任］史密斯 著 

［知识责任］Smith 著 

  

 

［正题名］俄国人来了 

［第一责任人］（埃及）伊卜拉欣·萨阿德著 

［译者］杨期锭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12 

［附注内容］本书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欺侮、干涉、控制阿拉伯人民的真相。

本书的前半部、主要评述苏联的对外政策，苏美缓和与合作，苏美与以色列以及和犹太人的

关系，莫斯科 高级会谈对中东问题的影响等；后半部则着重叙述苏联对阿拉伯各国，尤其

对埃及的扩张和渗透。详述了 1967 到 1973 年的埃苏关系。书中着重揭露了俄国人一到，阿

拉伯国家的团结就遭到破坏。对作者的唯心史观，阅读时注意批判。 

［知识责任］伊卜拉欣·萨阿德 著 

［次知识责任］杨期锭 译 

  



 

［正题名］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第一责任人］（捷）姆林纳日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4 

［主题词］政治/概况/苏联 

［知识责任］姆林纳日 著 

  

 

［正题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姜长斌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丛编题名］发展与改革丛书 

［主题词］社会主义制度/研究/苏联 

［知识责任］姜长斌 主编 

  

 

［正题名］戈尔巴乔夫现象 

［第一责任人］（美）摩西莱文著 

［译者］李宝鸿等译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政治体制改革/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摩西莱文 著 

［次知识责任］李宝鸿 译 

  

 

［正题名］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 

［副题名］苏联近期报刊文章选译 

［第一责任人］林利，姜长斌编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知识责任］林利 编 

［知识责任］姜长斌 编 

  

 

［正题名］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副题名］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 

［第一责任人］王正泉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政治体制/研究/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王正泉 主编 



  

 

［正题名］六十年来苏联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政策 

［第一责任人］（苏）若·亚·麦德维杰夫著 

［译者］余明，杨德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1.4 

［主题词］科技政策/苏联 

［知识责任］麦德维杰夫著 著 

［次知识责任］余明 译 

［次知识责任］杨德 译 

  

 

［正题名］发达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科学共产主义部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主题词］发达的社会主义/研究 

  

 

［正题名］戈尔巴乔夫与改革 

［第一责任人］朱文忠等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思想评论/戈尔巴乔夫 

［知识责任］朱文忠 著 

  

 

［正题名］克格勃 

［副题名］苏联特务的秘密活动 

［第一责任人］（美）巴伦(Barron, J.)著 

［译者］三联书店翻译组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5.10 

［附注内容］这是一部揭露苏联特务机关克格勃内情的书，叙述了克格勃的组织和任务，在

国内对苏联人民的监视和镇压，对东欧和古巴情报机构的控制，在办外进行间谍、渗透、颠

覆等活动情况，以及诱迫外国驻苏人员充当特务所使用的手段等。此外，还介绍了收集我国

情报的情况。本书作者的观点是很反动的，阅读时注意予以批判。中译本是根据美国《读者

文摘》社 1974 年版译出的。 

［主题词］情报/活动/苏联 

［知识责任］巴伦 著 

［知识责任］Barron 著 



  

 

［正题名］克格勃 

［副题名］苏联秘密警察全貌 

［第一责任人］（美）巴伦著 

［译者］日本读者文摘社，思清译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巴伦 著 

［次知识责任］思清 译 

  

 

［正题名］克格勃 

［副题名］苏联秘密警察全貌 

［第一责任人］（美）巴伦著 

［译者］思清译 

［译者］张晓胜校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知识责任］巴伦 著 

［次知识责任］思清 译 

［次知识责任］张晓胜 校 

  

 

［正题名］今日克格勃 

［第一责任人］（美）巴伦著 

［译者］云根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2 

［主题词］情报活动/苏联 

［知识责任］巴伦 著 

［次知识责任］云根 译 

  

 

［正题名］苏联秘密警察 

［第一责任人］杜渐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苏联“克格勃”的历史发展、组织机构、特务训练以及部分间谍活

动案例等。 

［主题词］警察/苏联 

［知识责任］杜渐 著 

  

 



［正题名］KGB 判逆者 

［第一责任人］长缨译述 

［出版者］香港朝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知识责任］长缨 译述 

  

 

［正题名］克格勃内幕 

［第一责任人］（苏）米亚科夫著 

［译者］英石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1 

［知识责任］米亚科夫 著 

［次知识责任］英石 译 

  

 

［正题名］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编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主题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苏联/文集 

  

 

［正题名］斯大林死之谜 

［第一责任人］（苏）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译者］寒薇，程益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主题词］政治事件/苏联 

［知识责任］阿夫托尔哈诺夫 著 

［次知识责任］寒薇 译 

［次知识责任］程益 译 

  

 

［正题名］布哈林案件 

［第一责任人］（英）科茨(Coates, K.)著 

［译者］王德树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附注内容］限国内发行。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The case of Nikolai Budharin.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 1978 年为止，有关布哈林冤案问题的各种资料。包括当年的起诉

书和赞同者的言论；布哈林临刑寄希望与新一代党领导人的遗言；赫鲁晓夫对平反问题的有



关回忆；四名老布尔什维克呼吁平反致苏共中央的联名信；布哈林的儿子尤里·拉林致贝林

格的呼吁书等。 

［主题词］政治事件/苏联 

［知识责任］科茨 著 

［知识责任］Coates 著 

［次知识责任］王德树 译 

  

 

［正题名］斯大林肃反秘史 

［副题名］全译本 

［第一责任人］（苏）奥尔洛夫著 

［译者］徐晓晴等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知识责任］奥尔洛夫 著 

［次知识责任］徐晓晴 译 

  

 

［正题名］苏联大清洗内幕 

［第一责任人］陈启能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主题词］政治事件/苏联/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陈启能 主编 

  

 

［正题名］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 

［第一责任人］（美）雅诺维奇(Yanowitch, M.)，（美）费希尔(Fisher, W.)编 

［译者］秦仲立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8 

［附注内容］本书所选辑的文章，主要译自 1970－1971 年间苏修一些“社会学家”发表的

著作，编者摘选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按性质分成编、章，加上标题。原书共分三篇，本译

本删去第一篇，其余两篇介绍了苏联社会阶层形成以及苏联的社会变动。原书的目录、引言、

评述在书后作为附录。本书资料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加以批判。 

［主题词］社会结构/研究/苏联 

［知识责任］雅诺维奇 编 

［知识责任］Yanowitch 编 

［知识责任］费希尔 编 

［知识责任］Fisher 编 

［次知识责任］秦仲立 译 

  

 

［正题名］苏俄的阶级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英）马修斯著 

［译者］郑州大学外语系集体翻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8 

［主题词］社会结构/研究/苏联 

［知识责任］马修斯 著 

  

 

［正题名］苏联的知识分子 

［第一责任人］（澳）丘奇沃德(Churchward, L.G.)著 

［译者］石宜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苏联的报纸、书籍、期刊以及政府的公报和各种统计资料中收集了

许多原始材料，对六十年代的苏联知识分子的成分与结构进行了研究，着重论述了苏联的社

会科学家的立场和苏联知识分子与苏修党之间的关系，并涉及苏联知识分子中的一些著名的

持不同政见者如萨哈罗夫、图尔钦、麦德维杰夫、阿马利里克等人的一些言论和活动。 

［知识责任］丘奇沃德 著 

［知识责任］Churchward 著 

［次知识责任］石宜 译 

  

 

［正题名］分崩离析的帝国 

［副题名］苏联国内的民族反抗 

［第一责任人］（法）唐科斯著 

［译者］郗文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主题词］民族问题/苏联 

［知识责任］唐科斯 著 

［次知识责任］郗文 译 

  

 

［正题名］苏联“改革”中的各政党和政治组织 

［第一责任人］王廷玉等编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政党/苏联 

［主题词］政治组织/简介/苏联 

［知识责任］王廷玉 编译 

  

 

［正题名］苏联宗教政策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 

［附注内容］本书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包括苏联党和政府自 1903 年到 1977 年颁布的

有关宗教和教会的决议、法令、指示、条例和通告。附录包括苏联报刊自 1954 年到 1979

年就宗教问题发表的重要社论和文章。 

  

 

［正题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批判 

［第一责任人］新疆大学政治教育系等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 

［第一责任人］刘祖熙，刘邦义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当代世界知识丛书 动荡的东欧系列 

［主题词］政治事件/波兰/1939-1989 

［知识责任］刘祖熙 著 

［知识责任］刘邦义 著 

  

 

［正题名］波兰在十字路口 

［第一责任人］（南）米利优耶维奇著 

［译者］王洛林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主题词］政治/概况/波兰 

［知识责任］米利优耶维奇 著 

［次知识责任］王洛林 译 

  

 

［正题名］中断的十年 

［副题名］盖莱克答记者问 

［第一责任人］（波）雅努什·罗利茨基著 

［译者］于欣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政治事件/波兰/现代 

［知识责任］罗利茨基 著 

［次知识责任］于欣 译 

  

 

［正题名］外国名人演讲选 



［第一责任人］邵守义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主题词］名人/演讲/外国/选集 

［知识责任］邵守义 主编 

  

 

［正题名］东西方间谍战 

［第一责任人］（美）埃伯特著 

［译者］陈方全，芥弥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知识责任］埃伯特 著 

［次知识责任］陈方全 译 

［次知识责任］芥弥译 译 

  

 

［正题名］间谍世界 

［第一责任人］石雨选编 

［出版者］黄河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主题词］间谍/情报活动/世界 

［知识责任］石雨 选编 

  

 

［正题名］蒙古社会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苏）符拉基米尔佐夫(Владимирцов, Б.Я.)著 

［译者］刘荣焌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主题词］社会制度/历史/蒙古 

［知识责任］符拉基米尔佐夫 著 

［知识责任］Владимирцов 著 

［次知识责任］刘荣焌 译 

  

 

［正题名］朴正熙血溅宫井洞 

［副题名］南朝鲜政局变乱纪实 

［第一责任人］金镇基等编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金载圭为什么要刺杀朴正熙；怎样安排“鸿门宴”；谋杀的国内外

背景；今后南朝鲜政局的发展；独裁者朴正熙的一生。 

［主题词］政变/韩国/史料 



［知识责任］金镇基 编著 

  

 

［正题名］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 

［第一责任人］（韩）李成茂著 

［译者］张琏瑰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丛书 

［附注内容］附参考文献。 

［主题词］科举制/朝鲜/古代 

［知识责任］李成茂 著 

［次知识责任］张琏瑰 译 

  

 

［正题名］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 

［第一责任人］（爱尔兰）哈利戴(Halliday, J.)著 

［译者］吴忆萱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3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明治维新以后百余年的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历史。论述了日本生产方

式的变化，国内阶级结构、阶级冲突、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情况，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

与全球的关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基本的结构变化及其特点。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日本 

［知识责任］哈利戴 著 

［知识责任］Halliday 著 

［次知识责任］吴忆萱 译 

  

 

［正题名］泰国农村调查研究译文 

［第一责任人］宋恩常编译 

［译者］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民族组编 

［出版者］[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民族组]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宋恩常 编译 

  

 

［正题名］新问题与新对策 

［第一责任人］竹下登著 

［出版者］大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知识责任］竹下登 著 

  

 



［正题名］靖国神社 

［第一责任人］（日）大江志乃夫著 

［译者］沈志平译 

［译者］丘仕俊校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靖国神社/简介 

［知识责任］大江志乃夫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平 译 

［次知识责任］丘仕俊 校 

  

 

［正题名］日本天皇与皇室内幕 

［第一责任人］王俊彦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天皇制度/日本 

［知识责任］王俊彦 著 

  

 

［正题名］日本天皇 

［第一责任人］翟新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天皇制度/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翟新 著 

  

 

［正题名］猛醒吧，日本 

［副题名］日本政治走向警示录 

［第一责任人］彭谦主编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日本 

［主题词］现代史/日本 

［知识责任］彭谦 主编 

  

 

［正题名］福田赳夫论 

［副题名］福田的政治路线及其人事关系 

［第一责任人］（日）佐藤雄一等著 

［译者］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7 



［附注内容］本书对福田本人的政治经历和政治主张加以叙述和宣扬，同时对自民党内派系

斗争，错综复杂的党内人事关系，以及各派的政治资金的来源，都有较详细的介绍。对于书

中资产阶级的立场、观战，应予以批判。 

［知识责任］佐藤雄一 著 

  

 

［正题名］复合力量的时代 

［副题名］大平正芳－田中泽之助对谈 

［第一责任人］（日）大平正芳著 

［译者］赵力群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11 

［附注内容］本书是大平正芳在 1978 年任自民党干事长时，同日本《每日新闻》社的社论

顾问田中泽之助先生的谈话记录。大平先生以回答的方式，就日本的内政、外交、经济、防

务、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阐述他的政策思想。 

［主题词］政治/概况/日本 

［知识责任］大平正芳 著 

［次知识责任］赵力群 译 

  

 

［正题名］总理大臣 

［副题名］铃木善幸 

［第一责任人］（日）菊池久著 

［译者］亚岩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铃木上台前后日本的政局，分析了自民党和铃木首相面

临的内政、外交等各方面问题。书中除了对铃木其人，他的政治态度、施政纲领等进行了探

讨之外，还对日本历届内 的情况进行了回顾。 

［主题词］政治/概论/日本 

［知识责任］菊池久 著 

［次知识责任］亚岩 译 

  

 

［正题名］战后日本政治外交简史 

［副题名］战败至越战 

［第一责任人］施嘉明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10 

［知识责任］施嘉明 编译 

  

 

［正题名］新的保守理论 

［第一责任人］（日）中曾根康弘著 



［译者］金苏城，张和平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日本讲谈社 1978 年 11 月 6 日出版的《新的保守理论》一书译出。书

中讲述了作者治理日本的内外政策主张和设想，并从理论上加以发挥，形成了作者较完整的

“新的保守理论”。 

［主题词］政论/日本 

［知识责任］中曾根康弘 著 

［次知识责任］金苏城 译 

［次知识责任］张和平 译 

  

 

［正题名］日本政治概况 

［第一责任人］赫赤，谭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政治简史、宪法特点、天皇制度、议会制度、政府机构、司法

制度、垄断财团、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国防政策、政治党派、群众团体等。 

［主题词］政治/概况/日本 

［知识责任］赫赤 著 

［知识责任］谭健 著 

  

 

［正题名］战后日本政治 

［第一责任人］赫赤等著 

［出版者］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丛编题名］战后日本丛书 8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日本政治发展的客观特征，将全部过程分

为三大阶段，尽量全面反映这个时期的历史风貌、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并给予相

应的历史评价。 

［主题词］政治/概况/日本/1945-1989 年 

［知识责任］赫赤 著 

  

 

［正题名］东瀛展望 

［第一责任人］吴学文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时事政论/日本 

［知识责任］吴学文 著 

  

 

［正题名］池田勇人的生和死 



［第一责任人］（日）伊藤昌哉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主题词］政治事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伊藤昌哉 著 

  

 

［正题名］日本精神与风习 

［副题名］四十年见闻 

［第一责任人］（美）库里斯特发著 

［译者］程永华等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主题词］社会分析/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库里斯特发 著 

［次知识责任］程永华 译 

  

 

［正题名］日本心魂 

［第一责任人］（美）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著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经济发展/日本 

［知识责任］克里斯托弗 著 

  

 

［正题名］日本政府机构 

［第一责任人］《日本政府机构》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6 

［附注内容］本书对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政治制度、政府、国会以及司法机构提供

了一些资料。对战后日本参加国会活动的几个主要政党也作了简要介绍。 

  

 

［正题名］日本政府体制与官员制度 

［第一责任人］谭健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丛编题名］外国政府体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介绍日本政府体制的现状、官员制度的内容，并简介同政府关系密切

的国家机构，附有日本主要行政法规及其要目表等。 

［主题词］政治制度/日本 

［主题词］官制/日本 

［知识责任］谭健 编著 



  

 

［正题名］战后日本政治舞台内幕 

 

［正题名］政府、自民党、财界 

［第一责任人］（日）宫坂正行著 

［译者］耕夫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主题词］政治/概况/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宫坂正行 著 

［次知识责任］耕夫 译 

  

 

［正题名］日本官僚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秦郁彦著 

［译者］梁鸿飞，王健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新知文库 

［主题词］文官制度/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秦郁彦 著 

［次知识责任］梁鸿飞 译 

［次知识责任］王健 译 

  

 

［正题名］日本可以说“不” 

［副题名］新日美关系的对策 

［第一责任人］（日）石原慎太郎，（日）盛田昭夫著 

［译者］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知识责任］石原慎太郎 著 

［知识责任］盛田昭夫 著 

  

 

［正题名］日本坚决说“不” 

［副题名］战后日美关系的总结 

［第一责任人］（日）石原慎太郎，（日）江藤淳著 

［译者］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主题词］对外政策/日本 

［主题词］日美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石原慎太郎 著 

［知识责任］江藤淳 著 

  

 

［正题名］日本还要说“不” 

［副题名］日美间的根本问题 

［第一责任人］（日）石原慎太郎等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主题词］日美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石原慎太郎 著 

  

 

［正题名］日谍秘史 

［第一责任人］（英）迪肯著 

［译者］姜文灏等译 

［译者］吴妙发校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主题词］间谍/历史/日本 

［知识责任］迪肯 著 

［次知识责任］姜文灏 译 

［次知识责任］吴妙发 校 

  

 

［正题名］日本情报机构秘史 

［第一责任人］（英）迪肯(Deacon, R.)著 

［译者］群益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日本情报机构的发源、发展，本世纪以来日本情报机构在日本军国

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中所进行的间谍破坏活动和所使用的手段。 

［知识责任］迪肯 著 

［次知识责任］群益 译 

  

 

［正题名］哈尔滨特务机关 

［副题名］日本关东军情报部简史 

［第一责任人］（日）西原征夫著 

［译者］赵晨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日本关东军/特务组织/史料 

［知识责任］西原征夫 著 



［次知识责任］赵晨 译 

  

 

［正题名］日本社会结构 

［第一责任人］（日）福武直著 

［译者］陈曾文译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主题词］社会结构/日本 

［知识责任］福武直 著 

［次知识责任］陈曾文 译 

  

 

［正题名］当今日本社会 

［第一责任人］（日）福武直著 

［译者］董天民译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政治/概况/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福武直 著 

［次知识责任］董天民 译 

  

 

［正题名］公明党论 

［第一责任人］（日）堀幸雄著 

［译者］辽宁外语专科学校 72 级学员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1 

［附注内容］本书追溯了公明党的历史渊源，着重论述了公明党同创价学会的关系、公明党

的政策主张及其演变过程，较详细地分析了公明党自成立以来的主要政治活动和该党的思想

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特征。此外，还附有公明党－创价学会年表以及公明党党章等其它有关资

料。 

［知识责任］堀幸雄 著 

  

 

［正题名］战后日本保守党史 

［第一责任人］（日）富森睿儿著 

［译者］吴晓新等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战后日本各保守政党通过不断的分化、改组而成为今天的自

由民主党的过程，并揭示了其背景和意义，分析了垄断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者

还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自民党成立后党内的派系及其斗争情况。还对日本保守政党的政策、

路线以及主要政治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作了相应的介绍。 



［知识责任］富森睿儿 著 

［次知识责任］吴晓新 译 

  

 

［正题名］自民党战国史 

［副题名］权力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伊藤昌哉著 

［译者］王泰平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 1964 年到 1980 年这段时期内，日本自民党各派系之间尖锐复杂的

斗争内幕情况。 

［主题词］党内斗争/日本自由民主党/历史 

［知识责任］伊藤昌哉 著 

［次知识责任］王泰平 译 

  

 

［正题名］自民党战国史 

［书目卷册］续篇 

［第一责任人］（日）伊藤昌哉著 

［译者］武大伟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和分析了大平病逝后，铃木、中曾根两届政权的政策行动及自民党内

派系斗争的情况。 

［知识责任］伊藤昌哉 著 

［次知识责任］武大伟 译 

  

 

［正题名］华人社会与东南亚诸国之政治发展 

［第一责任人］张文蔚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2.7 

［知识责任］张文蔚 著 

  

 

［正题名］越战论丛 

［第一责任人］钮先钟编译 

［出版者］军事译粹社 

［出版日期］1968.7 

［知识责任］钮先钟 编译 

  

 

［正题名］“布拉格之春”前后 



［第一责任人］（美）肖尔茨(Szule, T.)著 

［译者］张振第，丛林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地介绍了“布拉格之春”前后的经过，并作为背景介绍了东欧各国在

苏联控制前后发生的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 

［知识责任］肖尔茨 著 

［知识责任］Szule 著 

［次知识责任］张振第 译 

［次知识责任］丛林 译 

  

 

［正题名］禁止公布的文件 

［副题名］捷共中央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关于 1949 年至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审讯和

平反工作的报告 

［第一责任人］贝利康撰序 

［译者］伍仁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 

［知识责任］贝利康 撰序 

［次知识责任］伍仁 译 

  

 

［正题名］永无尽头的春天 

［副题名］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捷）伊日·贝利康著 

［译者］邹福兴等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知识责任］贝利康 著 

［次知识责任］邹福兴 译 

  

 

［正题名］罪行与妥协 

［副题名］卡达尔·亚诺什和革命以来的匈牙利政治 

［第一责任人］（英）肖克罗斯著 

［译者］吴仁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本书以卡达尔个人经达为背景，以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前后的国内政策为主线，

说明匈牙利的现状，以及匈人民对卡达尔看法的转变。书中详尽地叙述了匈牙利实行的一系



列改革，还叙述了匈苏两党关系、卡达尔和赫鲁晓夫私人关系等。 

［知识责任］肖克罗斯 著 

［次知识责任］吴仁 译 

  

 

［正题名］匈牙利悲剧 

［第一责任人］（匈）山多尔·科帕奇著 

［译者］龚新康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知识责任］山多尔 著 

［次知识责任］龚新康 译 

  

 

［正题名］匈牙利道路 

［第一责任人］王逸丹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知识责任］王逸丹 著 

  

 

［正题名］卡达尔与匈牙利 

［第一责任人］阚思静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丛编题名］当代世界丛书 动荡的东欧系列 

［知识责任］阚思静 著 

  

 

［正题名］倒台 

［副题名］昂纳克答问录 

［第一责任人］（德）赖因霍尔德·安德特，（德）沃尔夫冈·赫兹贝格著 

［译者］顾增文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知识责任］赖因霍尔德 著 

［知识责任］沃尔夫冈 著 

［次知识责任］顾增文 译 

  

 

［正题名］联邦共和国的贫困 

［副题名］论精神和物质的贫困化 

［第一责任人］（西德）罗特(Roth, J.)著 

［译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国专业 72 级工农兵学员及部分教师，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5 

［附注内容］全书共分为四部分，前三部分在“精神贫困化”、“物质贫困化”、“日常的贫困”

等标题下提供了不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事例和材料，对了解和

研究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个重要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书中第四部分：“社会工

作是再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代办工作”，没有指出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的根源和要害，

而是抹煞阶级斗争，大谈阶级调和，对这种立场观点，应予以分析和批判。 

［知识责任］罗特 著 

［知识责任］Roth 著 

  

 

［正题名］挑战与应战 

［副题名］一个欧洲纲领 

［第一责任人］（西德）施特劳斯著 

［译者］上 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7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一贯反共。他的政策思想具有强烈的大

德意志民族主义色彩，主张建立“欧洲共和国”，“通过欧洲统一，达到德国统一”，并主张

联合美国，借重中国。从两面钳制苏修。本书基本上反映了人上述的思想，对于了解美苏在

欧洲的争夺和欧洲一部分政界人士的政策主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译本是根据 1970 年

英文版《Challenge and response;a programme for europe》翻译的。 

［知识责任］施特劳斯 著 

  

 

［正题名］联邦德国 

［第一责任人］（苏）舍纳耶夫，（民主德国）施密特主编 

［译者］裘元伦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丛编题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丛书 

［知识责任］舍纳耶夫 主编 

［知识责任］施密特 主编 

［次知识责任］裘元伦 译 

  

 

［正题名］德国统一纵横 

［第一责任人］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正题名］过渡时期的德国 

［第一责任人］（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编 

［出版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出版日期］1994 

 

［正题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法）埃斯蒂厄弗纳尔(Estievenart, G.)著 

［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 1975 届工农兵学员及部分教员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要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联盟党、自由民主党等

主要政党的历史、政治纲领和内部组织等作了较系统和扼要的叙述，对了解西德当前政党情

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叙述西德政党和议会制度的，阅读时

要注意分析和批判。书后附录:一、联邦德国历届政府的组成:二、主要政党领导人简介。 

［知识责任］埃斯蒂厄弗纳尔 著 

［知识责任］Estievenart 著 

  

 

［正题名］我所看到的南斯拉夫 

［第一责任人］迎秀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34 个部分：由介绍白色之城—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 始，分

篇叙述了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革命斗争传统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制度，以及社

会风情名胜古迹。 

［知识责任］迎秀 著 

  

 

［正题名］铁托与南斯拉夫 

［第一责任人］（西德）施特勒姆(Strohm, C.G.)著 

［译者］林荣远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研究南斯拉夫的综合性著作。主要内容是：铁托的经历和“铁托主

义”体系，着重地谈到“自治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南斯拉夫国内各民族的

历史、现状和存在的矛盾；铁托以后的南斯拉夫前景。 

［知识责任］施特勒姆 著 

［知识责任］Strohm 著 

［次知识责任］林荣远 译 

  

 

［正题名］南斯拉夫代表制度 

［第一责任人］（南斯拉夫）塞切维奇(Zecevic, M.)著 

［译者］柏达宪，麦仰曾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知识责任］塞切维奇 著 



［知识责任］Zecevic 著 

［次知识责任］柏达宪 译 

［次知识责任］麦仰曾 译 

  

 

［正题名］意大利黑手党内幕 

［第一责任人］（意）潘达莱奥内著 

［译者］曹振寰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知识责任］潘达莱奥内 著 

［次知识责任］曹振寰 译 

  

 

［正题名］意大利政党 

［第一责任人］（法）比布(Bibes, G.)著 

［译者］葛曾骧等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系统和扼要地阐述了意大利主要政党的历史、组织、选民、意识形态

和策略等方面的情况，对了解意大利现有各政党的概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知识责任］比布 著 

［知识责任］Bibes 著 

［次知识责任］葛曾骧 译 

  

 

［正题名］黑手党 

［副题名］意大利社会的不治之症 

［第一责任人］黄昌瑞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展望世界丛书 

［知识责任］黄昌瑞 著 

  

 

［正题名］佛朗哥的遗产 

［副题名］当代西班牙 

［第一责任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豪布里希(Haubrich, W.)，（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莫泽尔

(Moser, C.R.)著 

［译者］林荣远，张鲁迪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3 

［附注内容］本书分前后两篇。前篇叙述了佛朗哥和卡洛斯的生平和政见记述了佛朗哥独裁

统治下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论述了摆在卡洛斯国王面的各种棘手问题，并展望了西班牙的政



治前景。后篇介绍了西班牙的经济情况。 

［知识责任］豪布里希 著 

［知识责任］Haubrich 著 

［知识责任］莫泽尔 著 

［知识责任］Moser 著 

［次知识责任］林荣远 译 

［次知识责任］张鲁迪 译 

  

 

［正题名］西欧社会民主党 

［第一责任人］（英）佩特森(Paterson, W.E.)，（英）托马斯(Thomas, A.H.)编 

［译者］林幼琪等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五章。第一章引论：第二至第十四章分别介绍了法国社会党、意大利

社会民主政党、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党、荷兰工党和比利时社会党等共

十多个西欧社会民主党；第十五章阐明各国社会党之间的合作。书后还附有关于瑞士社会民

主党的简短备忘录以及西欧各国社会党党员（1900—1955）和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统

计。 

［知识责任］佩特森 编 

［知识责任］Paterson 编 

［知识责任］托马斯 编 

［知识责任］Thomas 编 

［次知识责任］林幼琪 译 

  

 

［正题名］内幕 

［第一责任人］（英）平切尔著 

［译者］石益仁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成了这本论述战后英国政治舞台上争权夺利，

互相倾轧以及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等方面内情的书。书中叙述了克格勃在英国的议员、

官员、记者、保安人员中进行间谍活动和英国情报机构与之周旋的故事。 

［知识责任］平切尔 著 

［次知识责任］石益仁 译 

  

 

［正题名］英国 

［副题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第一责任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写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1 



［丛编题名］各国手册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就英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卫生体育、新闻出版、文

化艺术、军事、对外关系以及民族、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基本情况作了介绍。 

  

 

［正题名］是，大臣 

［副题名］一位内 大臣的日记 

［第一责任人］（英）乔纳森·林恩，（英）安东尼·杰伊编著 

［译者］陈体芳等译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知识责任］林恩 编著 

［知识责任］杰伊 编著 

［次知识责任］陈体芳 译 

  

 

［正题名］是，首相 

［副题名］詹姆斯·哈克 下的日记 

［第一责任人］（英）乔纳森·林恩，（英）安东尼·杰伊编著 

［译者］杨立义，娄炳坤译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知识责任］林恩 著 

［知识责任］杰伊 著 

［次知识责任］杨立义 译 

［次知识责任］娄炳坤 译 

  

 

［正题名］欧洲联合起来 

［副题名］1947—1948 年的讲演集 

［第一责任人］（英）丘吉尔(Churchill, W.)著 

［译者］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3 

［附注内容］本书是温斯顿·丘吉尔在 1947—1948 年以保守党领袖身分发表讲演的言论汇

编，原书包括 52 篇讲演，涉及内容比较广泛，如巴勒期坦、印度、缅甸、外交、征兵、工

业国有化以及经济问题等。中译本选用了其中涉及国际问题较多的 20 篇。他在这些言论中，

提出了欧洲联合的思想以及如何进行联合的步骤和办法；也反映了战后英帝国衰落，挣扎以

及内部互相争吵、倾轧的情况。文中许多观点是反动的，个别篇章有攻击斯大林之处，应注

意批判。 

［知识责任］丘吉尔 著 

［知识责任］Churchill 著 

  

 



［正题名］英国的政治制度 

［第一责任人］胡康大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知识责任］胡康大 著 

  

 

［正题名］抓间谍者 

［副题名］一个老牌特工生涯的自述 

［第一责任人］（英）赖特著 

［出版者］军事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知识责任］赖特 著 

  

 

［正题名］叛国者 

［第一责任人］（英）平彻著 

［译者］杨岐〓等译 

［译者］章文校 

［出版者］军事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知识责任］平彻 著 

［次知识责任］杨岐〓 译 

［次知识责任］章文 校 

  

 

［正题名］英国工党简史 

［第一责任人］（英）佩林(Pelling, H.)著 

［译者］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3 

［附注内容］本书分阶段叙述英国工党成立七十年（1900—1970 年）的历史，可作为研究

和了解英国工党历史的参考书。由于本书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工党的某些头目进

行了吹嘘和捧场，希望在阅读时加以分析和批判。 

［知识责任］佩林 著 

［知识责任］Pelling 著 

  

 

［正题名］英国保守党 

［副题名］1918—1970 

［第一责任人］（英）林赛(Lindsay, T.F.) ，哈林顿(Harrington, M.)著 

［译者］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从第一次世界战结束时写起，写到 1970 年英国大选中保守党获得胜

利为止。书中论述了保守党的盛衰，保守党许多重要人物在英国政界的进退，各个时期保守

党的政策，保守党组织机构的变迁，以及某些国际和国内重要保守党的影响等。 

［知识责任］林赛 著 

［知识责任］Lindsay 著 

［知识责任］哈林顿 著 

［知识责任］Harrington 著 

  

 

［正题名］卡特总统和美国政坛内幕 

［副题名］八十年代的权力和政治 

［第一责任人］（美）肖普(Shoup, L.H.)著 

［译者］冬梅译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卡特怎样当上总统和制定内外政策的内幕，以及东部权势集团和大

垄断企业组织怎样影响和操纵美国政局等情况。 

［知识责任］肖普 著 

［知识责任］Shoup 著 

［次知识责任］冬梅 译 

  

 

［正题名］里根政权 

［第一责任人］（日）教育社编著 

［译者］童心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次知识责任］童心 译 

  

 

［正题名］美国政治 

［第一责任人］（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 

［译者］万青，万明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九篇文章，内容叙述的是 1974 年尼克松总统辞职到卡特总统在任两

年的情况。对这一期间美国总统和国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美国政治制度基

本结构中的两党制、选举程序和三权分立等的变化都有简略的叙述。 

［次知识责任］万青 译 

［次知识责任］万明 

  

 

［正题名］八十年代的美国 

［第一责任人］（美）杜依格南(Duignan, P.)，（美）拉布什卡(Rabushka, A.)编 



［译者］程镇球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附注内容］本书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问题研究所编辑出版，由三十二

名专家应邀撰文，论述美国八十年代在国内和国外政策方面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书中的注意

力首先集中于当前和 近未来的形势。然后集中于八十年代下余时间里的问题。其中有关中

国的某些论点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违背中美建交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

看法，请读者注意。 

［知识责任］杜依格南 著 

［知识责任］Duignan 著 

［知识责任］拉布什卡 著 

［知识责任］Rabushka 著 

［次知识责任］程镇球 译 

  

 

［正题名］美国政治 

［第一责任人］（美）维尔著 

［译者］王合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11 

［知识责任］维尔 著 

［次知识责任］王合 译 

  

 

［正题名］剑与犁 

［副题名］泰勒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美）泰勒(Taylor, M.D.)著 

［译者］伍文雄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泰勒的回忆录，叙述他五十年从事军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如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几个重大战役，侵朝战争，侵越战争，六十年代的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等。他

作为美国军事当局的 高决策人之一，曾协助美国总统作出美国的军事战略以及冷战计划。

书中还记述了美国政府各部之间的矛盾、美国内部的弱点、美苏冷战和争霸的内幕等。 

［知识责任］泰勒 著 

［知识责任］Taylor 著 

［次知识责任］伍文雄 译 

  

 

［正题名］白宫秘闻 

［第一责任人］（美）加利口述 

［译者］里斯整理 

［译者］王彬中，赵珍平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揭 盖子》，作者以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种种情况，揭示了白宫

重重内幕，同时以大量生动材料介绍了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四任总统个人的性格、

癖好，工作作风及生活习惯，也介绍了总统在白宫的工作程序和生活起居情况以及白宫军事

处组成情况及其业务范围。 

［知识责任］加利 口述 

［次知识责任］里斯 整理 

［次知识责任］王彬中 译 

［次知识责任］赵珍平 译 

  

 

［正题名］吉米·卡特在白宫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海涛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以吉米·卡特先生的官场经历为主线，从他的童年时代写起，依次叙述了

他竞选州议会议员、竞选州长、竞选总统以及竞选连任总统失败、回家乡隐居的全过程，重

点写了他坐镇白宫四年的种种情况。 

［知识责任］张海涛 著 

  

 

［正题名］吉米·卡特在白宫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海涛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知识责任］张海涛 著 

  

 

［正题名］保持信心 

［副题名］吉米·卡特总统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美）吉米·卡特(J.Carter)著 

［译者］裘克安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0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记述了他四年总统生涯的各个方面。对在他任职期间，世界上所发生

的重大事件均有述及，对当今世界重要领袖人物的作为和成败亦有评价。 

［知识责任］卡特 著 

［知识责任］Carter 著 

［次知识责任］裘克安 译 

  

 

［正题名］美国的自我探索 



［副题名］总统的诞生 

［副题名］1956—1980 

［第一责任人］（美）怀特(White, T.H.)著 

［译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译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7 

［主题词］总统/选举制度/美国 

［知识责任］怀特 著 

［知识责任］White 著 

  

 

［正题名］谁掌管美国 

［副题名］里根年代 

［第一责任人］（美）戴伊(Dye, T.R.)著 

［译者］张维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通过对里根执政期 7,000 余名政治、军事、实业法律、文化等各界高

级人士的情况分析，揭示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中 上层人物的内幕。 

［主题词］政治/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戴伊 著 

［知识责任］Dye 著 

［次知识责任］张维 译 

［次知识责任］刘觉俦 译 

［次知识责任］吴继 译 

  

 

［正题名］谁是杀手 

［副题名］肯尼迪总统之死 

［第一责任人］（苏）萨卡切良著 

［译者］邵以智，周桂如译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主题词］政治事件/美国/1963 年 

［知识责任］萨卡切良 著 

［次知识责任］邵以智 译 

［次知识责任］周桂如 译 

  

 

［正题名］受到攻击 

［副题名］美国的一个故事 

［第一责任人］（美）奥利弗·诺思(North, O.L.)著 

［译者］贺锡嘉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是“伊朗门”丑闻的核心人物、前里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诺思中校

的自传。作者在书中除了回顾其一生的经历之外，将主要篇幅集中用来描写“伊朗门”事件

的前前后后。 

［主题词］政治事件/美国/1986 

［知识责任］诺思 著 

［知识责任］North 著 

［次知识责任］贺锡嘉 译 

  

 

［正题名］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 

［第一责任人］张友伦，李剑鸣主编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美国从建国始经历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改革。 

［主题词］政治运动/历史/美国 

［主题词］政治体制改革/历史/美国 

［知识责任］张友伦 主编 

［知识责任］李剑鸣 主编 

  

 

［正题名］工人阶级多数 

［第一责任人］（美）利维森(Levison, A.)著 

［译者］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5 

［附注内容］本书剖析了美国蓝领工人（体力劳动者）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指出美国工

人的大多数仍是贫困的，他们劳动条件差，工伤事故、职业病多，又是税收和通货膨胀的

大受害者，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美国工人阶级已成为少数，蓝领工人已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的

神话。本书提供了不少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美国阶级结构、美国工人的贫困化情况，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但作者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根本不触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而

是鼓吹阶级合作。散布所谓社会改革的幻想等，阅读时应加以批判。 

［知识责任］利维森 著 

［知识责任］Levison 著 

  

 

［正题名］黑手党简史 

［第一责任人］（意）明纳著 

［译者］白玉英，吕臣重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附注内容］本书概括介绍了黑手党的形成、发展、活动以及同其他犯罪团体和某些政界人

物的关系。 

［主题词］黑手党/党史/意大利 



［知识责任］明纳 著 

［次知识责任］白玉英 译 

［次知识责任］吕臣重 译 

  

 

［正题名］美国阶级结构 

［第一责任人］（美）吉尔伯特(Gilbert, Dennis)，（美）卡尔(Kahl, Jeseph A.)著 

［译者］彭华民等译 

［译者］孙明海校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美国译丛 

［附注内容］据美国芝加哥多瑟出版社 1987 年第三版译出。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附注内容］本书从职业、收入、财产、交往、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九个变量在内的变量

系统为主线，分析了美国分层研究的历史、现状、方法及评价，剖析了分层原因及九个变量

的相互关系。 

［主题词］阶级/结构/美国 

［知识责任］吉尔伯特 著 

［知识责任］Gilbert 著 

［知识责任］卡尔 著 

［知识责任］Kahl 著 

［次知识责任］彭华民 译 

［次知识责任］孙明海 校 

  

 

［正题名］美国共和党史 

［第一责任人］（美）施莱辛格主编 

［译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对美国共和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比较详

细的资料，对我们研究美国两大阶级政党及其对内外政策的历史和现状具有一定的价值。 

［知识责任］施莱辛格 主编 

  

 

［正题名］美国民主党史 

［第一责任人］（美）施莱辛格主编 

［译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0 

［附注内容］本书取材于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主编的四卷本《美国政党史》。详细介绍了

美国民主党的历史。另外又从西格、盖茨合著的《现代美国政府：问题和前景》一书“政党”

一章中摘译了关于“美国的两党制度”的一部分，放在前面。 



［知识责任］施莱辛格 主编 

  

 

［正题名］美国政党和选举 

［第一责任人］（美）戈斯内尔(Gosnell, H.F.)，（美）斯莫尔卡(Smolka, R.G.)著 

［译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介绍美国的选举制度，从竞选规则到技术细节对美国竞选运动的各个

环节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并结合阐明了美国政党组织在选举中的作用。此外，还在一定程

度上暴露了美国竞选运动和政党组织方面一些黑幕和弊端。 

［知识责任］戈斯内尔 著 

［知识责任］Gosnell 著 

［知识责任］斯莫尔卡 著 

［知识责任］Smolka 著 

  

 

［正题名］苏联“八·一九”事件实录 

［第一责任人］陈凤翔编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政治事件/苏联/1991 

［知识责任］陈凤翔 编译 

  

 

［正题名］红都见闻录 

［副题名］苏联 20 至 50 年代重大事件和人物活动史实选粹 

［第一责任人］刘立凯，杨进保编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附注内容］本书以纪实手法，对苏联 20 至 50 年代鲜为人知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和某些知

名政治人物的活动、遭遇和结局作了详尽披露。 

［主题词］史料/苏联/现代 

［主题词］历史事件/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刘立凯 编 

［知识责任］杨进保 编 

  

 

［正题名］苏联政局演变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第一责任人］（苏）索布恰克著 

［译者］徐小海等编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苏联各派政治力量在议会内的激烈斗争，叙述了各界群众的复杂心



态，阐述了索布恰克本人在议会制、多党制、法制国家等问题上的政治主张。 

［主题词］政治/概况/苏联 

［主题词］政治事件/苏联/1991 

［知识责任］索布恰克 著 

［次知识责任］徐小海 编译 

  

 

［正题名］“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 

［第一责任人］（苏）亚·雅科夫列夫著 

［译者］高洪山等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作者参与、制定、推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的背景、过程、后果及其观点,展示了“这一理论”与苏联演变、解体的关系。 

［主题词］体制改革/研究/苏联 

［知识责任］雅科夫列夫 著 

［次知识责任］高洪山 译 

  

 

［正题名］领袖和谋士 

［副题名］关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其他人…… 

［第一责任人］（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Бурлацкий, Федор）著 

［译者］徐锦栋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描

述了赫、勃、安等苏联领导人，以及曾与他们接触过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的形象、性格、风

度等。 

［主题词］领袖/人物研究/苏联/现代 

［主题词］政治/历史/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布尔拉茨基 著 

［知识责任］Бурлацкий 著 

［次知识责任］徐锦栋 译 

  

 

［正题名］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订 

［第一责任人］（美）诺曼·杰·奥恩斯坦，（美）埃尔德著 

［译者］潘同文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知识责任］奥恩斯坦 著 

［知识责任］埃尔德 著 

［次知识责任］潘同文 译 

  



 

［正题名］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 

［第一责任人］（美）凯恩(Koen, R.Y.)著 

［译者］张晓贝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5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分四部分：美国对华政策的背景；院外援华集团及其影响的传播；

接受院外援华集团的观点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接受院外援华集团的观点对美国政策产生的后

果。 

［知识责任］凯恩 著 

［知识责任］Koen 著 

［次知识责任］张晓贝 译 

  

 

［正题名］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 

［副题名］30 年代美国白银集团的活动 

［并列题名］American silver policy and China 

［副题名］1933－1936 

［第一责任人］（美）罗素(Russell, Michael Blaine)著 

［译者］郑会欣译 

［译者］吴世民，洪邮生校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丛编题名］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Series studies in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第 8 辑 汪熙主

编 eng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制定白银政策的原因、经过及其后果的叙述，

揭示了美国国会院外集团在美国政治机制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制定国内外政策的内幕。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美关系/1933-1936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33-1936 

［主题词］对华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美国/1933-1936 

［主题词］对外经济政策/对华政策/美国/1933-1936 

［知识责任］罗素 著 

［知识责任］Russell 著 

［次知识责任］郑会欣 译 

［次知识责任］吴世民 校 

［次知识责任］洪邮生 校 

  

 

［正题名］1991-2000 美国求职情报手册 

［第一责任人］安朝中，戴龙基主编 

［出版者］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手册全面提供了当前美国各种职业方面的情报信息，包括工作环境、就业状

况、所需学历和资历、收入情况等。 



［主题词］职业/简介/美国 

［知识责任］安朝中 主编 

［知识责任］戴龙基 主编 

  

 

［正题名］大分裂 

［副题名］美国梦的反思 

［第一责任人］（美）特克尔著 

［译者］华灿译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丛编题名］美国社会纪实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录音采写的方式活灵活现地传达了当今美国各阶层人士的心声。全

书从贫富差别、种族隔 、宗教分裂、信仰危机等方面透视了当今美国的社会痼疾。 

［主题词］社会问题/美国 

［知识责任］特克尔 著 

［次知识责任］华灿 译 

  

 

［正题名］美国面面观 

［第一责任人］朱正颐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丛编题名］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 方光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生动细腻的笔调，介绍了美国的经济、文化、伦理、社会风尚,美

国人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习俗以及风土人情等。 

［主题词］政治/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朱正颐 著 

  

 

［正题名］美国内幕 

［第一责任人］（美）路易斯·哈里斯(Harris, L.)著 

［译者］诗宓等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美国的家庭、社会和政界以及许多社会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公众心理，

反映了各阶层美国人对家庭、婚姻、子女、学校教育、疾病死亡、社会经济、世界政局等方

面问题的真实态度。 

［主题词］社会/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哈里斯 著 

［知识责任］Harris 著 

［次知识责任］诗宓 译 

  

 



［正题名］美国底层阶级 

［第一责任人］（美）肯·奥莱塔(Auletta, Ken)著 

［译者］聂振雄，蒋伟明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美国底层面貌，分析它的形成根源，并介绍了美国政府对付这一社

会问题的政策措施。 

［主题词］社会问题/美国 

［主题词］阶级分析/美国 

［知识责任］奥莱塔 著 

［知识责任］Auletta 著 

［次知识责任］聂振雄 译 

［次知识责任］蒋伟明 译 

 

 

［正题名］心灵的习性 

［副题名］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 

［第一责任人］（美）贝拉(Bellah, Robert N.)等著 

［译者］翟宏彪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美国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Habits of the heart: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美国社会的各层次、各领域、各人物和传统的考察，展示了美国人

的生活观、爱情婚姻观、参与意识、公民生活、宗教活动等,揭示了贯穿其中的主旨，个人

主义和公共责任。 

［主题词］民族精神/美国 

［主题词］民族心理/美国 

［知识责任］贝拉 著 

［知识责任］Bellah 著 

［次知识责任］翟宏彪 译 

 

 

［正题名］从发展角度看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潮 

［第一责任人］（美）爱德华·威廉斯著 

［译者］钟腊梅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知识责任］威廉斯 著 

［次知识责任］钟腊梅 译 

  

 

［正题名］拉丁美洲各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对处联络部拉丁美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拉丁美洲各国政党的简史、纲领主张和组织状况。部分政党还附有

主要领导人简介。书中材料截止于 1979 年 8 月。 

  

 

［正题名］七十年代的古巴 

［副题名］注重实效与体制化 

［第一责任人］（美）梅萨·拉戈著 

［译者］丁中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3 

［知识责任］拉戈 著 

［次知识责任］丁中 译 

  

 

［正题名］美国研究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政治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主题词］政治/概况/美国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 

  

 

［正题名］美国政府与政治 

［第一责任人］（美）比尔德著 

［译者］朱曾汶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7.3 

［主题词］政治/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比尔德 著 

［次知识责任］朱曾汶 译 

  

 

［正题名］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 

［第一责任人］李道揆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主题词］政府/美国 

［知识责任］李道揆 著 

  

 

［正题名］美国政治腐败 



［副题名］权利·金钱·美女 

［第一责任人］（美）施曼特·博伦斯著 

［译者］吴瑕等译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主题词］国家行政机关/问题/美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问题/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博伦斯 著 

［次知识责任］吴瑕 译 

  

 

［正题名］白宫内外采访录 

［第一责任人］于恩光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于恩光 著 

  

 

［正题名］总统身后 

［副题名］从杜鲁门到里根 

［第一责任人］（美）洛伊希滕堡著 

［译者］顾学稼等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主题词］总统制/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洛伊希腾堡 著 

［次知识责任］顾学稼 译 

  

 

［正题名］掌权者 

［副题名］从杜鲁门到布什 

［第一责任人］（美）约翰·普拉多斯(Prados, J.)著 

［译者］封长虹译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主题词］政治/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普拉多斯 著 

［知识责任］Prados 著 

［次知识责任］封长虹 译 

  

 

［正题名］权力游戏 

［副题名］华盛顿是如何工作的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 

［译者］肖峰，姬金铎等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政治/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史密斯 著 

［次知识责任］肖峰 译 

［次知识责任］姬金铎 译 

  

 

［正题名］美国研究手册 

［第一责任人］（美）威廉·贝特，（美）佩里·弗兰克编 

［译者］贾东秀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丛编题名］美国研究丛书 

［主题词］美国学/研究/手册 

［知识责任］贝特 编 

［知识责任］弗兰克 编 

［次知识责任］贾秀东 译 

  

 

［正题名］美国研究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本京撰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0 

［知识责任］李本京 撰 

  

 

［正题名］权力的尽头 

［第一责任人］（美）霍尔德曼(Haldeman, H.R.)著 

［译者］唐笙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曾任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因与“水门事件”的牵连而坐牢。本

书回忆他当四年多白宫办公厅主任时的见闻，主要是讲“水门事件”的前前后后，着重分析

为什么象“水门”这么一个“三流”偷盗、窃听案件竟会升级、酿成一场宪法危机， 后迫

使尼克松辞职下台。 

［主题词］水门事件 

［知识责任］霍尔德曼 著 

［知识责任］Haldeman 著 

［次知识责任］唐笙 译 

  



 

［正题名］白宫卫士 

［第一责任人］（美）拉瑟(Rasser, D.)，盖茨(Gates, G.P.)著 

［译者］河北大学编译室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3 

［附注内容］本书揭露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任期内白宫内幕以及美国统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

的权势之争。书中，着重叙述了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埃利希曼和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宫廷卫士”，效忠于尼克松，竭力为尼克松的国内外重大决策出

谋划策的事情。他们结党营私，争权夺利， 后被其政敌揪住“水门事件”不放，弄垮了尼

克松。本书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性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巧没落，对于了

解美国对内对外政策变化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政治/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拉瑟 著 

［知识责任］Rasser 著 

［知识责任］盖茨 著 

［知识责任］Gates 著 

  

 

［正题名］当今美国 

［第一责任人］（英）福西特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知识责任］福西特 著 

  

 

［正题名］美国政治统计手册 

［第一责任人］梅孜编译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政治/统计资料/美国/手册 

［知识责任］梅孜 编译 

  

 

［正题名］扭转颓势 

［第一责任人］（美）肯尼迪(Kennedy, J.F.)，加德纳(Gardner, J.W)编 

［译者］沙地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6.3 

［附注内容］本书是肯尼迪在当选美国总统和就职后一年内所发表的演说、讲话和咨文的选

集。这些演说、讲话和咨文涉及肯尼迪政府面临的国内外主要问题，反映了肯尼迪政府在这

些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同时也是肯尼迪政府应付美国日薄西山、江河日下的局势所作的自

供状，对于了解和研究六十年代初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在翻译过

程中，参考了一些有关资料，加了少量注释。 



［知识责任］肯尼迪 编 

［知识责任］Kennedy 编 

［知识责任］加德纳 编 

［知识责任］Gardner 编 

［次知识责任］沙地 译 

  

 

［正题名］论美国在缓和后世界中的新作用 

［副题名］保卫美国 

［第一责任人］（美）当代问题研究所编 

［译者］齐沛合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1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 

［次知识责任］齐沛合 译 

  

 

［正题名］罗斯福选集 

［第一责任人］（美）罗斯福(Roosvelt, F.D.)著 

［译者］关在汉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7 

［附注内容］本书是美国曾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德·罗斯福自 1933 年至 1945 年执政

期间发表的重要文件和讲演选集。内容包括国内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国内方面，阐述了大

萧条以后实行“新政”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国际方面，反映了如何在孤立主义盛行的情况下，

以援助盟国、防止入侵为名加强战备，直到正式参加二次世界大战。书中对珍珠港事件、大

西洋宪章、雅尔塔协定等重大国际事件，均有论及。 

［主题词］政论/美国/文集 

［知识责任］罗斯福 著 

［知识责任］Roosevelt 著 

［次知识责任］关在汉 编译 

  

 

［正题名］林肯选集 

［第一责任人］（美）亚伯拉罕·林肯著 

［译者］朱曾汶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9 

［知识责任］林肯 著 

［次知识责任］朱曾汶 译 

  

 

［正题名］华盛顿选集 

［第一责任人］（美）华盛顿著 



［译者］聂崇信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5 

［知识责任］华盛顿 著 

［次知识责任］聂崇信 译 

  

 

［正题名］再说美国 

［副题名］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书信 

［第一责任人］张海涛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政治/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张海涛 著 

  

 

［正题名］论美国的民主 

［第一责任人］（法）托克维尔著 

［译者］董国良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8.12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托克维尔 著 

［次知识责任］董果良 译 

  

 

［正题名］星条旗下的争斗 

［第一责任人］（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 

［译者］傅伟良，王晓慧等译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知识责任］史密斯 著 

［次知识责任］傅伟良 译 

［次知识责任］王晓慧 译 

  

 

［正题名］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 

［第一责任人］（美）约瑟夫·奈著 

［译者］何小东，盖玉云等译 

［出版者］军事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国际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奈 著 



［次知识责任］何小东 译 

［次知识责任］盖玉云 译 

  

 

［正题名］美国总统就职演说 

［第一责任人］（美）乔治·华盛顿等著 

［译者］岳西宽等译 

［出版者］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知识责任］华盛顿 著 

［次知识责任］岳西宽 译 

  

 

［正题名］日本对美国的冲击 

［第一责任人］（美）博伊·德门特(Boye De Mente)著 

［译者］周隆镜，范嫦娥译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日美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德门特 著 

［知识责任］De Mente 著 

［次知识责任］周隆镜 译 

［次知识责任］范嫦娥 译 

  

 

［正题名］美国人看美国 

［第一责任人］时事出版社选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丛编题名］现代国际关系译丛 22 

［主题词］政论/美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俄罗斯的命运 

［第一责任人］（俄）弗·沃·日里诺夫斯基著 

［译者］李惠生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政论/俄罗斯/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日里诺夫斯基 著 

［次知识责任］李惠生 译 

  

 

［正题名］美国黑人在觉醒中 



［第一责任人］（美）艾伦(Allen, R.L.)著 

［译者］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记述美国黑人争取解放运动的著作。它着重分析了六十年代的美国

黑人反抗压迫的一些重大斗争事件及其经验教训。介绍了美国左、中、右各派黑人政治团体

的情况。书中 后一章介绍黑豹党的政纲和以杜波依斯“黑人美国合作联邦纲领”为基础的

黑人运动的“过渡性纲领”。书中对革命的领导、革命的同盟军以及武装斗争问题也有所论

述。作者观点倾向进步。本书可供研究美国黑人运动的参考。 

［主题词］反种族岐视斗争/美国 

［知识责任］艾伦 著 

［知识责任］Allen 著 

  

 

［正题名］美国海洋政策 

［第一责任人］（美）曼贡(Mangone, G.J.)著 

［译者］张继先译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阐述了美国海洋政策（包括防卫、交通、渔业、矿产资源和海洋污染

等方面）的历史演变情况和现代政策法令内容，同时对世界各国及联合国有关海洋政策作了

论述。 

［主题词］海洋霸权/政策/美国 

［知识责任］曼贡 著 

［知识责任］Mangone 著 

［次知识责任］张继先 译 

  

 

［正题名］美国政治制度 

［第一责任人］沈宗灵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5 

［附注内容］本书对于美国的宪法、政党、总统和行政部门、国会、联邦和州、地方政府、

公民权利等作知识性评介；书后附有英汉术语译名对照。 

［主题词］政治制度/美国 

［知识责任］沈宗灵 著 

  

 

［正题名］美国是如何治理的 

［第一责任人］（美）希尔斯曼著 

［译者］曹大鹏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6.4 

［主题词］国家行政机关/美国 



［知识责任］希尔斯曼 著 

［次知识责任］曹大鹏 译 

  

 

［正题名］美国式民主 

［第一责任人］（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著 

［译者］谭君久等校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丛编题名］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丛书 

［主题词］政治制度/美国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美国 

［知识责任］伯恩斯 著 

［次知识责任］谭君久 校译 

  

 

［正题名］掌权者的责任 

［副题名］争取总统克尽厥责 

［第一责任人］（美）蒙代尔(Mondale, W.F.)著 

［译者］曾越麟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9 

［附注内容］本书是论述美国总统权力问题的，它对了解美国总统职位的概况和蒙代尔所代

表的那部分大资产阶级对改革总统职位的设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总统制/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蒙代尔 著 

［知识责任］Mondale 著 

［次知识责任］曾越麟 译 

  

 

［正题名］美国政治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曹绍濂著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7 

［主题词］奴隶制度/历史/美国 

［知识责任］曹绍濂 著 

  

 

［正题名］美国总统及其选举 

［第一责任人］杨百揆，杨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2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美国总统制确立的历史背景，总统的实际权力及历史变化，并介绍

了美国选举制度和各种政治势力在选举中的作用。 



［主题词］总统制/概况/美国 

［主题词］总统/选举制度/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杨百揆 著 

［知识责任］杨明 著 

  

 

［正题名］美国首府政治腐败内幕 

［第一责任人］（美）阿密泰·艾乔尼著 

［译者］陈银科等译 

［译者］陈德元校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制度/美国/研究 

［知识责任］艾乔尼 著 

［次知识责任］陈银科 译 

［次知识责任］陈德元 校 

  

 

［正题名］秘密使命 

［第一责任人］（美）札卡里亚斯著 

［译者］何新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4 

［附注内容］“秘密使命”一书是作者从事情报活动的回忆录。本书选择了其中第二部分和

第三部分的一些章节。书中谈到太平洋战争前和战争期间，美国情报机关同日本、德国间谍

机关所进行的斗争，并列举事例说明美国情报机关如何向日本武官套取情报、如何向德国海

军进行心理战。作者立场反动，书中有很多粉饰美国情报活动和自我吹嘘的地方。 

［主题词］间谍/情报活动/美国 

［知识责任］札卡里亚斯 著 

［次知识责任］何新 译 

  

 

［正题名］总统保镖秘闻 

［副题名］一个老牌特工的自述 

［第一责任人］（美）麦卡锡著 

［译者］郑钧等译 

［出版者］军事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总统/保卫工作/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麦卡锡 著 

［次知识责任］郑钧 译 

  

 

［正题名］美国总统的警卫工作 



［第一责任人］群众出版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9 

［附注内容］本书由《鲍曼回忆录》和《美国安全勤务局概况》两书合编而成。前者主要是

叙述美国安全勤务局如何做好对总统和首脑人物的警卫工作，特别叙述了作者在担任安全勤

务局局长时对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等人的安全警卫工作所采取的措施。后者主要介

绍美国安全勤务局的历史、组织机构、工作任务和人员训练等情况。 

［主题词］总统/警备勤务/工作/美国 

  

 

［正题名］斗智 

［第一责任人］（美）法拉戈著 

［译者］何新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情报机关内当特务。

《斗智》一书总结了他做谍报工作的经历和见闻。书中观点很反动，但对帝国主义国家情报

工作和间谍破坏活动却作了一些供述并列举了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些间谍活动事例，对了

解研究帝国主义国家谍特机关的活动有一定参考价值。 

［主题词］间谍/情报活动/美国 

［知识责任］法拉戈 著 

［次知识责任］何新 译 

  

 

［正题名］调查局 

［副题名］我在联邦调查局的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美）沙利文口述 

［译者］布朗整理 

［译者］王丽平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知识责任］沙利文 口述 

［次知识责任］布朗 整理 

［次知识责任］王丽平 译 

  

 

［正题名］美国国会专用术语小词典 

［副题名］英汉双解 

［第一责任人］田友编译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知识责任］田友 编译 

  

 



［正题名］美国政府机构与人事制度 

［第一责任人］李道揆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2 

［丛编题名］外国政府体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章，介绍了美国的“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总统及其办事机构联

邦政府各部和独立机构、联邦同州及地方的关系、联邦政府人事制度等问题。 

［主题词］国家机构/美国 

［主题词］人事制度/美国 

［知识责任］李道揆 著 

  

 

［正题名］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 

［第一责任人］（美）马凯蒂(V.Marchetti)，（美）马克斯(J.D.Marks)著 

［译者］曾山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说明了中央情报局的性质、秘密任务以及它同美国

情报界其它部门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叙述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行动，它的宣传与假情报活

动，以及间谍与反间谍活动；第三部分谈到了笼罩着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心理，以及这种

心理所造成的后果。本书作者的立场反动，对我国也不乏攻击、诽谤之词，阅读是应分析批

判。 

［知识责任］马凯蒂 著 

［知识责任］Marchetti 著 

［知识责任］马克斯 著 

［知识责任］Marks 著 

［次知识责任］曾山 译 

  

 

［正题名］美国联邦调查局 

［副题名］我在胡佛手下的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美）萨利文著 

［译者］云良辉译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撰写的回忆录。书中记述了联邦调查局特务对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

袖马丁·路德·金的盯梢、监视、窃听和毁谤，对六十年代后期崛起的美国青年反战运动的

破坏和镇压，对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等，都有详尽的叙述。 

［知识责任］萨利文 著 

［次知识责任］云良辉 译 

  

 

［正题名］中央情报局人物志 

［第一责任人］（法）阿兰·盖兰著 



［译者］何重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知识责任］盖兰 著 

［次知识责任］何重 译 

  

 

［正题名］谍影憧憧 

［第一责任人］（美）马丁(Mading, D.)著 

［译者］方叙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情报活动/美国 

［知识责任］马丁 著 

［知识责任］Mading 著 

［次知识责任］方叙 译 

  

 

［正题名］历史的回顾 

［副题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由来和发展 

［第一责任人］（美）特罗伊(Troy, T.F.)著 

［译者］狄奋，李航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知识责任］特罗伊 著 

［知识责任］Troy 著 

［次知识责任］狄奋 译 

［次知识责任］李航 译 

  

 

［正题名］中央情报局 1981-1987 秘密战 

［第一责任人］（美）伍德沃德著 

［译者］蔡建勇等译 

［出版者］中国物资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附注内容］本书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威廉·凯西为主线，把美国 高权力机构的关键

人物作为主要角色，以近几年美国的重大外交及军事活动为主要场景，描述了 1981 至 1987

年的秘密情报活动内幕。 

［主题词］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伍德沃德 著 

［次知识责任］蔡建勇 译 

  

 

［正题名］美国战略情报局始末 



［第一责任人］（美）史密斯(Smith, B.F.)著 

［译者］宋静存等译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8.8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地叙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起源、沿革、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以及对

后继者中央情报局的影响。 

［主题词］中央情报局(美国)/1940-1945 年 

［知识责任］史密斯 著 

［知识责任］Smith 著 

［次知识责任］宋静存 译 

  

 

［正题名］变革的政治 

［副题名］牙买加的经书 

［第一责任人］（牙买加）曼利著 

［译者］沈连昭译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10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迈克尔·曼利现任牙买加总理。书中比较全面地概述了他的政治观点

和主张。其中有不少积极的因素，如主张变革，强调自力更生，提倡加勒比地区以及整个第

三世界的团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等。但是，作者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他为资本主

义辩护，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 

［知识责任］曼利 著 

［次知识责任］沈连昭 译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书目卷册］第 26 卷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书目卷册］第 25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书目卷册］第 36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思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书目卷册］第 36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书目卷册］第 40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了青年马克思主要在 1835 年至 1843 年期间写的著作。本卷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马克思的哲学和政论性著作。第二部分是他的文学和词歌习作。第三部分是附录，

主要是马克思父亲给马克思的书信。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卷依据

并参照德文翻译的。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书目卷册］第 41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书目卷册］第 42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4 年 1 月至 1848 年 2 月所写的著作。本卷以《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集第二版第四十二卷依据。大部分文章是根据原文并参照俄文翻译的。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书目卷册］第 43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8 年 6 月至 1849 年 8 月间写的 160 多篇文章，

原来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主要是评述当时在德国革命和欧洲战争中发生的事件，其

中关于匈牙利战争的文章占了很大篇幅。本卷还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重要遗稿。附

录部分是 1848－1849 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活动有关的一些文献资料。本卷以《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三卷为依据。大部分文章是根据原文并参照俄、英译文翻

译的。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书目卷册］第 44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书目卷册］第 46 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本卷收集了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七篇经济手稿：（1）《巴师夏和凯里》；（2）

《导言》；（3）《<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4）《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

分）》；（5）《<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 头部分》；（6）《我自己

的笔记本的提要》；（7）《<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副题名］第 46 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册包括：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下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草稿）(手稿后半部分)。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书目卷册］第 47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了马克思 1861 年 8 月至 1863 年 7 月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

的一部分。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正题名］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Marx, K.)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Marx 著 

  

 

［正题名］剩余价值理论 

［副题名］（《资本论》第四卷）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剩余价值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正题名］剩余价值理论 

［副题名］（《资本论》第四卷）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11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剩余价值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正题名］剩余价值学说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著 

［译者］郭大力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附注内容］《剩余价值学说史》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四卷。马克思把《资



本论》的前三卷称为理论部分，把第四卷称为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在

这一卷中马克思围绕着剩余价值理论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对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同时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许

多重要问题。本书郭大力译本（1975 年三联书店出版）是根据考茨基编辑的德文版翻译的，

但这个版本有篡改马克思手稿的地方。这次出版，由郭根据德文新版本对译文重新作了校订。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剩余价值学/经济思想史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次知识责任］郭大力 译 

  

 

［正题名］剩余价值学说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著 

［译者］郭大力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单行本/1863 

［主题词］剩余价值/马克思著作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次知识责任］郭大力 译 

  

 

［正题名］剩余价值学说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著 

［译者］郭大力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单行本/1863 

［主题词］剩余价值/马克思著作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次知识责任］郭大力 译 

  

 

［正题名］资本论 

［书目卷册］第 2—3 卷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单行本/1867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正题名］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著 

［译者］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5 

［附注内容］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巨著《古代社会》，根据在印第安人中所搜集的材料，分

析了氏族制度的本质，阐明了原始时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给原始历史的研究 辟了一个

新的时期。马克思对摩尔根的这部著作非常重视，给了很高的评价。在 1881－1882 年间马

克思研读了此书，并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在此《摘要》中，马克思不仅摘录了摩尔根著作

中的材料和论点，而且还附上自己的评语和结论；同时还补充了其他书中有关原始文化史的

一些材料。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单行本/1881-1882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和白拉克通信集 

［副题名］1869～1880 年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书信集收入了 1869 年 11 月到 1880 年 3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威廉·白拉克

之间的通信。书信中马克思对歌达纲领作了彻底批判，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派

和杜林及其追随者的激烈斗争。书信集也记载了白拉克作为社会主义出版者的活动。书信集

后部分反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 1878 年俾斯麦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斗争。 

［主题词］马恩著作/书信集/1869-1880 

  

 

［正题名］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 

［书目卷册］第 1 卷 

［副题名］1868-1886 

［第一责任人］（法）鲍提若里(Bottiglli, E.)编 

［译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 73 级师生合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原书共分三卷。全书收入了恩格斯同拉法格夫妇在 1868 年至 1895 年间能收集

到的全部往来书信共 606 封。本卷收入的是 1868 年～1886 年间的通信，共 246 封。 

［主题词］恩格斯著作/书信集/1868-1895 

［知识责任］鲍提若里 编 

［知识责任］Bottiglli 编 

  

 

［正题名］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 

［书目卷册］第 2 卷 

［副题名］1877～1890 



［译者］广州外语学院法语教研室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书信集/恩格斯, F. 

  

 

［正题名］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 

［书目卷册］第 3 卷 

［副题名］1891～1895 

［第一责任人］（法）鲍提若里编 

［译者］冯汉津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恩格斯和拉法格夫妇在 1891 年至 1895 年间的通信 173 封。 

［主题词］书信集/恩格斯,F. 

［知识责任］鲍提若里 编 

［次知识责任］冯汉津 译 

  

 

［正题名］恩格斯与伯恩施坦通信集 

［副题名］1879～1895 

［第一责任人］恩格斯，（德）伯恩施坦著 

［译者］粱家珍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恩格斯与柏恩施坦在 1879 年间的来往书信一百七十四封。前半部分

内容主要是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问题的通信；后半部

分内容是关于《前进报》和《新时代》的问题的通信。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知识责任］伯恩施坦 著 

［次知识责任］粱家珍 译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和哈尼通信集 

［副题名］1846～1895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马恩著作/书信集 

  

 

［正题名］马克思家书集 

［第一责任人］人民出版社马列著作编辑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书信集 

  

 

［正题名］恩格斯家书集 

［第一责任人］人民出版社马列著作编辑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恩格斯一家的书信 99 封，其中包括 1838 年 8 月至 1886 年 12 月期

间恩格斯给母亲和弟妹等人的信 95 封，以及他父母的通信一封和恩格斯遗嘱 3 篇。 

［主题词］恩格斯著作/书信集 

  

 

［正题名］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 

［副题名］1868～1895 

［第一责任人］（联邦德国）布卢门贝格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书信集/德国/近代 

［知识责任］布卢门贝格 编 

  

 

［正题名］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摘录 

［译者］吴惕安等译 

［译者］陈叔平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5 

［附注内容］为了研究和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经验，马克思搜集了大量关于巴黎公社的

各种材料。这些材料内容极为广泛，有巴黎公社发布的文告、决议、法令；有关于公社和各

革命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导；有公社社员的高尚革命品质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描写，有公社同敌

人进行斗争和几次重大战役的情况报道；有敌人镇压公社的阴谋活动记述等。这些摘录的手

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巴黎公社失败前的；第二部分是失败后的。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巴黎公社/文摘 

［知识责任］马克思 摘录 

［次知识责任］吴惕安 译 

［次知识责任］陈叔平 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专题摘录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专题摘录》编辑组编辑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书将《选集》中的全部论点作了摘录,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三大部分分类编排,并按其体系分层次设若干标题。 

［主题词］马恩著作/文摘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中国的全部文章与重要论述。 

［主题词］马恩著作/中国/问题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论巴枯宁主义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蒲鲁

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其中同巴枯宁主义和巴枯

宁阴谋集团的斗争几乎占去了国际存在的一半以上的时间。为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

同巴枯宁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本书把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关重要著作、文件

和书信按时间顺序组成专题文集。书末附有简要注释、人名索引、斯刊索引和参考书目。 

［主题词］马恩著作/巴枯宁主义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书是由马恩著作中关于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的言论汇编而成。全书按年代

先后划分为五个时期。书后有索引。 

［主题词］马恩著作/人性 

［主题词］马恩著作/人道主义 

［主题词］马恩著作/异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郑天星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50 卷)中有关无神论、宗教和教会问题

的文章、著作摘录和语录。 

［主题词］马恩著作/宗教哲学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知识责任］恩格斯 著 

［次知识责任］郑天星 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 

［第一责任人］吕一燃编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选出有关论著 36 篇,有的全文著录,有的摘其有

关部分,书后附中文版注释。 

［主题词］马恩著作/领土问题 

［知识责任］吕一燃 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资本论》的书信 410 封。在这些书信中包括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论》涉及的经济理论问题的共同探讨，对《资本论》的结构和方法

的论述，对《资本论》的某些篇章的解释和补充，以及对《资本论》学习方法的指示。本书

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和编辑出版《资本论》过程中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机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批判以及对一些国家的经济情况、经济史、政治和经济危机研

究。本书还反映了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写作、编辑、出版的一些情况。 

［主题词］资本论/马恩著作/书信集 

［主题词］马恩著作/资本论/书信集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恩著作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论重商主义以前的经济思想 

［第一责任人］李守庸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马克思、恩格斯语录/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思想 

［知识责任］李守庸 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陆梅林辑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为文学艺术论，下编为文学艺术史。 



［主题词］马恩著作/文艺理论 

［知识责任］陆梅林 辑注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陆梅林辑注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马恩著作/文艺理论 

［知识责任］陆梅林 辑注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 

［第一责任人］杨柄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马恩著作/文艺理论 

［主题词］马恩著作/美学 

［知识责任］杨柄 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古代史著作选读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学院历史专业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卡·马克思历史学笔记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为马克思晚年所写的一部史学手稿。书中按编年顺序摘录了公元前一世纪

至十七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史学 

［知识责任］马克思 著 

  

 

［正题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 

［第一责任人］叶险明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 

［丛编题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丛书 胡显章主编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叶险明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1 卷 

［副题名］1893～1894 年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卷所收的是列宁在革命活动期，即 1893－1894 年所写的四篇著作：《农民生

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论所谓市场问题》、《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

人》、《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2 卷 

［副题名］1895～1897 年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列宁在 1895－1897 年所写的著作。其中主要有：《弗里德里希·思格

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我们拒绝什么遗产？》、《评经济浪漫主义》。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3 卷 

［副题名］1895～1899 年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列宁在 1896 年 2 月至 1900 年 8 月写的两部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非批判的批判》。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4 卷 

［副题名］1898～1901 年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列宁在 1898 年 2 月至 1901 年 4 月所写的著作 33 篇。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5－8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9－13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15 卷 

［副题名］1907 年 2～6 月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16 卷 

［副题名］1907.6 月-1908.3 月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附注内容］本卷编入 1907 年 6 月至 1908 年 3 月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斯

托雷平反动时期 始阶段的著作。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17 卷 

［副题名］1908.3-1909.2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19－22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990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23 卷 

［副题名］1913 年 3～9 月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24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25 卷 

［副题名］1914.3－7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附注内容］本卷编入 1914 年 3 月至 7 月即新的革命高潮时期的一个阶段的著作,收新文献

12 篇。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26 卷 

［副题名］1914.7－1915.8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附注内容］本卷编入 1914 年 7 月至 1915 年 8 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始后第一年的著作,

收新文献 9 篇。本卷中的文献,绝大部分都是有关这场帝国主义大战的。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27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28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29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30 卷 

［副题名］1917.5-1917.7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31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32－34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35 卷 

［副题名］1918.7-1919.3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36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37－39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40、41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42、43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44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45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46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47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48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49 卷 

［副题名］1917.7～1920.11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附注内容］本卷编入了列宁在 1917 年 10 月至 1920 年 11 月期间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签

发的信件、电报便条、批示、命令等近 1600 件。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50 卷 

［副题名］1920.11～1921.6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书信类文献。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51 卷 

［副题名］1921.6～1921.11 书信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52 卷 

［副题名］1921.11～1923.3 书信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53 卷 

［副题名］1893～1922 年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附注内容］本卷是家书专集,收进了列宁从 1893 年起至 1922 年止写给亲属的各种书信。

和全集第 1 版第 37 卷相比,本版本卷增收书信 6 封。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54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55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56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57 卷 

［丛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准备材料 

［副题名］1888-1913 年笔记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58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 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59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 

［书目卷册］第 60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注释选编 

［译者］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教研组，版本图书馆原翻译组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列宁著作/全集/注释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内蒙古大学《列宁文稿》翻译组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苏联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五版和《列宁文集》中，有一些著作、演讲和相当

多的书信、便条、笔记、写作的准备材料等是《全集》俄文第四版所没有的。为了便于研究

使用，本书翻译了这一部分著作和材料。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5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6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南京大学《列宁文稿》翻译组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7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副题名］第 8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9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吉林师范大学《列宁文稿》翻译组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10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黑龙江大学《列宁文稿》翻译组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10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列宁著作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12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13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14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15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广州外语学院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16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华南师范大学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文稿 

［书目卷册］第 17 卷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列宁在 1921～1922 年期间发表的书信、便条、电报、札记等。本

卷系《列宁文稿》的 后一卷。 

［主题词］列宁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提要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是列宁当年研究马恩通信集时留下的全部笔记，书后有列宁自己做的名目

索引，还有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者加的注释。 

［主题词］马恩著作/书信集/简介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哲学笔记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林利等译校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次知识责任］林利 译 

  

 

［正题名］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价 

［副题名］1920 年 5 月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列宁文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 345－403 页译出。 

［主题词］列宁著作/社会主义经济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 

［第一责任人］列宁著 

［出版者］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列宁 著 

  

 

［正题名］列宁论科学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经典著作选编组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列宁著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正题名］列宁论党的建设问题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经典著作选编组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列宁著作/工人政党/党的建设 

  

 

［正题名］列宁论图书馆事业 

［第一责任人］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列宁著作/图书馆事业 

  

 

［正题名］毛泽东著作辞典 

［第一责任人］焦根强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词典 

［知识责任］焦根强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 

［书目卷册］第 5 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本卷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关于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

主义道路的斗争还长期存在的科学论断，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

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关于社

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就是在这卷中首次提出的。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早期文稿 

［副题名］1912.6～1920.11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附注内容］本书编入了目前收集到的毛泽东早期的全部文稿。自 1912 年 6 月起至 1920

年 11 月,有文章、书信、诗词、读书批注、日志、纪事录、谈话、广告、报告、通告、启事、

文电、章程、课堂笔记等 151 篇。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1912-1920/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文集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文集 

［书目卷册］第 4 卷 

［副题名］1945.8～1947.12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文集 

［书目卷册］第 5 卷 

［副题名］1948.1～1949.9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张占斌，蒋建农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辞典详细介绍了新版《毛泽东选集》中重要文章写作的历史背景,并对原文

中提到的一些事件、人物、典故、成语等,做了详细的注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词典 

［知识责任］张占斌 主编 

［知识责任］蒋建农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1－4 卷）索引 

［第一责任人］周晓瑜，杨端志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引文索引 

［知识责任］周晓瑜 编 

［知识责任］杨端成 编 

  

 

［正题名］毛泽东著作选读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选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体育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体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2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毛泽东同志就体育的意义、作用、体育与教育的关系等问题,发表

的见解。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育理论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为反对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

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而写的。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26 

［主题词］阶级分析/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毛泽东同志此文写于一九二七年三月，这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

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答复这些责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作，并写

了这一篇报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农民运动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

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28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

议。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29 

［主题词］思想建设/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

观思想而写的。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0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反对本本主义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0 



［主题词］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

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4 

［主题词］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

所作的报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5 

［主题词］抗日战争/战争对策/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毛泽东同志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

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6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延安召集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的报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7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矛盾论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同志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个目的，即为了克

服存在于党风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在收

入《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7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写的一篇论文。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7 

［主题词］抗日战争/战争方略/毛泽东著作/(1937-1945)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写的宣传鼓动提

纲。这个提纲为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 的扩大会议所通过。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7 

［主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反对自由主义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7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

纲。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7 

［主题词］抗日战争/问题/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论持久战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

的讲演。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8 

［主题词］抗日战争/战争方略/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

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同志批驳了这种观点，并在一九三

八年五月写了这篇文章，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8 

［主题词］抗日战争/游击战争/战略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8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战争和战略问题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8 

［主题词］战争方略/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8 

［主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9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青年运动的方向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毛泽东

同志在这个讲演中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29 

［主题词］青年运动/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共产党人》发刊词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9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由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几个在

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

同志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写的。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9 

［主题词］革命/毛泽东著作/中国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新民主主义论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写于一九四零年一月。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0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零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宪政促进会的演说。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革命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提纲。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7 

［主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论政策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0 

［主题词］政策/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1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改造我们的学习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1 

［主题词］党的作风/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关于农村调查 

［副题名］1941 年 9 月 13 日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1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反对党八股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2 

［主题词］反对党八股/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整顿党的作风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 学典礼会上的演说。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2 

［主题词］党的作风/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2 

［主题词］文艺工农兵方向/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3 

［主题词］领导方法/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组织起来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3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学习和时局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讲演。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4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

上的讲话。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5 

［主题词］经济思想/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论联合政府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政治报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5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七大”工作方针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5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愚公移山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5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

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

革命的策略。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5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关于重庆谈判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和《关于重庆谈判》

两篇文章。前一篇是毛泽东同志在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前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

知，后一篇是毛泽东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干部会上作的报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5 

［主题词］重庆谈判/毛泽东著作/(1945)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

朗的谈话》两篇文章。前一篇是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而写的，

后一篇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一篇很重要的

谈话。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6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7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这个文件，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

毛泽东同志根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会议的讨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8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的讲演。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8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关于健全党委制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两篇文章。前一篇是毛泽

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决定，后一篇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8 

［主题词］组织建设/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8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9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论人民民主专政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49 

［主题词］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55 

［主题词］农业集体化/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论十大关系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

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的基本思想。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56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56 

［主题词］文艺思想/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在 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

同志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76 

［主题词］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57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介绍一个合作社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版是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一九六五年六月第二版所载原文重

排的。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58 

［主题词］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苦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一段。这个

决定草案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起草的，这一段是毛泽东同志写的。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63 

［主题词］实践论/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书信选集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书信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主席诗词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毛主席诗词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主席词二首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写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和《念奴骄·鸟儿问答》；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主题词］毛主席诗词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主席诗词学习参考资料 

［第一责任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毛主席诗词》教研室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毛主席诗词/研究 

  

 



［正题名］毛泽东诗词选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毛主席诗词/选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主席诗词墨迹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书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毛主席诗词《沁心园·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

《清平乐·蒋桂战争》、《忆秦娥·娄山关》、《水调歌头·游泳》、《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等十五首的墨迹。 

［主题词］毛主席诗词/手稿 

［知识责任］毛泽东 书 

  

 

［正题名］毛泽东书信手迹选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书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书信集/手稿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书 

［译者］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书 

  

 

［正题名］毛泽东主席论妇女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妇女工作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 

［书目卷册］第 5 卷 

［丛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部分论述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资料室翻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党的群众工作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入毛泽东等六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党的群众工作方面的文章

共 92 篇,大部分是全文,部分是节选,全书的篇目按人分编,文章依时间顺序排列。 

［主题词］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 

［书目卷册］第 5 卷 

［丛书］哲学语录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译者］广东省党委校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泽东与佛教 

［第一责任人］王兴国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佛教/研究 

［知识责任］王兴国 著 

  

 

［正题名］毛泽东论调查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国统计学会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研究组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毛泽东语录/调查研究 

  

 

［正题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哲学理论 

  

 

［正题名］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翻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段斗争的部分论述 

［第一责任人］南方日报编辑部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的部分论述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历史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3 

 

［正题名］毛主席论群众路线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 

［书目卷册］第 5 卷 

［书目卷册］中 

［丛书］关于世界革命的部分论述 

［第一责任人］甘肃师大历史系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泽东邓小平论中国国情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邓小平著 

［译者］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组选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知识责任］邓小平 著 

  

 

［正题名］毛泽东外交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出版者］战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文集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编入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著作。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军事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文集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编入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著作。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军事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文集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军事思想/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文集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收 1947 年 3 月至 1948 年 9 月毛泽东军事著作。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军事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文集 

［书目卷册］第 5 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收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9 月毛泽东军事著作。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军事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文集 

［书目卷册］第 6 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编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军事著作。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军事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新闻工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论文艺 

［第一责任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文艺理论 

  

 

［正题名］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文集是在 1941 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基础上增订而成的。这次增

补了《反对本本主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关于农村调查》、《中

国佃农业生活举例》、《寻乌调查》五篇著作。收入文集的著作分为两部分，一部是论述调查

研究的文章，一部是调查报告和土地法，分别按时间顺序编排。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农村/调查研究 

  

 

［正题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重要指示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资料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 

［书目卷册］第 5 卷 

［丛书］关于理论工作问题的重要论述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部分论述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学院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 

［丛书］科学社会主义部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马列著作/选集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列著作/选集 

  

 

［正题名］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 

［丛书］党的学说部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马列著作/选集 

［主题词］马列主义党/理论/马列著作/选集 

  

 

［正题名］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 

［丛书］政治经济学部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选读本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学说四个部分，本册为政

治经济学部分。 

［主题词］马列著作/选集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列著作/选集 

  

 

［正题名］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 

［丛书］哲学部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选读本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学说四个部分。本册是哲

学部分。 

［主题词］马列著作/选集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列著作/选集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 

［第一责任人］邢贲思主编 

［出版者］南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附注内容］本书精录马克思主义者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含

党的建设)的论述,每个学科前有 10 万字的概说,对本学科的历史、形成、特点及其发展作简

要阐述,兼有工具书、资料库、普及本的多重作用。 

［主题词］马恩列斯毛语录/马克斯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知识责任］邢贲思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高狄主编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34470 个辞条、分为题解以及著作中出现的政党、组织、会议、文献、

事件等名词解释。 



［主题词］马列著作/词典 

［知识责任］高狄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沙皇俄国 

［副题名］文章摘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本书除了摘编革命导师有关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论述，还摘编了革命导师有关

沙皇俄国对内实行专制制度，残酷压迫、剥削国内各族人民的若干论述。本书所摘编的文章

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书后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全集》或《选集》中的有

关注释及革命导师有关著作目录。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个部分：马克思主义是严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

行动的挥南；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照辩证法办事；从各方

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书末附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二）。 

［主题词］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论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组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无产阶级政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马列著作/工人政党 

  

 

［正题名］论党风 

［副题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马列著作/党的作风 

［主题词］马列著作/工作方法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 

［第一责任人］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论宗教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经典作家关于宗教和无神论问题的论述五百余条，专门著作十余篇，

分《语录》、《文选》两部分。这些论著论述了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揭示了宗教发生、

发展和消亡的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批判了宗教神学，并对历

史上许多无神论思想家作了精辟的评论。 

［主题词］马列著作/宗教学 

  

 

［正题名］马列著作选读 

［副题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责任人］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丛书］辩证唯物论部分 

［第一责任人］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哲学教研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丛书］历史唯物论部分 

［第一责任人］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哲学教研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自然辩证法文选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责任人］王正萍主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带工具书性的大型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读物。辑录了马恩列斯毛关于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论述。内容包括：概论；物质生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社会革命；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

的作用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历史唯物主义 

［知识责任］王正萍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一责任人］温济泽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马列著作/思想方法 

［主题词］马列著作/工作方法 

［知识责任］温济泽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问题 

［第一责任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书分论点摘编、文章选编两部分。内容有:宗教的本质特征,宗教发生、发展

的根源,宗教的社会作用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宗教学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评价历史人物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附注内容］全书选录了革命导师产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则和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论述。同

时，对于一些名词和历史人物作了简要的注释和介绍。 

［主题词］马列著作/历史人物/评价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论农民问题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馆编 

［出版者］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馆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国际问题学习文件汇编 

［第一责任人］湖南师范学院政史系世界史教研组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有马恩列斯毛经典作家论国际问题语录和讲话。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反复辟反倒退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部分论述 

［第一责任人］武汉大学图书馆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论拿破仑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8 

［附注内容］本书选录革命导师论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语录四十多条。全书分为群众、阶

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重要作用：热爱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等

三部分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空想社会主义 

［丛书］初稿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人口规律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口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口理论；资产阶级反动人口理论批判。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 

［第一责任人］全国妇女联合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书选录了革命导师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的道路，妇女在革命运

动和建设中的作用，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以及婚姻家庭、儿童等问题的论述。选入本

书的文章有全文，也有摘录。 



［主题词］马列著作/妇女工作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恩列斯论民族问题》语录编选组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2 

［主题词］马列著作/民族问题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8 

［主题词］马列著作/社会形态学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民族政策教研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2 

 

［正题名］列宁斯大林论工会 

［第一责任人］工人出版社编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书共选入文章七十篇。着重收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会的性质、

作用任务、工会同党、同国家政权的关系，以及工会工作的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基本论述。 

［主题词］列宁著作/工会工作 

［主题词］斯大林著作/工会工作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文明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列宁的论述，和斯大林的论述三部分。书末＼

附录：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关于文明部分言论。 

［主题词］马列著作/精神文明/研究 

  

 

［正题名］论知识和知识分子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 、

朱德同志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工人阶级 

［第一责任人］林涧青等主编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马列著作/无产阶级 

［知识责任］林涧青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社会主义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主题词］马列著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主题词］马恩列斯毛语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人权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选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基本观点,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人权,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权。 

［主题词］马恩列斯毛语录/人权 

  

 

［正题名］马恩列斯军事文集 

［副题名］篇目·注释·人名索引 

［第一责任人］赵功德，张力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主题词］军事理论/篇名目录/索引 



［知识责任］赵功德 编 

［知识责任］张力 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 

［副题名］文章摘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附注内容］本书的选材大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述经济危机的实质和表

现、经济危机的根源、经济危机的后果、对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主要观点的批判、无产阶

级对经济危机的态度等问题的文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十一篇）着重于选辑关于资

本主义经济危机基本原理的论述，列宁的文章（十三篇）着重于选辑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

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斯大林的文章（五篇）着重于选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经济危机

特别是三十年代大危机的论述。 

  

 

［正题名］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全面完成

国家计划的部分论述 

［第一责任人］厦门大学经济系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部分论述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共中央党校选编 

［出版者］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副题名］论述摘录和论点索引 

［第一责任人］于光远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恩、列、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述的

重要段落的摘录。第二部分是论点的专题辑编。这一部分大致包括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

源、意义和历史地位、危机发展的规律性、危机的后果、研究危机的方法、对各种错误的危

机论的批判以及经济危机发展史等方面的专题。第三部分是马、恩、列、斯著作中提到的关

于危机的名目索引。 

［主题词］马列著作/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 

［知识责任］于光远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第一责任人］李竞能等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1 

［知识责任］李竞能 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教育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零一工厂理论组编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一、一定的教育是由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

二、资产阶级教育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三、无产阶级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四、

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五、培养青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六、

工农要做文化教育的主人；七、教育同生产动劳相结合；八、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九、建

立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十、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主题词］马列著作/教育 

［主题词］教育-马列著作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 

［第一责任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0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苏）А.И.德罗宾斯基著 

［译者］常政译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百科全书/编辑 

［知识责任］德罗宾斯基 著 

［次知识责任］常政 译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7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的文章摘录及书信 50 篇。 

［主题词］马列著作/文艺理论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 

［第一责任人］人民出版社编印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 

［第一责任人］黎澍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章：历史和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研究

历史的方法。 

［主题词］马列著作/历史学 

［知识责任］黎澍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 

［第一责任人］黎澍,蒋大椿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分五部分: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历史发展的辩证

法,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科学工作者的素质和训练。 

［主题词］马克思恩格斯语录/史学 

［知识责任］黎澍 主编 

［知识责任］蒋大椿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关于研究历史的若干论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近代史 

［第一责任人］上海师大历史系中国史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中国古代史基础理论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基本知识 

［主题词］马克思恩格斯语录/史学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第一责任人］黎澍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马恩列斯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论述，阐明如何用正确的立场、观点、



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原则。第二部分

是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评论。 

［主题词］马列著作/历史人物/人物研究 

［知识责任］黎澍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史 

［第一责任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 

［第一责任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编辑

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选编关于科技的作用、发展科技的意义、培养科

技人员与攀登科学高峰等方面的论述；下编选编了关于若干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和技术学科方

面的论述。 

［主题词］马列著作/科学技术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关于科学

技术和生产力的论述。 

［主题词］马列著作/生产力/文摘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问题的部分论述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编 

［出版者］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马列著作/农业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农业若干问题的部分论述 

［第一责任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选编组编 

［出版者］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4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三十四个题目。每个题目中的论述，一般是按著作发表时间的先后为

序。 



［主题词］农业-马列著作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论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论述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组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风、毛泽东主席论文风 

［第一责任人］北京人民出版社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世界各国共党 

［副题名］基本资料 

［第一责任人］韩国栋，张文美编译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1 

［丛编题名］比较社会主义丛书 1 周阳山主编 

［知识责任］韩国栋 编译 

［知识责任］张文美 编译 

  

 

［正题名］在朝鲜劳动党历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一责任人］（朝）金日成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本书是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劳动党成立大会上和历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时

间从 1945—1970 年。 

［知识责任］金日成 著 

  

 

［正题名］金日成文选 

［副题名］1980—1986 年 

［第一责任人］（朝）金日成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知识责任］金日成 著 

  

 



［正题名］朝鲜劳动党简史 

［第一责任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所编 

［译者］沈仪琳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次知识责任］沈仪琳 译 

  

 

［正题名］宇都宫德马文集 

［第一责任人］(日)宇都宫德马著 

［译者］任清玉等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主题词］kmjki/55-8 

［知识责任］宇都宫德马 著 

［次知识责任］任清玉 译 

  

 

［正题名］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 

［副题名］1922—1982 年 

［第一责任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 

［译者］段元培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次知识责任］段元培 译 

  

 

［正题名］黄文欢文选 

［副题名］1979—1987 

［第一责任人］黄文欢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知识责任］黄文欢 著 

  

 

［正题名］老挝人民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第一责任人］张宝贵译 

［译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7 

［知识责任］张宝贵 译 

  

 



［正题名］在柬埔寨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柬埔寨革命的伟大胜利 

［副题名］在柬埔寨共产党成立 17 周年、宣布柬埔寨共产党在国内国际正式公 庆祝大会

上的报告 

［副题名］1977 年 9 月 27 日 

［第一责任人］（柬）波尔布特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三部分：一、关于柬埔寨共产党诞生以前的柬埔寨人民

斗争运动；二、关于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三、关于柬埔寨革命的新阶段。 

［主题词］共产党/概况/柬埔寨 

［知识责任］波尔布特 著 

  

 

［正题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五篇重要文件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在 1965 年印度尼西亚“九·卅”事件后，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

表的《自我批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文告》和《印尼共产党争取印尼人民民主纲领》

等五篇重要文件。这些文件批判了印尼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制定了建设马列主义党、

进行人民武装斗争、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新路线。本书根据印尼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出版的

1971 年版译出。 

  

 

［正题名］第三次白色恐怖 

［第一责任人］张海涛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丛编题名］国际风云丛书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知识责任］张海涛 著 

  

 

［正题名］东欧剧变与执政党建设 

［第一责任人］黄宏，谷松主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共产党/执政党/研究/东欧 

［主题词］执政党/共产党/研究/东欧 

［主题词］和平演变/东欧 

［知识责任］黄宏 主编 

［知识责任］谷松 主编 

  

 

［正题名］1989 年以来东欧、中亚政党嬗变 



［第一责任人］杨元恪，陈刚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东欧、中亚 22 国共约 1300 个政党组织近 3 年多的演绎史实。整理

了 140 名左右重要的政党领导人的简历。 

［主题词］政党/概况/东欧 

［主题词］政党/概况/中亚 

［知识责任］杨元恪 主编 

［知识责任］陈刚 主编 

  

 

［正题名］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 

［第一责任人］（苏）安德罗波夫著 

［译者］阚思榃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知识责任］安德罗波夫 著 

［次知识责任］阚思榃 译 

  

 

［正题名］斯大林文集 

［副题名］1934～1952 年 

［第一责任人］斯大林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斯大林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斯大林 著 

  

 

［正题名］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第一责任人］辛华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 

［知识责任］辛华 编译 

  

 

［正题名］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第一责任人］辛华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了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声明、新闻公报等主要文

件，以及会议所选出的中央机构名单。可供参考和批判用。 



［知识责任］辛华 编译 

  

 

［正题名］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第一责任人］辛华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本书编译了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声明等主要文件，以及会

上选出的中央机构名单。供批判、参考用。 

［知识责任］辛华 编译 

  

 

［正题名］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第一责任人］辛华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报告、决议、决定，

以及新当选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及其职务等。 

［知识责任］辛华 编译 

  

 

［正题名］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 

［副题名］1990 年 7 月 2 日—13 日 

［第一责任人］苏群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主题词］苏联共产党/代表会议/会议资料 

［知识责任］苏群 编译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 

［副题名］1964 年 11 月—1976 年 2 月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文件汇编包括从 1964 年 11 月至 1976 年 2 月这一时期苏修中央历届全会决

议、公报等文件。此外，还选译了有关报告和文章作为附录，一并供研究和批判。 

  

 

［正题名］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 

［第一责任人］（法）布兰科·拉齐奇著 

［译者］夏平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丛编题名］书林书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Le rapport Khroutchev et son histoire. 

［附注内容］据法国 Le Seuil 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主题词］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20 大/研究资料 

［知识责任］拉齐奇 著 

［次知识责任］夏平 译 

  

 

［正题名］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 

［副题名］1953 年 3 月—1964 年 10 月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编译了 1953 年 3 月至 1964 年 10 月这一时期内苏修中央历届全会决议、

公报等文件。此外，还选译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 高苏维埃的若干决议，作为

有关的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附录。本书是根据苏联《真理报》发表的上述时期内苏修中央全

会文件和《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俄文第八版编译的。 

  

 

［正题名］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 

［副题名］1990 年 2 月 5—7 日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正题名］舟中随笔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顽石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27 

［知识责任］顽石 著 

  

 

［正题名］权力学 

［第一责任人］（苏）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译者］张 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个部分，描述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各个阶段，党内

各派力量的消长变化，党内领导层的变易更迭；又以斯大林与布哈林的较量为主线，着重写

了联共（布）党内围绕农业集体化问题的斗争以及三十年代的肃反扩大化；介绍了斯大林晚

年的一些情况；对于赫鲁晓夫以及苏共当时其他领导人的浮沉和勃列日涅夫的发迹也作了相

当详细的介绍。 

［主题词］政治/概况/苏联 



［知识责任］阿夫托尔哈诺夫 著 

［次知识责任］张  译 

  

 

［正题名］苏共野史 

［副题名］党治制的由来 

［第一责任人］（苏）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译者］晨曦等译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知识责任］阿夫托尔哈诺夫 著 

［次知识责任］晨曦 译 

  

 

［正题名］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副题名］布哈林政治传记 

［副题名］1888-1938 

［第一责任人］（美）科恩(Cohen, S.F.)著 

［译者］徐葵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附注内容］限国内发行。 

［附注内容］本书除了用一章的篇幅介绍布哈林出生、家庭、经历以外，主要按布哈林一生

中的各个时期，评述了他的政治活动、政治观点，以及他同苏共党史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

件的关系。 

［知识责任］科恩 著 

［知识责任］Cohen 著 

［次知识责任］徐葵 译 

  

 

［正题名］斯大林秘书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苏）巴让诺夫著 

［译者］洪钢译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知识责任］巴让诺夫 著 

［次知识责任］洪钢 译 

  

 

［正题名］苏联共产党历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 

［副题名］1883—1903 



［第一责任人］（苏）彼·尼·波斯别洛夫主编 

［译者］彭卓吾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主题词］苏联共产党/党史 

［知识责任］波斯别洛夫 主编 

［次知识责任］彭卓吾 译 

  

 

［正题名］苏联共产党历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布尔什维克党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 

［副题名］1904-1917 年 2 月 

［第一责任人］（苏）波诺马廖夫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知识责任］波诺马廖夫 主编 

  

 

［正题名］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并列题名］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第一责任人］（英）伦纳德·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著 

［译者］徐葵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知识责任］夏皮罗 著 

［知识责任］Schapiro 著 

［次知识责任］徐葵 译 

  

 

［正题名］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 

［副题名］苏共历史大事实录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等编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附注内容］记述苏联共产党从产生到解散共 93 年的历史，并收录了多幅历史照片。 

［知识责任］沈志华 编著 

  

 

［正题名］苏共的失败及教训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东西方政党和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组织编写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附注内容］本书从宣传舆论、组织路线、经济因素等 10 个方面,分析了苏共失败的原因。 



  

 

［正题名］过激党真相 

［第一责任人］孙范译述 

［出版者］上海泰东图书局 

［出版日期］1921 

［知识责任］孙范 译述 

  

 

［正题名］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 

［第一责任人］（苏）伊凡·麦斯特连柯著 

［译者］林钢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1 

［知识责任］麦斯特连柯 著 

［次知识责任］林钢 译 

  

 

［正题名］同斯大林的谈话 

［第一责任人］（南）杰拉斯著 

［译者］赵洵，林英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曾是南共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本书通过对作者同斯大林几次谈话的

追述，记载了苏南关系中的一些重要史实：一方面肯定了当时苏联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

些重要史实；一方面肯定了当时苏联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给南斯拉夫以真诚的帮助，以及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另一方面对苏南两党分歧的起源、发展等史实作了叙述，及苏联

党在战后对东欧一些国家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 

［知识责任］杰拉斯 著 

［次知识责任］赵洵 译 

［次知识责任］林英 译 

  

 

［正题名］斯姆尔科夫斯基回忆录 

［副题名］苏联侵捷前后 

［第一责任人］（捷）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著 

［译者］钟杰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苏军侵捷事件/1968 

［知识责任］斯姆尔科夫斯基 著 

［次知识责任］钟杰 译 

  

 



［正题名］一八七五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史 

［第一责任人］（东德）昆德尔(Kundel, E.)著 

［译者］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7.2 

［附注内容］1875 年 5 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

派）在哥达城召 了合并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本书提供了一些有

关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和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之间以及各派内部的斗争情况的资料。书中的

修正主义观点，希读者注意批判、鉴别。本书原题：《马克思恩格斯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统一

而斗争》，副题为：《一八七五合并代表大会史》。 

［知识责任］昆德尔 著 

［知识责任］Kundel 著 

  

 

［正题名］同斯大林在一起 

［副题名］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阿尔巴尼亚）霍查(Hoxha, E.)著 

［译者］章国之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知识责任］霍查 著 

［知识责任］Hoxha 著 

［次知识责任］章国之 译 

  

 

［正题名］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副题名］1978 年 3 月 23 日 

［第一责任人］（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N.Ceausescu)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中央委员会/罗马尼亚共产党/文件 

［知识责任］齐奥塞斯库 著 

［知识责任］Ceausescu 著 

  

 

［正题名］齐奥塞斯库选集 

［副题名］1965—1968 年 

［第一责任人］（罗）齐奥塞斯库(N.Ceausescu)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知识责任］齐奥塞斯库 著 

［知识责任］Ceausescu 著 

  

 



［正题名］齐奥塞斯库选集 

［副题名］1969—1973 年 

［第一责任人］（罗）齐奥塞斯库(N.Ceausescu)著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齐奥塞斯库 1969—1973 年间的重要报告及讲话，其中有在罗共第

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罗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关于发展经济、改进管理、发扬民主的

报告，关于改进思想教育工作的讲话，以及纪念罗共成立五十周年的讲话等 8 篇文章。 

［知识责任］齐奥塞斯库 著 

［知识责任］Ceausescu 著 

  

 

［正题名］齐奥塞斯库选集 

［副题名］1974—1980 

［第一责任人］（罗）齐奥塞斯库(N.Ceasesscu)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齐奥塞斯库在 1974—1980 年期间在罗共第十一次、第十二次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在罗共代表会议以及其他重要会议及纪念活动中的讲话共 17 篇。 

［知识责任］齐奥塞斯库 著 

［知识责任］Ceasesscu 著 

  

 

［正题名］齐奥塞斯库选集 

［副题名］1981—1983 

［第一责任人］（罗）齐奥塞斯库(N. Ceausescu)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齐奥塞斯库同志 1981—1983 年期间在罗共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报

告、在罗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82 和 1983 年中罗两国领导人互访时齐奥塞斯库同志

的讲话以及其他重要会议及纪念活动中的讲话共 12 篇。 

［知识责任］齐奥塞斯库 著 

［知识责任］Ceausescu 著 

  

 

［正题名］罗马尼亚共产党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罗马尼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纲领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附注内容］本纲领 1974 年由罗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正题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和不结盟的南斯拉夫

而斗争 

［副题名］在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副题名］1978 年 6 月 20 日 

［第一责任人］（南斯拉夫）铁托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知识责任］铁托 著 

  

 

［正题名］铁托选集 

［副题名］1926—1951 年 

［第一责任人］（南）铁托(Tito, J.B.)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铁托同志 1926—1951 年期间的重要讲话及文章共 44 篇。 

［知识责任］铁托 著 

［知识责任］Tito 著 

  

 

［正题名］铁托选集 

［副题名］1974—1980 年 

［第一责任人］（南）铁托(Tito, J.B.)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铁托 1974—1980 年期间的重要报告及讲话 19 篇。 

［知识责任］铁托 著 

［知识责任］Tito 著 

  

 

［正题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章程 

［副题名］1978 年 6 月 20—23 日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章程由 1978 年 6 月 20—23 日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一次代表

大会通过。 

  

 

［正题名］卡德尔回忆录 

［副题名］1944—1957 

［第一责任人］（南斯拉夫）卡德尔(E.Kardelj)著 

［译者］李代军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知识责任］卡德尔 著 

［知识责任］Kardelj 著 

［次知识责任］李代军 译 



  

 

［正题名］保加利亚建设成熟社会主义的问题和方法 

［副题名］对保共中央社会科学和社会管理学院学员和教师的 7 次讲演 

［副题名］1983 年 7 月～1984 年 2 月 

［第一责任人］（保）日夫科夫(Живков, Т.)著 

［译者］王恒余，高文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保加利亚 

［知识责任］日夫科夫 著 

［知识责任］Живков 著 

［次知识责任］王恒余 译 

［次知识责任］高文玉 译 

  

 

［正题名］葛兰西文选 

［副题名］1916—1935 

［第一责任人］（意）葛兰西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政论、文件、《狱中札记》、《狱中书信》四部分。 

［主题词］政论/意大利/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葛兰西 著 

  

 

［正题名］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集 

［译者］黄文捷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些主要文件，

其中包括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和总结发言，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文件、十

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纲领等。 

［次知识责任］黄文捷 译 

  

 

［正题名］西欧共产党 

［第一责任人］（英）麦金尼斯(N.McInnes)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叙述西欧各国修字号共产党的现状及其在西欧各国的影响。 

［主题词］共产党/概况/西欧 

［知识责任］麦金尼斯 著 



［知识责任］McInnes 著 

  

 

［正题名］让我们说实话 

［副题名］法共总书记谈法共对内对外政策 

［第一责任人］（法）乔治·马歇(G. Marchais)著 

［译者］程效竹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九七八年三月法国议会选举前夕出版的，它实际上是马歇的一份阐述

法共对内外政策的竞选纲领。书中也阐述了法共对中苏两党和对“欧洲共产主义”等问题的

看法。 

［知识责任］马歇 著 

［知识责任］Marchais 著 

［次知识责任］程效竹 译 

  

 

［正题名］一八七一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法）亚历山大·泽瓦埃斯(A.Zevaes)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共运史研究室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章，叙述了从 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到 1905 年法国统一社会党建立

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该书有附录十三件，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对法国史

和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工作者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社会主义/法国/近代 

［知识责任］泽瓦埃斯 著 

［知识责任］Zevaes 著 

  

 

［正题名］刘少奇工运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君聪，曹宏遂著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知识责任］陈君聪 著 

［知识责任］曹宏遂 著 

  

 

［正题名］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责任人］郑顺，赵云献主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 

［知识责任］郑顺 主编 



［知识责任］赵云献 主编 

  

 

［正题名］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 

［副题名］1949.10—1988.8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总工会编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正题名］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第一责任人］工人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刊 

［第一责任人］工人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本刊编有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来宾致词、决议、选举以及大

会代表、机构、规章等文件。书后附《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为庆祝这次大会而撰写的社

论三篇。 

  

 

［正题名］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九五七年该社出版的《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的再版。 

  

 

［正题名］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刊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正题名］当代中国产业职工和产业工会 

［第一责任人］夏汝奎等主编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知识责任］夏汝奎 主编 

  

 

［正题名］商务印书馆工会史 



［第一责任人］樊国人，冯积芳等编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29 

［知识责任］樊国人 编辑 

［知识责任］冯积芳 编辑 

  

 

［正题名］苏州市绸布业工会成立纪念特刊 

［第一责任人］苏州市绸布业工会成立大会秘书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49 

 

［正题名］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 

［第一责任人］陈达著 

［出版者］中国劳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昆明、上海、陕甘宁边区等地区工业的状况、

工人情况、工资收入、工作时间、劳资争议及工会运动等。 

［主题词］工人/生活/概况/中国/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 

［主题词］工人生活 

［知识责任］陈达 著 

  

 

［正题名］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 

［副题名］1899—1949 

［第一责任人］穆烜，严学熙编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899 至 1949 年大生纱厂数百名工人的生活调查情况。 

［知识责任］穆烜 编著 

［知识责任］严学熙 编著 

  

 

［正题名］唐山工会志 

［副题名］1919—1988 

［第一责任人］王守谦主编 

［出版者］唐山市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2 

［知识责任］王守谦 主编 

  

 

［正题名］宁波工人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宁波市总工会编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宁波市 

  

 

［正题名］许昌工人运动史 

［副题名］1897 年—1992 年 

［第一责任人］崔坤卯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许昌/1897-1992 

［知识责任］崔坤卯 主编 

  

 

［正题名］农民意识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冯崇义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9 

［丛编题名］百家文库 反思集 

［知识责任］冯崇义 著 

  

 

［正题名］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副题名］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 

［第一责任人］金雁，卞悟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丛编题名］农民学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主题词］农村公社/研究/俄罗斯/现代 

［知识责任］金雁 著 

［知识责任］卞悟 著 

  

 

［正题名］农民、政治与革命 

［副题名］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 

［第一责任人］（美）米格代尔(Joel S.Migdal)著 

［译者］李玉琪,袁宁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丛编题名］农民学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Peasant,politics and revolution:pressures toward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附注内容］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版译出 



［主题词］第三世界/农民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米格达尔 著 

［知识责任］Migdal 著 

［次知识责任］李玉琪 译 

［次知识责任］袁宁 译 

  

 

［正题名］中国农民变迁论 

［副题名］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 

［第一责任人］孙达人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丛编题名］农民学丛书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 Historical change of Chinese peasants.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主题词］农民/作用/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孙达人 著 

  

 

［正题名］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知识责任］朱汉国 著 

  

 

［正题名］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副题名］浙江省上旺、勤俭大队等单位理论学习课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浙江省绍兴县上旺大队、江山县勤俭大队等十个单位的部分理论学习

课材料。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理论队伍 

  

 

［正题名］中国农民负担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农民负担 

［副题名］1840 年—1949 年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农民负担/经济史/中国/1840-1949 

  



 

［正题名］中国农民负担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与农民负担 

［副题名］公元前 221 年—公元 1840 年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农民负担/经济史/中国/公元前 221-公元 1840 

  

 

［正题名］中国农民负担史 

［书目卷册］第 4 卷 

［丛书］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经济与农民负担 

［副题名］1949—1985 年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总结处理负担问题的历史经验教训,阐述了

中国社会各历史阶段农民负担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 

［主题词］农民负担/经济史/中国 

  

 

［正题名］中国农民负担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农民负担 

［副题名］1927—1949 年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 

  

 

［正题名］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0 

［主题词］农民运动/档案资料/江苏/1926-1933 

  

 

［正题名］孩子剧团 

［第一责任人］孩子剧团团史编辑组编 

［出版者］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丛编题名］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料丛书 

［附注内容］孩子剧团是在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本书是原孩子剧团团员们近年写的

回忆录。它真实地描写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剧团小朋友的关怀、爱护和亲切教诲；记

载了剧团波澜曲折的经过和光荣感人的事迹；还介绍了革命少年组织的活动经验和方法。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新编青年工作手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青年/工作/手册 

  

 

［正题名］我是北大荒人 

［副题名］知识青年的好榜样陈越玖 

［第一责任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政治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新华社的通讯报导文章《我是北大荒人》，陈越玖同志日记、文章摘

抄以及回忆陈越玖同志的文章《革命理论指引她迅速成长》、《热爱连队关心连队的好战士》、

《贫下中农的贴心人》等。 

  

 

［正题名］上山下乡好 

［副题名］返沪知识青年向上海人民汇报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 

［丛编题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赞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十一篇返沪知识青年汇报，以具体生动的事实，从不同侧面说明了

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力

地驳斥了林彪一伙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诬蔑攻击，批判了孔孟之道及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

观念。 

  

 

［正题名］志在边疆 

［第一责任人］山河农场知识青年编创组编 

［出版者］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收编了十多篇文章，介绍黑龙江省山河农场的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斗争

中，经风雨、见世面、炼思想、长才干、创大业、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先进事

迹。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英雄模范事迹/黑龙江 



  

 

［正题名］来鸿去燕录 

［第一责任人］恽代英著 

［译者］张羽等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青年领袖恽代英烈士的书信选。它从

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恽代英从一个青年爱国者逐渐成长为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 终为党

的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艰苦历程。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恽代英 著 

［次知识责任］张羽 编著 

  

 

［正题名］1989：蓦然回首 

［副题名］武汉地区 400 名大学生调查学生自述材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大学生教育的回顾与思考》课题组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集 

  

 

［正题名］学习漫谈 

［第一责任人］巫继学，朱岭编 

［出版者］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掌握科学、刻苦学习的重要意义和学习方法。书中介绍了革命导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以及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勤奋学习的生

动事例。 

［主题词］学习问题/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巫继学 编 

［知识责任］朱岭 编 

  

 

［正题名］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 

［第一责任人］吴天石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青年思想修养读物。以具体的事例，介绍了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

神和学习方法。还阐述了古代学者尊师和当仁不让于师的传统，重视朋友之间在学问上相互

切磋和品德上相互砥砺等。 

［主题词］治学精神/中国/古代/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吴天石 著 



  

 

［正题名］学人谈治学 

［第一责任人］浙江日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全国著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哲学家、美学家、史

学家、经济学家等的四十八篇文章。这些当代知名学者、专家回顾了自己几十年来治学的曲

折道路，总结了一生治学的宝贵经验。谈的是学问之道，实际上也是成才之路，做人之理。 

［主题词］名人/治学精神 

  

 

［正题名］治学方法谈 

［第一责任人］乔默，江溶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丛编题名］治学谈小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叶圣陶、陈垣、王力、周培源、华罗庚等著名学者的文章 30 余篇。

有的介绍自己治学的经验和体会；有的指导青年如何读书；有的具体介绍怎样利用图书馆、

使用工具书、查阅文献资料、做读书笔记、记日记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 

［主题词］治学方法/研究 

［知识责任］乔默 编 

［知识责任］江溶 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副题名］文化人立身治学经验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二百多个中国文化人立身治学的宝贵经验，内容概括为三十多个问

题。它不限于古人和近人，也兼及了一部分今人；不限于正面人物，有时也不能不涉及某些

反面人物。在简要的介绍其特点之后，并加以评论。 

［主题词］名人/治学精神/经验 

［主题词］名人/修养/经验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第一责任人］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3.3 

［丛编题名］文史知识丛书 

［主题词］治学精神/青年读物 



  

 

［正题名］科学的读书、记忆、思维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学习方法 

  

 

［正题名］自我设计奥秘 

［第一责任人］钱志群，程志宏著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 

［知识责任］钱志群 著 

［知识责任］程志宏 著 

  

 

［正题名］走向成功 

［并列题名］Head for success 

［副题名］李玲瑶在华演讲集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美）李玲瑶著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演讲/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李玲瑶 著 

  

 

［正题名］北京青年运动 70 年大事记 

［副题名］1919 年 5 月 4 日～1989 年 5 月 4 日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北京市委青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大事记/北京/1919-1989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7 

［丛编题名］中共上海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抗日战争/学生运动/上海/史料 

  

 



［正题名］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中共上海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学生运动/上海/史料 

  

 

［正题名］火红的青春 

［副题名］上海解放前中学学生运动史实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主题词］上海学习运动 

  

 

［正题名］上海学生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青运史研究会，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学生运动/上海/1919-1949/史料 

  

 

［正题名］青岛青年运动史大事记 

［副题名］1897—1989 

［第一责任人］慈智慧主编 

［出版者］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大事记/青岛/1897-1989 

［知识责任］慈智慧 主编 

  

 

［正题名］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6-1988 

 

［正题名］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台湾学生运动 



［副题名］1949—1979 

［第一责任人］丘为君等编著 

［出版者］龙田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知识责任］丘为君 编著 

  

 

［正题名］1945—1949 上海学生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上海市委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丰富的历史资料，概括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运的全部重要事件，描

述了上海学生在党领导下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反美反蒋斗争， 辟了第二条战线，对人民解放

事业作出了贡献。书中有珍贵历史图片 20 幅。 

［主题词］学生运动/历史/上海/1945-1949 

  

 

［正题名］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1、2 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山东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5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山东/史料 

  

 

［正题名］山东青运史资料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山东省委研究室编 

［出版者］共青团山东省委研究室 

［出版日期］1983.9-1984.5 

［主题词］青年运动 

  

 

［正题名］青运人物 

［副题名］《山东青运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山东省委研究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 

 

［正题名］山东青运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8、9、10 辑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山东省委研究室编 

［出版者］共青团山东省委研究室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青年运动 

  

 

［正题名］中国青年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包遵彭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4.3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历史 

［知识责任］包遵彭 著 

  

 

［正题名］中国学生运动史话 

［第一责任人］赵和平，徐海法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主题词］学生运动/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赵和平 编著 

［知识责任］徐海法 编著 

  

 

［正题名］大后方的青年运动 

［第一责任人］重庆出版社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丛编题名］新华日报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共选收新华日报文章七十余篇，这些文章以抗战的硝烟烽火为背景，广阔

地展现了大后方青年运动的时代风貌，深刻地阐述了进步青年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主题词］《新华日报》/中国青年运动/1938-1946 年/选集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新华日报》/1938-1946 年/选集 

  

 

［正题名］中国青年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现代史 

  

 

［正题名］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文件/汇编 

  



 

［正题名］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书目卷册］11 辑 

［副题名］1932.6-12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正题名］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等编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正题名］大后方青年运动参考资料 

［副题名］重庆社会大学 

［第一责任人］重庆社会大学育才学校校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史料 

  

 

［正题名］中国学生运动简史 

［副题名］1919—1949 年 

［第一责任人］邵鹏文，郝英达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附注内容］本书概述了近代中国学生的产生、发展过程和五四运动以前早期学生运动的状

况，重点是系统地介绍了 1919 年至 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 

［主题词］学生运动/历史/中国/1919-1949 

［知识责任］邵鹏文 著 

［知识责任］郝英达 著 

  

 

［正题名］香港学生运动回顾 

［第一责任人］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编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 

 

［正题名］北京青运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北京市委青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海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正题名］北京青年运动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北京市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北京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

各条不同战线的斗争历史。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历史/北京/1919-1949 年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长编 

［第一责任人］于学仁著 

［出版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学生运动/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于学仁 著 

  

 

［正题名］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副题名］1933—1934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正题名］中国学生的光荣历程 

［副题名］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简史 

［第一责任人］王水湘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王水湘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青年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李国祁等著 

［出版者］嵩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丛编题名］嵩山丛书 29 

［知识责任］李国祁 著 

  

 

［正题名］香港学运的光辉 

［第一责任人］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抗战期间,香港学生赈济会动员与组织香港学生和广大民众募款捐



物支援抗战的事迹。 

［主题词］学生运动/抗日救亡运动/香港/史料 

  

 

［正题名］抗战时期粤北青运 

［第一责任人］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等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收录当年从事或参加青年学生远东的老同志撰写的回忆录和专家研究者征集整

理的一批粤北青运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青年运动/广东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 

［副题名］1919—1979 

［第一责任人］郑洸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 1919 年到 1979 年我国青年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较系统

地介绍了社会主义时期我国青年运动发展的一段历史。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历史/1919-1979 

［知识责任］郑洸 主编 

  

 

［正题名］浙江青运史话 

［第一责任人］沈自强等编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沈自强 编著 

  

 

［正题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陕西省委和陕西青年运动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丛编题名］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2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927 年 7 月至 1934 年春,共青团陕西省委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团中

央领导下 展陕西青年运动的主要资料。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陕西/1927-1934/史料 

  

 

［正题名］西北民主青年社与陕西国统区学生运动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丛编题名］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10 

  

 

［正题名］西安事变前后和抗战初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丛编题名］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9 

  

 

［正题名］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出版者］稻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丛编题名］稻禾史学丛书系列 6 

  

 

［正题名］青年运动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陈善光编著 

［出版者］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历史/文集 

［知识责任］陈善光 编著 

  

 

［正题名］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 

［副题名］1921 年 7 月—1949 年 9 月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附注内容］本文集选编了 1921 年 7 月至 1949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对青年运动的

基本方针、政策的历史文献,以及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报告、讲话和文章。 

  

 

［正题名］青运史资料与研究 

［书目卷册］第 3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 

［出版日期］1983 

［主题词］青年运动 

  

 

［正题名］上山下乡 



［第一责任人］（美）托马斯.伯恩斯坦(Bernstein, Thomas P.)著 

［译者］李枫等译 

［出版者］警官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体现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和价值观念等进行

了描述和分析。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研究 

［知识责任］伯恩斯坦 著 

［知识责任］Bernstein 著 

［知识责任］李枫 译 

  

 

［正题名］霍邱青运史 

［第一责任人］刘士洪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主题词］青年运动 

［知识责任］刘士洪 主编 

  

 

［正题名］广东青年运动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江明，林木声主编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历史/广东/1919-1949 

［知识责任］张江明 主编 

［知识责任］林木声 主编 

  

 

［正题名］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 

［第一责任人］吕芳上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4.8[1995.8]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知识责任］吕芳上 著 

  

 

［正题名］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 

［副题名］1945—1949 

［第一责任人］廖风德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3.11[1994.11]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丛书 张玉法主编 



［知识责任］廖风德 著 

  

 

［正题名］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桑兵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封建社会学校/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桑兵 著 

  

 

［正题名］中国知青事典 

［第一责任人］刘小萌等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手册 

［知识责任］刘小萌 著 

  

 

［正题名］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第一责任人］顾洪章主编 

［出版者］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顾洪章 主编 

  

 

［正题名］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顾洪章主编 

［出版者］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事记/中国 

［知识责任］顾洪章 主编 

  

 

［正题名］漫话美国青年 

［第一责任人］（美）赵浩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1 

［主题词］青年/生活/现状/美国 

［知识责任］赵浩生 著 

  

 



［正题名］女性的秘密 

［第一责任人］（法）波伏瓦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知识责任］波伏瓦 著 

  

 

［正题名］中国传统习俗中的性别歧视 

［第一责任人］王庆淑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丛编题名］女性研究丛书 

［主题词］男尊女卑/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庆淑 著 

  

 

［正题名］北京大学妇女问题第三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出版者］北京大学妇女问题第三届国际研讨会 

［出版日期］1994 

［主题词］妇女理论 

  

 

［正题名］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 

［第一责任人］熊玉梅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 1981～1990 年中国妇女理论的发展情况。内容包括:妇女学科研究、

现实妇女问题、妇女理论机构组织、图书出版 3 部分。 

［主题词］妇女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熊玉梅 主编 

  

 

［正题名］国际妇女运动 

［副题名］1789—1989 

［第一责任人］闵冬潮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丛编题名］妇女研究丛书 李小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 1789～1989 年间国际妇女运动的整个历程，从宏观上把握了国际

妇女运动的发展脉络,并总结和预测了未来的趋势。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世界/1789-1989 年 

［知识责任］闵冬潮 著 

  

 



［正题名］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 1943 年以来有关妇女运动的重要文件，以及一部分中共中央、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保护妇女儿童

权益的政策、法令和规定。 

［主题词］妇女运动/中国/史料 

  

 

［正题名］毛泽东妇女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理论室，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基地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 

［主题词］妇女 

  

 

［正题名］奋发自强 拓前进 

［副题名］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正题名］中国妇女统计资料 

［并列题名］Statistics on Chinese women 

［副题名］1949—1989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附注内容］本资料集分为：女性人口、教育、劳动、婚姻家庭、生育、卫生、科研文化体

育、社会参与、时间分配等九部分，并附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和统计数据分析。 

［主题词］妇女/统计资料/中国/1949-1989 

  

 

［正题名］中国妇女生活 

［第一责任人］绿荷女士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丛编题名］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 42 

［附注内容］据上海广益书局 1934 年 1 月版影印；本书原名《中国妇女写真》；附《世界妇

女生活》，原名《世界妇女生活写真》。 

［知识责任］绿荷女士 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的女性 

［第一责任人］李甲孚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8 

［知识责任］李甲孚 著 

  

 

［正题名］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1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李大钊、陈独秀、向警予、吴虞等四十多位作者在五四时期论述妇女

问题的文章 74 篇。论文涉及妇女解放问题、伦理道德贞操问题、男女社交公 问题、婚姻

家庭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妇女经济独立和职业问题、儿童公育问题、人口问题、废娼问题

等。这些论文是研究五四时期的思想和中国妇女运动史的重要资料之一。 

  

 

［正题名］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副题名］1927—1937 

［第一责任人］全国妇联妇运室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附注内容］本资料起自 1927 年 7 月至 1937 年 7 月止。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妇女运

动资料为主,同时也收录了其他妇女组织和妇女活动资料,真实地反映当时我国妇女运动的面

貌。 

［主题词］妇女运动/中国/1927-1937/史料 

  

 

［正题名］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副题名］1937—1945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正题名］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副题名］1945—1949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主题词］妇女运动/中国/1945-1949/史料 

  

 

［正题名］中国妇女史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又宁，张玉法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7 

［知识责任］李又宁 编 

［知识责任］张玉法 编 

  

 

［正题名］中国妇女史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李又宁，张玉法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8.5 

［知识责任］李又宁 编 

［知识责任］张玉法 编 

  

 

［正题名］妇女解放史 

［第一责任人］樊仲云著 

［出版者］新生命书局 

［出版日期］1929.3 

［知识责任］樊仲云 著 

  

 

［正题名］天津女星社 

［副题名］妇女运动史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 

［主题词］妇女运动/天津/史料 

  

 

［正题名］中国新女性 

［第一责任人］（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译者］康敬贻，姜桂英译 

［出版者］中国新闻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妇女/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斯诺 著 

［次知识责任］康敬贻 译 

［次知识责任］姜桂英 译 

  

 

［正题名］中国女性史 

［副题名］1815-1958 



［第一责任人］高大伦，范勇编译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丛编题名］四川大学博物馆译丛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中国/1815-1958 

［知识责任］高大伦 编译 

［知识责任］范勇 编译 

  

 

［正题名］武乡妇女运动史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王焕珍主编 

［译者］武乡县妇运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武乡县妇运史办公室 

［出版日期］1985 

［知识责任］王焕珍 主编 

  

 

［正题名］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 2 册 

［副题名］1918—1983 

［第一责任人］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正题名］中国妇女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 

［出版者］春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中国 

  

 

［正题名］中国妇女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陈东原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0.1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知识责任］陈东原 著 

  

 

［正题名］中国妇女运动 

［副题名］1840—1921 

［第一责任人］吕美颐，郑永福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妇女研究丛书 李小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 1840～1921 年间中国妇女运动的缘起和发展趋势,揭示了中国近代

妇女运动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其规律和特点。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中国/1840-1921 

［知识责任］吕美颐 著 

［知识责任］郑永福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妇女史 

［第一责任人］刘士圣著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刘士圣 著 

  

 

［正题名］湖北妇运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期 

［丛书］湖北省妇女协会专辑 

［第一责任人］湖北省妇女联合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3 

 

［正题名］武汉妇运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编 

［出版者］武汉市妇女联合会 

［出版日期］1983.8 

 

［正题名］中国妇女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计荣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丛编题名］妇女理论和管理丛书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计荣 主编 

  

 

［正题名］另一半天空 

［副题名］战后香港妇女运动 

［出版者］新妇女协进会 

［出版日期］1992.3 

 

［正题名］北京的社团 

［书目卷册］第 2 辑 



［丛书］妇女社团专辑 

［第一责任人］刘宁元等主编 

［译者］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2 

［主题词］社会团体/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刘宁元 主编 

  

 

［正题名］晋绥妇女战斗历程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丛编题名］山西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丛书 杨菲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晋绥妇女在各级妇女组织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及妇女

自身不断获得解放的过程，并记述了其中突出人物的事迹。 

［主题词］妇女运动/晋绥边区/史料 

  

 

［正题名］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 

［副题名］访问记录 

［第一责任人］游鉴明访问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3.2[1994.2]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 

［附注内容］赠阅。 

［知识责任］游鉴明 访问 

  

 

［正题名］中国妇女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鲍家麟编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8.4[1979.4] 

［知识责任］鲍家麟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妇女史 

［第一责任人］马庚存著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妇女运动/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马庚存 著 

  

 



［正题名］西方文化与现代中国妇女观 

［第一责任人］黄乔生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莱曼女性文化书系 

［主题词］西方文化/影响/妇女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乔生 著 

  

 

［正题名］晚清文人妇女观 

［第一责任人］夏晓虹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莱曼女性文化书系 

［主题词］妇女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夏晓虹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书目卷册］1840—1918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妇女运动/中国/1840-1918/史料 

  

 

［正题名］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 

［副题名］1842-1911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玉法，李又宁主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4.7[1995.7] 

［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知识责任］李又宁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 

［副题名］1842—1911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玉法，李又宁主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4.7[1995.7] 

［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知识责任］李又宁 主编 



  

 

［正题名］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罗苏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 

［主题词］妇女/生活/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罗苏文 著 

  

 

［正题名］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提要 

［第一责任人］臧健，董乃强主编 

［出版者］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主题词］妇女/专题目录/中国/1900-1992 

［知识责任］臧健 主编 

［知识责任］董乃强 主编 

  

 

［正题名］世界概况 

［副题名］1980 

［第一责任人］知识出版社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共分三个部分，世界各国（包括地区）；国际会议；国际组织。 

［主题词］国际政治/概况 

  

 

［正题名］国内外大事记 

［副题名］1980 年 

［第一责任人］斯夫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国内、对外关系和国际三个部分，收录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

文化、科技和社会新闻等各方面内容。 

［主题词］政治事件/世界/1980 

［知识责任］斯夫 编 

  

 

［正题名］国内外大事记 

［副题名］1981 年 

［第一责任人］斯夫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国内、对外关系和国际三个部分，收录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

文化、科技和社会新闻等方面内容。 

［主题词］政治事件/世界/1983 

［知识责任］斯夫 编 

  

 

［正题名］国内外大事记 

［副题名］1982 年 

［第一责任人］斯夫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7 

［附注内容］本书分国内、对外关系和国际三个部分，是一本汇编国内外重大事件的书。 

［主题词］政治事件/世界/1982 

［知识责任］斯夫 编 

  

 

［正题名］国内外大事记 

［副题名］1983 年 

［第一责任人］斯夫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大事记/世界 

［知识责任］斯夫 编 

  

 

［正题名］国内外大事记 

［副题名］1984 

［第一责任人］李泰顺，陈连章等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国际政治/大事记/1984 

［主题词］对外关系/大事记/中国/1984 

［知识责任］李泰顺 编 

［知识责任］陈连章 编 

  

 

［正题名］国内外大事记 

［副题名］1985 

［第一责任人］张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国际政治/大事记/1985 

［主题词］对外关系/大事记/中国/1985 



［知识责任］张任 编 

  

 

［正题名］世界面临挑战 

［第一责任人］（法）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J.J. Servan-Schreiber)著 

［译者］朱邦造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对当代的国际形势和世界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作者将当今世界划

分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石油输出国和第三世界三大部分。认为进入 80 年代后，这三类国

家各自面临困境，从而互相之间展 了激烈的贸易战。并指出物质、能源和信息是自然界提

供的为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所必须的三个因素，而信息又能代替能源，按作者的说法，工业社

会必将为信息社会所取代，信息社会必将“全球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Le Defi Mondial. 

［主题词］国际形势 

［知识责任］塞尔旺-施赖贝尔 著 

［知识责任］Servan-Schreiber 著 

［次知识责任］朱邦造 译 

  

 

［正题名］纵横世界 

［第一责任人］宦乡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所作的报告、讲话和在国内发表的重要文章 31 篇，涉

及了战后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及其发展趋势；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新的技术革命；国际

重大问题和我国外交方针政策的论述。 

［主题词］世界经济/研究 

［主题词］中国外交政策/研究 

［知识责任］宦乡 著 

  

 

［正题名］新现实 

［第一责任人］（美）彼得·德鲁克著 

［译者］张星岩等译 

［译者］东方编译所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书试图阐述今后若干年国际上将成为现实的那些忧虑、问题及争论。 

［主题词］国际政治/研究 

［主题词］世界经济/研究 

［知识责任］德鲁克 著 

［次知识责任］张星岩 译 



  

 

［正题名］近代各国改革的比较 

［第一责任人］郑祖铤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比较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历史比较方法研究近代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改革，探索其改革

成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主题词］体制改革/对比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郑祖铤 著 

  

 

［正题名］权力相互依赖 

［副题名］转变中的世界政治 

［第一责任人］（美）罗伯特.O.基欧汉(Keohane, Robert O.)，（美）约瑟夫.S.耐(Nye, Joseph S.)

著 

［译者］林茂辉等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丛编题名］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 周纪荣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附注内容］据美国利特尔及布朗出版公司 1977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从整个国际体制的发展变化中，重点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之间的

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并对美加、美澳新关系中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 

［主题词］国际政治/研究 

［知识责任］基欧汉 著 

［知识责任］Keohane 著 

［知识责任］耐 著 

［知识责任］Nye 著 

［次知识责任］林茂辉 译 

  

 

［正题名］梁厚甫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梁厚甫著 

［出版者］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2 

［知识责任］梁厚甫 著 

  

 

［正题名］当代西方社会分析 

［第一责任人］李海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主题词］西方社会 

［知识责任］李海 著 

  

 

［正题名］文明与国际政治 

［副题名］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第一责任人］王缉思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冯绍霄主编 

［主题词］国际政治 

［知识责任］王缉思 主编 

  

 

［正题名］国际时事辞典 

［第一责任人］国际时事辞典编辑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本书收词二千八百多个。所收词条以常见的国际时事中的名词为主，名词以政

治、经济方面居多，也涉及军事、文教、科学、种族、宗教等方面，大体包括国际事件、国

际组织与机构、各国重要政治经济团体和组织等。 

［主题词］国际政治/词典 

  

 

［正题名］国际时事百科 

［副题名］1979—1984 年 

［第一责任人］人民日报国际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主题词］国际形势/1978-1984/手册 

  

 

［正题名］国际资料手册 

［第一责任人］新华社国际部资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人文地理等资料和统计数字。收集的材

料，一般截至一九七六年年底。 

  

 

［正题名］国际知识手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主题词］世界/概况/手册 

  

 

［正题名］青年国际交往手册 

［第一责任人］李海燕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世界地理、国际组织、外交时事、名人名胜典故知识；世界青年

婚姻、教育、就业情况;世界风情;国际交际礼仪、文化交往活动、日常外语会话、各国青年

喜爱的歌曲舞蹈等。 

［主题词］外交/知识/世界 

［主题词］出入境/中国/手册 

［知识责任］李海燕 主编 

  

 

［正题名］第三世界是反霸斗争的主力军 

［第一责任人］董方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知识责任］董方 著 

  

 

［正题名］印度洋 

［副题名］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 

［第一责任人］（美）科特雷尔(Cottrell, A.J.)，（美）伯勒尔(Burrell, R.M.)编 

［译者］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论文集，共分五编：第一编综述印度洋地区的自然资源、国际贸易

和航线、军事战略潜力以及印度洋上均势的变迁；第二、三、四编分别论述印度洋西北门户

以及东、西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现状和问题；第五编是所谓“大国的利益及其政策”，分别对

美、苏、英、法以及我国进行议论。书中所有论文作者都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立场上来观察

和分析问题的，对我国作出种种臆测、武断、歪曲，甚至造谣生事、诽谤污蔑，要批判地阅

读。 

［主题词］国际斗争/印度洋 

［知识责任］科特雷尔 编 

［知识责任］Cottrell 编 

［知识责任］伯勒尔 编 

［知识责任］Burrell 编 

  

 

［正题名］各国概况 

［丛书］亚洲部分 

［第一责任人］田文进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2 

［知识责任］田文进 主编 

  

 

［正题名］各国概况 

［丛书］欧洲部分 

［第一责任人］田文进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知识责任］田文进 主编 

  

 

［正题名］ 新各国概况 

［第一责任人］李树藩，王德林主编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了世界 224 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政治和经济，

科学和艺术，文化和宗教，民族和民俗，语言和文字，城市和旅游等诸多方面情况。 

［知识责任］李树藩 主编 

［知识责任］王德林 主编 

  

 

［正题名］大失控与大混乱 

［第一责任人］（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 

［译者］潘嘉玢，刘瑞祥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主题词］国际政治/研究 

［主题词］国际形势/研究 

［知识责任］布热津斯基 著 

［知识责任］Brzezinski 著 

［次知识责任］潘嘉玢 译 

［次知识责任］刘瑞祥 译 

  

 

［正题名］第三世界的兴起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大兴县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国际问题理论组，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

业 74 届学员编写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2 

［丛编题名］《学点历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亚非拉人民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奴役与剥削的历史，

阐明了第三世界在斗争中形成的历史过程，热情地歌颂了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主力



军的作用。 

［主题词］第三世界/研究 

  

 

［正题名］“第三世界” 

［副题名］社会、政权和军队 

［第一责任人］（苏）米尔斯基(Мирский, Г.И.)著 

［译者］力夫，阜东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4 

［附注内容］本书是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东和一些亚非国家的军事政变和军人政权

的专著。通过本书可以了解苏联对第三世界军人政权的政策；同时，也可以了解第三世界的

军人在政治舞台上出现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背景。 

［主题词］第三世界/研究 

［知识责任］米尔斯基 著 

［知识责任］Мирский 著 

［次知识责任］阜东 译 

［次知识责任］力夫 译 

  

 

［正题名］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美）德斯福瑟丝(H.Desfosses)，（美）莱维斯克(J.Levesque)编 

［译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5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Soci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 11 篇学术性论文，分别论述亚、非、拉、美共 11 个国家曾经采用或

仍然奉行的“社会主义”。文章叙述了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得以发展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分析并评价了它们实行“社会主义”所运用的策略和实践中的成败得失。 

［主题词］第三世界/社会主义 

［知识责任］德斯福瑟丝 编 

［知识责任］Desfosses 编 

［知识责任］莱维斯克 编 

［知识责任］Levesque 编 

  

 

［正题名］90 年代的第三世界 

［第一责任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第三世界研究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由国内 40 多位有关专家撰写，论述了 90 年代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外



交诸方面的现状、发展前景以及存在的问题。 

［主题词］第三世界/概况/文集 

  

 

［正题名］论帝国主义大国争霸 

［第一责任人］路明著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美苏两霸/研究 

［主题词］苏美两霸/研究 

［知识责任］路明 著 

  

 

［正题名］美国能打赢下次战争吗？ 

［第一责任人］（美）米德尔顿(Middleton, D.)著 

［译者］辛参，桑政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一个有几十年经验的老军事记者。书中分析了当前世界局势和美国

的处境，着重论述了美苏为控制欧洲而进行的争夺。通过两个超级大国备战活动升级的确凿

证据，揭露了它们搞“缓和”的骗局，指出了苏修更富有侵略性。作者认为战争将“在欧洲

进行”，在目前情况下，“西方是打不赢这种战争的”。 

［主题词］美苏两霸/研究 

［主题词］苏美两霸/研究 

［知识责任］米德尔顿 著 

［次知识责任］桑政 译 

［次知识责任］辛参 译 

  

 

［正题名］十三天 

［副题名］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美）肯尼迪(Kennedy, R.F.)著 

［译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2 

［附注内容］本书写的是一九六二年秋，苏联悄悄地把弹道导弹运进古巴，因而导致的一场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你争我夺、狗咬狗的闹剧。这本书所记述的便是这场闹剧高潮中的十三个

日夜。书后附录有三篇短文，对本书正文作了情节上的补充。本书各文作者都是站在资产阶

级立场上，从各自集团的不同利益出发来描绘当时的事件的，阅读时必须加以分析批判。 

［主题词］国际斗争/美国、古巴 

［知识责任］肯尼迪 著 

［知识责任］Kennedy 著 

  

 



［正题名］美苏冷战史话 

［副题名］1945—1975 

［第一责任人］（美）拉弗贝(Lafeber, W.)著 

［译者］游燮诞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的是战后三十多年来美苏两国冷战的历史：它所产生的历史根源，他

的发展过程和种种表现形式，它与美苏两国外交、经济以及国内政治斗争的关系。 

［主题词］美苏关系/冷战/1945-1975 

［知识责任］拉弗贝 著 

［知识责任］Lafeber 著 

［次知识责任］游燮庭 译 

  

 

［正题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叶扬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理论形成和 初实践；苏联东欧和南

斯拉夫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和改革两篇。 

［主题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东欧 

［知识责任］叶扬 主编 

  

 

［正题名］文化意识形态的危机 

［副题名］苏联、东欧、中共的转变 

［第一责任人］李英明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2.4 

［丛编题名］文化丛书 105 

［知识责任］李英明 著 

  

 

［正题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 

［副题名］从痛苦的过去到较好的未来 

［第一责任人］（美）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J.K.)，（苏）缅希科夫(Menshikov, S.)著 

［译者］刘绪贻,刘末译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主题词］资本主义制度/研究 

［知识责任］加尔布雷思 著 

［知识责任］Galbraith 著 

［知识责任］缅希科夫 著 



［知识责任］Menshikov 著 

［次知识责任］刘绪贻 译 

［次知识责任］刘末 译 

  

 

［正题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史论 

［第一责任人］黄宗良主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主题词］社会主义制度/关系/资本主义制度 

［知识责任］黄宗良 主编 

  

 

［正题名］苏联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海上力量 

［第一责任人］（美）詹姆斯·西伯奇编 

［译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霸权主义/苏联 

［知识责任］西伯奇 编 

  

 

［正题名］苏修霸权主义言论及对外扩张大事记 

［副题名］1975—1976 年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 

［出版日期］1976-1977 

 

［正题名］苏修霸权主义言论及对外扩张大事记 

［副题名］1977 年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苏修霸权主义言论及对外扩张大事记 

［副题名］1978 年 7—12 月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苏修霸权主义言论及对外扩张大事记 

［副题名］1979 年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 



［出版日期］1980 

 

［正题名］苏修霸权主义言论及对外扩张大事记 

［副题名］1981 年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 

［出版日期］1982.1 

 

［正题名］“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吕浦等编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4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欧美一部分国家若干人物对“黄祸论”

的评论，以及对德皇威廉二世的黄祸图的议论。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对“黄祸论”出现时的

时代背景、内容和含义等得到一个基本的了解，有助于人们对历史上的“黄祸论”加以对比，

更深刻地认识新“黄祸论”的本质。书中有一部分篇幅辑录了当时中国代表不同阶级、不同

政治立场的人们对“黄祸论”的反映。 

［主题词］“黄祸论”/研究资料 

［知识责任］吕浦 编译 

  

 

［正题名］第三次世界大战 

［副题名］一部未来史 

［第一责任人］（英）哈克特等著 

［译者］星灿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 

［知识责任］哈克特 著 

［次知识责任］星灿 译 

  

 

［正题名］印度洋的政治 

［第一责任人］（印）辛格(Singh, K.R.)著 

［译者］周水玉，李淼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3 

［附注内容］本书除了记述超级大国，东西方集团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间自五十年代初至七

十年代初的国际关系外，也收集了我国与沿岸国家交往的部分资料。 

［主题词］海洋霸权 

［知识责任］辛格 著 

［知识责任］Singh 著 

［次知识责任］周水玉 译 

［次知识责任］李淼 译 

  



 

［正题名］地中海的战略均势 

［第一责任人］（美）刘易斯著 

［译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2 

［知识责任］刘易斯 著 

  

 

［正题名］真正的战争 

［第一责任人］（美）尼克松(Richard Nixon)著 

［译者］常铮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8 

［附注内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本书中详细论述了苏联的威胁、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何来临

及其能否避免等重大问题。 

［主题词］国际斗争/政治斗争 

［知识责任］尼克松 著 

［知识责任］Nixon 著 

［次知识责任］常铮 译 

  

 

［正题名］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 

［第一责任人］（英）艾伦著 

［译者］艾玮生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 

［知识责任］艾伦 著 

［次知识责任］艾玮生 译 

  

 

［正题名］基辛格在中东 

［第一责任人］（以）麦迪·戈兰(M.Golan)著 

［译者］甘应龙译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主题词］外交事务/美国 

［知识责任］戈兰 著 

［知识责任］Golan 著 

［次知识责任］甘应龙 译 

  

 

［正题名］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 

［第一责任人］（美）约翰·斯帕尼尔著 



［译者］钱宗起等译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2 

［知识责任］斯帕尼尔 著 

［次知识责任］钱宗起 译 

  

 

［正题名］没有永久的霸权 

［第一责任人］（美）保罗·肯尼迪著 

［译者］劳垅等译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附注内容］本书综述了 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论述和分析了英、法、

西班牙、荷兰、中国等老帝国的兴衰原因与规律，还分析了自 1943 年以来世局的变化。 

［主题词］国际政治关系/1500-2000 年 

［主题词］国际经济关系/1500-2000 年 

［知识责任］肯尼迪 著 

［次知识责任］劳垅 译 

  

 

［正题名］苏联东欧学者论世界经济和政治 

［第一责任人］邢书纲等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知识责任］邢书纲 编 

  

 

［正题名］海湾战争 

［副题名］秘密档案 

［第一责任人］（美）皮埃尔·塞林格(Salinger, P.)，（法）埃里·洛朗(Laurent,E.)著 

［译者］廖先旺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为法国 近畅 书。作者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等国组成多国部队为

主要线索，解答了人们对海湾战争的种种疑问。 

［主题词］海湾战争/1991/史料 

［知识责任］塞林格 著 

［知识责任］Salinger 著 

［知识责任］洛朗 著 

［知识责任］Laurent 著 

［次知识责任］廖先旺 译 

  

 

［正题名］西方政要和报刊关于和平演变的 新言论 



［第一责任人］刘洪潮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主题词］和平演变/战略/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刘洪潮 主编 

  

 

［正题名］各国国家机构手册 

［第一责任人］新华社国际资料编辑组编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国家机构/世界/手册 

  

 

［正题名］西方文官系统 

［第一责任人］杨百揆等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主题词］文官制度/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杨百揆 著 

［知识责任］陈子明 著 

［知识责任］李盛平 著 

［知识责任］陈兆钢 著 

  

 

［正题名］以权力制约权力 

［副题名］西方分权论和分权制评述 

［第一责任人］朱光磊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知识责任］朱光磊 著 

  

 

［正题名］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第一责任人］倪力亚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阶级与阶级结构的基本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与阶

级结构作了综合考察和分国研究，评论了西方各种各样的阶级学说。 

［主题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析 

［知识责任］倪力亚 著 



  

 

［正题名］世界政府辞书 

［第一责任人］姜士林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附注内容］本书从政府体制、行政、司法机构、武装力量、政府首脑、政府主要活动等

10 个方面，介绍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历史沿革、现行制度、内部状况和对外联系,特别是反映

了 1990 年上半年各国政府的 新发展、变化。 

［主题词］国家行政机关/世界/词典 

［知识责任］姜士林 主编 

  

 

［正题名］世界各国国旗 

［第一责任人］吴广编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一百六十七个国家（另有联合国和巴勒斯坦）国旗图样及其说明。 

［主题词］国旗/世界 

［知识责任］吴广 编著 

  

 

［正题名］官僚制 

［第一责任人］（英）马丁·阿尔布罗著 

［译者］阎步克译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附注内容］本书是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马丁·阿尔布罗关于官僚制度的专著。书中这种在

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组织的有关理论的源流，作了简明清晰的分析介绍。 

［主题词］文官/制度/研究 

［知识责任］阿尔布罗 著 

［次知识责任］阎步克 译 

  

 

［正题名］西方政治制度比较 

［第一责任人］杨祖功，顾俊礼等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演变、西方议会制度、公务员制度、司法制度、选

举制度及政党制度并分析和介绍了英、美、法、德、意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内容

和特点及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主题词］政治制度/对比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杨祖功 著 

  



 

［正题名］世界国旗国徽手册 

［并列题名］Guide to the flags of the world 

［第一责任人］[国别不详]毛洛·塔罗西著 

［译者］梁根顺等译 

［出版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主题词］国旗/世界/手册 

［主题词］国徽/世界/手册 

［知识责任］塔罗西 著 

［次知识责任］梁根顺 译 

  

 

［正题名］文官制度 

［第一责任人］龚祥瑞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 

［丛编题名］政治学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就英、美、法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历史发展情况，组织和管理方法，以

及文官的构成、考试制度、工资待遇、考核、晋级、培训、退休等制度作了论述。 

［主题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政管理/制度/外国 

［主题词］行政管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制度/外国 

［知识责任］龚祥瑞 著 

  

 

［正题名］外国军警处置突发事件选评 

［第一责任人］高厚满编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筛选外国军警参与处置的 100 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全面展示了突发事件

的种类、梗概、处置方法及经验教训。 

［主题词］公安部队/处理/紧急事件/外国 

［主题词］紧急事件/处理/外国 

［知识责任］高厚满 编著 

  

 

［正题名］世界十大恐怖组织 

［第一责任人］韩本毅，花军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当今世界上 著名的十个恐怖组织。对它们产生根源、发展状况、

政治主张、恐怖手段及重大案例等作了分析和描述。 

［主题词］恐怖集团/世界 

［知识责任］韩本毅 编著 



［知识责任］花军 编著 

  

 

［正题名］中外监察制度简史 

［第一责任人］皮纯协等编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丛编题名］《廉政·监察》丛书 王永银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和外国监察制度的形成、演变过程。书中通过大量的史

实和资料,对我国先秦到现代(1989 年)和外国古希腊、古罗马到现代(1988 年)各个历史时期

的监察制度进行全面地介绍和分析。 

［主题词］监察/制度/历史/世界 

［知识责任］皮纯协 编著 

  

 

［正题名］秘密战五百年 

［第一责任人］（苏）Е.契尔尼亚克著 

［译者］傅师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主题词］情报机构/活动/世界 

［知识责任］契尔尼亚克 著 

［次知识责任］傅师 译 

  

 

［正题名］20 世纪五大间谍案 

［第一责任人］（英）理查德·迪肯，（英）奈杰尔·威斯特著 

［译者］许真，于士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的五大间谍案涉及及六个中心人物—五男一女，全部是真人真事。通

过这五大间谍案，介绍了苏、英、美、法、德等国的秘密情报间谍机构及其活动以及这些机

构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主题词］间谍/案件/世界 

［主题词］情报机构/活动/世界 

［知识责任］迪肯 著 

［知识责任］威斯特 著 

［次知识责任］许真 译 

［次知识责任］于士 译 

  

 

［正题名］我的反间谍生涯 

［第一责任人］（荷）奥莱斯特·平托上校著 

［译者］姚越秀等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1 

［主题词］间谍/情报工作/荷兰 

［知识责任］平托 著 

［次知识责任］姚越秀 译 

  

 

［正题名］苏美间谍战 

［第一责任人］庄汉隆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8 

［主题词］美苏关系/情报活动 

［知识责任］庄汉隆 编 

  

 

［正题名］情报与安全概览 

［副题名］1983—1989 年 

［第一责任人］《情报与安全概览》编写组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情报与反间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与反恐怖斗争、黑社会与帮派活动,

国际间谍斗争和恐怖主义活动大事记四部内容。 

［主题词］情报机构/概况/世界/1983-1989 

［主题词］间谍/情报活动/世界/1983-1989/资料 

［主题词］恐怖集团/概况/世界/1983-1989 

［主题词］犯罪集团/概况/世界/1983-1989 

  

 

［正题名］情报与安全概览 

［副题名］1990 年 

［第一责任人］《情报与安全概览》编写组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 1990 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特点，并增加了外国国家安全立法

的内容。 

［主题词］情报机构/概况/世界/1990 

［主题词］间谍/情报活动/世界/1990 

［主题词］恐怖集团/概况/世界/1990 

［主题词］犯罪集团/概况/世界/1990 

  

 

［正题名］情报与安全概览 

［副题名］1991 年 

［第一责任人］《情报与安全概览》编写组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情报与反间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与反恐怖斗争等 4 部分。 

［主题词］情报机构/概况/世界/1991 

［主题词］间谍/情报活动/世界/1991 

［主题词］恐怖集团/概况/世界/1991 

［主题词］犯罪集团/概况/世界/1991 

  

 

［正题名］世界间谍综览 

［第一责任人］章文拙，崔炜，杜艳卿主编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荟萃数百篇间谍传记、纪实等作品的精采片断，再现了间谍形象、心理、活动

及其使用的工具。 

［主题词］间谍/世界/现代/手册 

［知识责任］章文拙 主编 

［知识责任］崔炜 主编 

［知识责任］杜艳卿 主编 

  

 

［正题名］世界现代丑闻大全 

［第一责任人］于希令等编译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收集了 1945 年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国的重大丑闻，从政治阴谋、贪污

腐败、军事屠杀到桃色新闻，即揭露背后内幕，又总结前因后果。 

［主题词］政治事件/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于希令 编译 

  

 

［正题名］20 世纪风云人物回忆 

［第一责任人］（德）海因里希·普勒蒂夏编 

［译者］王松海等译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选编了 1945—1986 年参与、目击世界重大历史事变的世界名人的报告、回忆

录、通讯报道、日记等。涉及波茨坦会议、安理会第一次否决、朝鲜战争、赫鲁晓夫上台、

柏林墙建造、遨游太空直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 

［主题词］政治事件/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普勒蒂夏 编 

［次知识责任］王松海 译 

  

 



［正题名］世界民族问题初探 

［第一责任人］世界民族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主题词］民族问题/研究/世界 

  

 

［正题名］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第一责任人］（英）弗·卡斯顿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卡斯顿 著 

  

 

［正题名］法西斯新论 

［第一责任人］朱庭光主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附注内容］本书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运动的历史背景、基本特征、主要类型、内部派别、

极权体制、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等都有较精辟的论述和新的观点。 

［主题词］法西斯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朱庭光 主编 

 

 

［正题名］现代世界政党 

［第一责任人］（苏）扎格拉金娜，（苏）基谢廖娃编 

［译者］高桂芬等译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政党/世界/现代/手册 

［知识责任］扎格拉金娜 编 

［知识责任］基谢廖娃 编 

［次知识责任］高桂芬 译 

  

 

［正题名］腐败与反腐败 

［副题名］当代国内外腐败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沪宁编 

［译者］竺乾威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主题词］廉政/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王沪宁 编 

［次知识责任］竺乾威 译 



  

 

［正题名］外国社会政治制度史话 

［副题名］合订本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3.11 

［丛编题名］外国历史小丛书 陈翰笙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外国历史上 7 种重要社会政治制度，其中有汉漠拉比法典、印度种

姓制度、古罗马奴隶制、古雅典民主政治等。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外国 

［知识责任］王兴运 著 

  

 

［正题名］西方政治制度史简编 

［第一责任人］董建萍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董建萍 著 

  

 

［正题名］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第一责任人］刘学灵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社会形态/研究/东方国家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东方国家 

［知识责任］刘学灵 著 

  

 

［正题名］中国概况 

［副题名］1981—1983 

［第一责任人］《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书是继 1980 年版《中国概况》之后的第二本《中国概况》，书中全面反映从

中央到地方近三年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的新发展、新成就。 

［主题词］政治/概况/中国/1981-1983 

  

 

［正题名］中国概况 

［副题名］1980 

［第一责任人］知识出版社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丛编题名］《中国百科年鉴》选编 

  

 

［正题名］中国概览 

［第一责任人］外文出版社中国情况编辑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政治/概况/中国 

  

 

［正题名］国共斗争的见闻 

［第一责任人］万亚刚著 

［出版者］李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丛编题名］真相丛书 49 

［知识责任］万亚刚 著 

  

 

［正题名］中国国情 

［第一责任人］刘洪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长期规划司编写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知识责任］刘洪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情总览 

［第一责任人］邵华泽，靳德行主编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设基本国情、政治、经济、法制建设、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等 17 卷,

涵盖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主题词］爱国主义教育/百科全书 

［知识责任］邵华泽 主编 

［知识责任］靳德行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大事典 

［第一责任人］王永平主编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书选材上自 1949 年 9 月，下迄 1991 年 12 月，包括政治法律、经济贸易、



农林水利、卫生体育等领域发生的大事，共选条目近一千。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大事记/1949-1991 

［知识责任］王永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的人权状况百题解 

［第一责任人］腾文生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采用问题形式，设题百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作了解释、

辅导。 

［主题词］人权/问题/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腾文生 主编 

  

 

［正题名］艰难的历程 

［副题名］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追求 

［第一责任人］郑继兵，杨仑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中国国情与现代化丛书 赵宝煦主编 

［附注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 1840～1949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失败与原因。下篇

1949～1978 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回顾与反思。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研究/中国/1840-1978 

［知识责任］郑继兵 著 

［知识责任］杨仑 著 

  

 

［正题名］中国政府与政治 

［并列题名］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第一责任人］高民政主编 

［出版者］黄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论述了国体、政体、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人民武装力量、社会团体、行政系

统、司法系统及民族区域自治和港澳台政府等中国政府和政治的基本重要方面。 

［主题词］政治制度/简介/中国 

［主题词］国家机构/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高民政 主编 

  

 

［正题名］施拉姆集 

［第一责任人］燕青山，易飞先编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丛编题名］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名家学术丛书 中国研究系列 

［知识责任］燕青山 编译 

［知识责任］易飞先 编译 

  

 

［正题名］国情纵览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百科年鉴》杂志社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出版日期］1994.11 

［主题词］中国国情 

  

 

［正题名］新中国大博览 

［第一责任人］李默主编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新中国 43 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法律等诸方面的情

况,展现了新中国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风云和亿万人的命运坎坷。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大事记/1949-1992 

［知识责任］李默 主编 

  

 

［正题名］孙中山、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黄德智主编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孙中山、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论文 18 篇,其中有《孙中山、

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孙中山、毛泽东与儒家文化》、《孙中山、毛泽东与新闻事业》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现代化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黄德智 主编 

  

 

［正题名］中国不能乱 

［第一责任人］乔立君，陈天泽主编 

［译者］深圳新炎黄文化交流中心组织编撰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1 

［附注内容］全书从社会各阶层人的心态出发,论述了中国保持安定团结的迫切需要和深远

意义。 

［主题词］政治/研究/中国 

［主题词］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研究 

［知识责任］乔立君 主编 

［知识责任］陈天泽 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治 

［第一责任人］（美）詹姆斯.R.汤森(James R.Townsend)，（美）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著 

［译者］顾速，董方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2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A country study politics in China. 

［附注内容］据美国小布朗出版公司 1986 年第 3 版译出。 

［附注内容］讨论中国政治的基本构架、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化方式及政府运作和管

理方式等,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现代化运动的政治含义和影响。概括了国际学者在该领域的权

威性研究成果。 

［主题词］政治/研究/中国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汤森 著 

［知识责任］Townsend 著 

［知识责任］沃马克 著 

［知识责任］Womack 著 

［次知识责任］顾速 译 

［次知识责任］董方 译 

  

 

［正题名］南北春秋 

［副题名］中国会不会走向分裂 

［第一责任人］辛向阳，倪健中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国是论衡》丛书 倪健中主编 

［主题词］政治/研究/中国 

［主题词］经济/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辛向阳 主编 

［知识责任］倪健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权辞书 

［第一责任人］张新民等主编 

［出版者］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收辞条 5200 余条，所选辞条，均见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等白皮书。 

［主题词］人权/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张新民 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治的变与常 

［第一责任人］裴鲁询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裴鲁询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 

［副题名］1949—1990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等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制度、会议、组织、事件、理

论、文献、人物等。 

［主题词］政治/中国/1949-1990 年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中国改革大词典 

［第一责任人］张天荣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体制改革/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张天荣 主编 

  

 

［正题名］1976-1986 十年政治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李盛平，张明澍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丛编题名］政治体制研究丛书 

［主题词］中国/现代史/大事记/1976-1986 年 

［知识责任］李盛平 编 

［知识责任］张明澍 编 

  

 

［正题名］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 

［书目卷册］1—15 集 

［第一责任人］蒋经国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1.9-1984.3 

［知识责任］蒋经国 著 

  



 

［正题名］张学良文集 

［第一责任人］周毅，苑红主编 

［出版者］香港（中国）市场信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丛编题名］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系列丛书 

［知识责任］周毅 主编 

［知识责任］苑红 主编 

  

 

［正题名］张学良将军手迹 

［第一责任人］张秀春等编注 

［出版者］香港（中国）市场信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丛编题名］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系列丛书 

［知识责任］张秀春 编注 

  

 

［正题名］张学良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学良著 

［译者］毕万闻等编注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文集主要收入张学良（1925—1937）的电文、文告、演讲、谈话、信函、文

章、诗词、对联等。 

［知识责任］张学良 著 

［次知识责任］毕万闻 编注 

  

 

［正题名］张澜文集 

［第一责任人］龙显昭主编 

［出版者］四川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龙显昭 主编 

  

 

［正题名］雷洁琼文集 

［第一责任人］雷洁琼著 

［出版者］ 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1 

［主题词］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雷洁琼 著 

  

 



［正题名］沈钧儒文集 

［第一责任人］沈钧儒著 

［译者］周天度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知识责任］沈钧儒 著 

［次知识责任］周天度 编 

  

 

［正题名］罗叔章文选 

［第一责任人］罗叔章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罗叔章同志的文章、讲话 38 篇,还附录了部分悼念、回忆她的文章。 

［知识责任］罗叔章 著 

  

 

［正题名］雷震全集 

［书目卷册］1-5,8-11,13-15,21,23,31,32,37 

［第一责任人］雷震著 

［译者］傅正主编 

［出版者］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9.3 

［知识责任］雷震 著 

［次知识责任］傅正 主编 

  

 

［正题名］雷震全集 

［书目卷册］16-17,19-20,29,33-34,36 

［第一责任人］雷震著 

［出版者］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9.8 

［知识责任］雷震 著 

  

 

［正题名］雷震全集 

［书目卷册］6,12,18,22,27,28,30,35,38-47 

［第一责任人］雷震著 

［译者］傅正主编 

［出版者］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9.3-1990.9 

［知识责任］雷震 著 

［次知识责任］傅正 主编 

  



 

［正题名］为政尚异论 

［副题名］章士钊文选 

［第一责任人］章士钊著 

［译者］李妙根编选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6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次知识责任］李妙根 编选 

  

 

［正题名］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的谈话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与外国朋友、记者介绍我国国内形势和方针政策的

谈话十四篇（摘要）。 

［主题词］方针政策/中国 

  

 

［正题名］向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学习 

［副题名］社会主义政治论集 

［第一责任人］滕文生，贾春峰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主题词］政治/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滕文生 著 

［知识责任］贾春峰 著 

  

 

［正题名］改革期的中国政治 

［第一责任人］许行著 

［出版者］ 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知识责任］许行 著 

  

 

［正题名］邓小平 放时代 

［第一责任人］许行著 

［出版者］ 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丛编题名］许行评论集 4 



［知识责任］许行 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 

［第一责任人］金耀基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7.3 

［丛编题名］学术丛书 1 

［知识责任］金耀基 著 

  

 

［正题名］国际局势与中国前途 

［第一责任人］邵玉铭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7.6 

［知识责任］邵玉铭 著 

  

 

［正题名］中国往何处去 

［副题名］三民主义世纪 

［第一责任人］王思诚主编 

［出版者］天人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1.4 

［知识责任］王思诚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的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美）罗兹曼(Rozman, G.)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知识责任］罗兹曼 主编 

［知识责任］Rozman 主编 

  

 

［正题名］中国向何处去 

［副题名］海内外学者看中国改革 

［第一责任人］章玖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附注内容］本书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工业、农业、金融、财政等方面选编了外国、

香港及内地有关报刊登载的海内外学人评论中国改革的部分文章。 

［主题词］体制改革/评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章玖 编 

  



 

［正题名］中国人的三个政治 

［第一责任人］金耀基著 

［出版者］经济与生活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8.5 

［丛编题名］远见丛书 

［知识责任］金耀基 著 

  

 

［正题名］大陆与海外 

［副题名］传统的反省与转化 

［第一责任人］刘述先著 

［出版者］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9.8 

［丛编题名］允晨丛刊 25 

［知识责任］刘述先 著 

  

 

［正题名］两岸中国民主的反思 

［第一责任人］金耀基著 

［出版者］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0.2 

［丛编题名］社会人文 11 

［知识责任］金耀基 著 

  

 

［正题名］从五四到新五四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包遵信等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文化丛书 84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知识责任］包遵信 著 

  

 

［正题名］“彻底的革命” 

［副题名］中国的“整体性”改革与文化价值转变 

［第一责任人］鲁凡之著 

［出版者］突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鲁凡之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纲 



［第一责任人］吴伟，范明英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步骤。 

［主题词］社会主义民主/中国 

［知识责任］吴伟 著 

［知识责任］范明英 著 

  

 

［正题名］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副题名］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第一责任人］何新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展望世界丛书 徐惟诚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编入作者近年来与中、外记者就当代经济、政治问题的谈话。 

［主题词］国际形势/学习参考资料 

［主题词］体制改革/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何新 著 

  

 

［正题名］东方的复兴 

［副题名］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前途 

［第一责任人］何新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1992.6 

［丛编题名］ 放丛书 思想文化系列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何新 著 

  

 

［正题名］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第一责任人］卫建林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一般理论问题、总结近年群众中的新创造、文化问题、不同社会

制度比较方法论等问题。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卫建林 著 

  

 

［正题名］综合国力论 

［第一责任人］黄硕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借鉴古今中外研究成果，论述了综合国力论,并创造了“综合国力动态方

程”的新理论。 

［主题词］国力学 

［知识责任］黄硕风 著 

  

 

［正题名］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第一责任人］[?]史景迁著 

［译者］张连康译 

［出版者］丝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丛编题名］社会人文丛书 6 

［主题词］知识分子 

［知识责任］史景迁 著 

［次知识责任］张连康 译 

  

 

［正题名］中国的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美）吉尔伯特·罗兹曼(Rozman, G.)主编 

［译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根据美国自由出版社 1982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在各个时期发展的艰难历程。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罗兹曼 主编 

［知识责任］Rozman 主编 

  

 

［正题名］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第一责任人］（德）洛伊宁格尔著 

［译者］王山译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知识责任］洛伊宁格尔 著 

［次知识责任］王山 译 

  

 

［正题名］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史论 

［第一责任人］史会来主编 

［出版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中国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国 

［主题词］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史会来 主编 

  

 

［正题名］何新政治经济论集 

［第一责任人］何新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国际政治/文集 

［主题词］世界经济/文集 

［主题词］国际关系/文集 

［知识责任］何新 著 

  

 

［正题名］中国大趋势 

［并列题名］Megatrends China 

［第一责任人］史彼克编著 

［出版者］华龄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知识责任］史彼克 编著 

  

 

［正题名］中国可以说不 

［副题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 

［第一责任人］宋强等编著 

［出版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主题词］中美关系/研究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宋强 编著 

  

 

［正题名］第十三届中、日“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专辑 

［第一责任人］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87.6 

［丛编题名］中文丛书系列 77 

  

 

［正题名］防“左”备忘录 

［第一责任人］赵士林主编 



［出版者］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知识责任］赵士林 主编 

  

 

［正题名］重要文献、言论选辑 

［副题名］1974.1-6 月 

［第一责任人］南方日报社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4.1-6 

 

［正题名］重要言论、文章选辑 

［副题名］1974.7—12 

［第一责任人］南方日报社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4.7-12 

 

［正题名］重要文献、言论选辑 

［副题名］1975 年 

［第一责任人］南方日报社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中央日报七十三年社论选集 

［第一责任人］中央日报编 

［出版者］中央日报出版部 

［出版日期］1985.3 

 

［正题名］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 

［副题名］纪念中共中央 1966 年 5 月 16 日《通知》十周年 

［第一责任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5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5.16/纪念文集 

  

 

［正题名］人民万岁 

［第一责任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2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伟大的四五运动》两篇

文章。 

［主题词］四·五事件/史料 

［主题词］评论性新闻/北京/文集 



  

 

［正题名］纠正冤案错案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严明法纪纠正冤案

错案》、《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等四篇文章。 

［主题词］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 

［主题词］评论性新闻/中国/现代/文集 

  

 

［正题名］在历史转折中 

［第一责任人］龚育之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8.3 

［知识责任］龚育之 著 

  

 

［正题名］周总理是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典范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七二一大学语文班等编 

［出版者］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七二一大学语文班 

［出版日期］[19??]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周总理关于文艺的题词及讲话摘录并附总理诗六首。 

  

 

［正题名］中国见闻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江宁生，李成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主题词］访华观感/文集 

［知识责任］江宁生 编 

［知识责任］李成 编 

  

 

［正题名］觉醒了的中国 

［副题名］美国人不了解的国家 

［第一责任人］（英）格林(F.Greene)著 

［译者］吴越，初扬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附注内容］本书是英国著名记者格林在一九六○年访问中国后写的观感；作者在具体地记

载了我国建国初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对各方面存

在的问题也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主题词］政治/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格林 著 

［知识责任］Greene 著 

［次知识责任］吴越 译 

［次知识责任］初扬 译 

  

 

［正题名］毛泽东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法）卡罗尔著 

［译者］刘立仁，贺季生译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知识责任］卡罗尔 著 

［次知识责任］刘立仁 译 

［次知识责任］贺季生 译 

  

 

［正题名］中国的改革能继续下去吗？ 

［第一责任人］（美）伯金斯著 

［译者］俞晓秋，尹钢铁译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伯金斯 著 

［次知识责任］俞晓秋 译 

［次知识责任］尹钢铁 译 

  

 

［正题名］我在中国当大使 

［副题名］1976—1980 年 

［副题名］前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西德）魏克德著 

［译者］祖卫等译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蓝眼睛—从外部看中国》译丛 

［知识责任］魏克德 著 

［次知识责任］祖卫 译 

  

 

［正题名］中国的没落 

［第一责任人］黄文雄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丛编题名］新台湾人丛书 12 



［知识责任］黄文雄 著 

  

 

［正题名］台湾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邱永亮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丛编题名］新台湾人丛书 11 

［知识责任］邱永亮 著 

  

 

［正题名］人物，政治与外交 

［副题名］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第一责任人］薛君度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薛君度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化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1.3 

 

［正题名］中国危机的出路 

［副题名］改革的困境和民主的前景 

［第一责任人］（美）黎安友著 

［译者］斯祖达译 

［出版者］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黎安友 著 

［次知识责任］斯祖达 译 

  

 

［正题名］现代中国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黄仁宇等著 

［出版者］华视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华视丛书 

［知识责任］黄仁宇 著 

  

 

［正题名］日落中国 

［副题名］走向灭亡的中华帝国 



［第一责任人］黄昭堂著 

［译者］杨笑轩译 

［出版者］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 

［出版日期］1991.11 

［丛编题名］人与思想系列丛书 6 

［知识责任］黄昭堂 著 

［次知识责任］杨笑轩 译 

  

 

［正题名］外国要人名人看中国 

［副题名］1989—1992 

［第一责任人］刘洪潮，蔡光荣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选编了 30 多个国家的近 90 位政界、财界、报界要人和知名人士的文章和讲话,

有对我国热情讴歌、殷切期望、批评建议的,也有冷潮热讽,乃至诋毁攻击的。时限为“六·四”

之后到中共十四大结束。 

［主题词］政论/外国/文集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评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洪潮 主编 

［知识责任］蔡光荣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的走向 

［副题名］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 

［第一责任人］（日）中江要介著 

［译者］李乃成译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2 

［附注内容］包括：围绕日中邦交正常化背后的条件考虑，2049 年中国将会如此变化、受

人嘲笑的主权丧失国“日本”等 7 章。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中江要介 著 

［次知识责任］李乃成 译 

  

 

［正题名］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第一责任人］叶剑英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0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1979 

［知识责任］叶剑英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第一责任人］蒋士逵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知识责任］蒋士逵 主编 

  

 

［正题名］论中国 

［副题名］神州巨变 

［第一责任人］鲁凡之著 

［出版者］广角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2 

［知识责任］鲁凡之 著 

  

 

［正题名］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一责任人］胡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革命道路/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胡绳 编 

  

 

［正题名］中国革命和建设之  

［丛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黄景芳等著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知识责任］黄景芳 著 

  

 

［正题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苏绍智，张显扬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研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机制和特点,同

时,还讨论和评价了与这个发展有关的方法论问题。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应用-社会主义建设/中国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应用 

［知识责任］苏绍智 主编 

［知识责任］张显扬 主编 

  

 



［正题名］第四代人 

［第一责任人］张永杰，程远忠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丛书 

［知识责任］张永杰 著 

［知识责任］程远忠 著 

  

 

［正题名］失去的地平线 

［副题名］帝国主义侵略与民族心理演变 

［第一责任人］李存煜著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8.12 

［丛编题名］蓦然回首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 

［主题词］民族心理/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存煜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舆论形态 

［第一责任人］刘建明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丛书 

［主题词］舆论/形态/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建明 著 

  

 

［正题名］初级阶段·商品经济·民主政治 

［副题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论 

［第一责任人］黄达强等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丛编题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丛书 

［知识责任］刘建明 著 

  

 

［正题名］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薄一波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薄一波 著 

  



 

［正题名］中国的前途 

［第一责任人］张五常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5 

［知识责任］张五常 著 

  

 

［正题名］去国忧思录 

［第一责任人］千家驹著 

［出版者］天地圆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1 

［知识责任］千家驹 著 

  

 

［正题名］思想理论十年风云 

［副题名］1978—1987 

［第一责任人］中国医大青年教师编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政论/中国/1978-1987 年/文集 

  

 

［正题名］两种战略 

［副题名］“和平演变”与“和平防变” 

［第一责任人］张蔚萍主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主题词］和平演变/研究 

［知识责任］张蔚萍 主编 

  

 

［正题名］用科学的态度认识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余心言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批判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国内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对分子的种种谬论，剖析了西

方资本主义大国的罪恶发家史及其当前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余心言 著 

  

 

［正题名］改革前后备忘录 



［副题名］巨龙复苏 

［第一责任人］威达著 

［出版者］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知识责任］威达 著 

  

 

［正题名］再造中国 

［副题名］中国百年大走势 

［第一责任人］辛向阳，董明，倪建中主编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丛编题名］国是论衡丛书 1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辛向阳 主编 

［知识责任］董明 主编 

［知识责任］倪建中 主编 

  

 

［正题名］历史与国情 

［第一责任人］石培华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丛编题名］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徐永祥主编 

［附注内容］高校政治理论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教育科技、资源人口、民

族宗教等各个方面。 

［主题词］爱国主义教育/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石培华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邓小平 

［副题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戴茂林主编 

［出版者］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中国 

［知识责任］戴茂林 主编 

  

 

［正题名］九死一生 

［副题名］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 

［第一责任人］张琢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各类型的发展道路、模式的搏斗及各个成败的

原因、经验和教训作了评述，并对未来的中长期的发展分 15 个方面作了预测。 

［主题词］四个现代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琢 著 

  

 

［正题名］中国革命与建设史论 

［第一责任人］王元年，罗炳章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社 

［出版日期］1994.7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

与建设的基本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规律。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中国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国 

［主题词］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中国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中国 

［知识责任］王元年 主编 

［知识责任］罗炳章 主编 

  

 

［正题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 

［第一责任人］龚育之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龚育之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第一责任人］杨奎松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6 

［丛编题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林基洲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再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的需

要,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 

［知识责任］杨奎松 著 

  

 

［正题名］历史经验与改革 放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专家学者就党史革命史上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 

  

 

［正题名］陈叔通先生照片手迹选辑 

［副题名］纪念诞辰 110 周年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6.6 

［知识责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编 

  

 

［正题名］社会变革比较研究 

［副题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于 1987 年 11 月在杭州召 的联合国大学的社会变革比较研究项目第四

次会议的论文集。 

［主题词］社会革命/中国/近代/研究/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对比研究/中国、外国 

  

 

［正题名］四项基本原则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向洪主编 

［出版者］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辞典分为四项基本原则总论、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等 24 大类,共有

2260 条辞条。 

［主题词］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词典 

［知识责任］向洪 主编 

  

 

［正题名］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 

［第一责任人］李维汉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附注内容］本书集为李维汉同志建国以来在历次有关会议上重要发言，以及在报刊上发表

和出版过的有关文章的汇编，全书共 36 篇。文集具体而深刻地阐释了我国从建国以后到文

化大革命以前这个重要历史阶段我党统战工作的理论和政策，系统地记录和总结了我国社会

主义革命的经验。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文集/中国 

［主题词］民族工作/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维汉 编著 

  

 

［正题名］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 

［第一责任人］李维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中国/研究 

［主题词］民族工作/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维汉 著 

  

 

［正题名］国共关系简史 

［第一责任人］张镇邦等著 

［出版者］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83.9 

［知识责任］张镇邦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 

［第一责任人］于刚等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于刚 著 

  

 

［正题名］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主题词］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文件/1947-1949 

  

 

［正题名］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1922 年至 1927 年“七一五”事变前的文件。 

［主题词］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文件/1922-1927 

  

 

［正题名］中共中央土地革命前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1927 年“七一五”事变后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的文件。 

［主题词］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文件/1927-1931 

  

 

［正题名］周恩来和统一战线 

［第一责任人］李世平等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知识责任］李世平 编 

  

 

［正题名］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透视 

［第一责任人］林华田著 

［出版者］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5.9 

［丛编题名］中国大陆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林华田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多党合作简史 

［第一责任人］李世平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讲述中国共产党与其它党派合作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多党合作的历史。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世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第一责任人］谢俊，彭晓春主编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民主党派 

［知识责任］谢俊 主编 



［知识责任］彭晓春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丛书］新民主主义时期 

［第一责任人］姚龙井等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知识责任］姚龙井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蒋本哲主编 

［出版者］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阐述了多党合作

的内容、形式、方针和作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理论基础、经验和现状。 

［知识责任］蒋本哲 主编 

  

 

［正题名］统一战线大事记 

［副题名］1921 年 7 月—1990 年 12 月 

［第一责任人］朱企泰等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大事记/1921-1990 

［知识责任］朱企泰 编 

  

 

［正题名］风雨同舟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历史图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出版者］吉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正题名］海峡两岸关系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陈崇龙，谢俊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录了 1949 年 10 月至 1992 年 10 月海峡两岸的关系交往大事记。全

书内容有：紧张的军事对峙阶段、和平倡议与冷战对峙阶段、隔绝往来与政治对峙阶段等 5

部分。 

［主题词］台湾问题 

［主题词］一国两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崇龙 主编 

［知识责任］谢俊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丛书］社会主义时期 

［第一责任人］关世雄主编 

［译者］北京社会主义学院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三大运动”、和平解放西藏

和“五反运动中的统战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在调整中前进等。 

［知识责任］关世雄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丛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关世雄主编 

［第一责任人］崔俊峰，刘玉芬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知识责任］关世雄 主编 

［次知识责任］崔俊峰 编著 

［次知识责任］刘玉芬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稿 

［第一责任人］冯正钦，杨成生编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分析和论述中国共产党七十余年的统一战线理论与策略。 

［知识责任］冯正钦 著 

［知识责任］杨成生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附英文目录。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研究/中国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附英文目录。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研究/中国 

  

 

［正题名］统一战线知识问答 

［第一责任人］任涛等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知识责任］任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统一问题论战 

［第一责任人］陆铿主编 

［出版者］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8.9 

［知识责任］陆铿 主编 

  

 

［正题名］党的统战工作词典 

［第一责任人］谭方之主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知识责任］谭方之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统一战线辞典 

［第一责任人］中国统一战线辞典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3000 多个词条,包括：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新时期的

爱国统一战线等 9 个方面。 

  

 

［正题名］统战辞典 

［第一责任人］贾平安，郝树亮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附注内容］本辞典共选收有关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包括统一战线理论、史学、重要专著及

分支学科）中的辞目 635 条。 

［主题词］统一战线/词典 

［知识责任］贾平安 主编 

［知识责任］郝树亮 主编 

  

 

［正题名］统一战线工作手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编辑部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中国/手册 

  

 

［正题名］全国统一战线论文资料索引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广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统一战线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宗教问题等 10 部分。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中国/研究资料/索引 

  

 

［正题名］同心相知，同志相从 

［副题名］各界人士回忆与共产党的交往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丛编题名］文史资料专辑 1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中国/史料 

  

 

［正题名］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丛编题名］文史资料专辑 2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中国/史料 

  

 

［正题名］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2 

［丛编题名］文史资料专辑 3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中国/史料 

  

 

［正题名］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9 

［主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中国/汇编 

  

 

［正题名］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7 

［主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文件 

  

 

［正题名］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附注内容］本册收入 1937 年“7.7”事变后至 1945 年 8 月的文件。 

［主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文件/汇编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丛书］统战工作史料专辑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政协上海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



集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正题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一责任人］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论集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史 

［第一责任人］宋春等编著 

［出版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宋春 编著 

  

 

［正题名］统一战线大事记 

［丛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卷 

［第一责任人］李勇编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知识责任］李勇 编著 

  

 

［正题名］统一战线大事记 

［丛书］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 

［第一责任人］李勇编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知识责任］李勇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副题名］1921—1987 

［第一责任人］胡之信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附注内容］本书较系统地阐述了 1921—1987 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文革”及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等不

同历史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87 



［知识责任］胡之信 主编 

  

 

［正题名］新时期统一战线大事记 

［副题名］1979—198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资料组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正题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 

［第一责任人］赵曜等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知识责任］赵曜 主编 

  

 

［正题名］球籍 

［第一责任人］陆一主编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陆一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的危机与思考 

［第一责任人］黎鸣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2 

［知识责任］黎鸣 主编 

  

 

［正题名］怎样正确看待革命和生产 

［第一责任人］卫兴华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部分：一、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二、革命和生产的

关系；三、抓革命，促生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主题词］革命/关系/生产/中国 

［知识责任］卫兴华 著 

  

 

［正题名］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 

［第一责任人］吴佩纶主编 

［译者］顾家麒副主编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政府机构的沿革、改革方案、步骤

等。 

［主题词］国家行政机关/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佩纶 主编 

［次知识责任］顾家麒 副主编 

  

 

［正题名］海内外人士论祖国统一资料选编 

［副题名］198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研究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1 

 

［正题名］香港问题文件选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9 

［主题词］一国两制/文件/中国/汇编 

  

 

［正题名］说明当前的一个大问题 

［副题名］由“美丽岛”的言行看“台独”真象 

［第一责任人］谈锋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知识责任］谈锋 著 

  

 

［正题名］五星旗下的香港 

［副题名］香港前途问题探讨 

［第一责任人］曾澍基等著 

［出版者］曙光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82.9 

［知识责任］曾澍基 著 

  

 

［正题名］“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文献和资料丛书 

［书目卷册］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所，三局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主题词］一国两制/中国/资料 

  



 

［正题名］民主统一与中国前途 

［第一责任人］侯立朝编著 

［出版者］帕米尔书店 

［出版日期］1988.3 

［丛编题名］帕米尔新刊 

［知识责任］侯立朝 编著 

  

 

［正题名］中共台湾和平共处 50 年变 

［副题名］海外部分华侨的构想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全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香港与一国两制 

［第一责任人］周毅之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知识责任］周毅之 著 

  

 

［正题名］“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 

［第一责任人］《瞭望》周刊海外版编辑部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附注内容］本书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谈话和一些知名学者及研究

台湾问题的专家阐明“一国两制”的文章两部分组成。 

［主题词］一国两制/研究/中国 

  

 

［正题名］民主统一与国家再建 

［第一责任人］胡秋原著 

［出版者］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知识责任］胡秋原 著 

  

 

［正题名］回顾与展望 

［副题名］论海峡两岸关系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海峡两岸学者关于两岸关系的论文 20 篇。 

［主题词］一国两制/中国/文集 

［主题词］台湾问题/文集 

  

 

［正题名］台湾海·深圳河 

［副题名］变动中的中港台关系 

［第一责任人］张结凤著 

［出版者］《百姓》半月刊 

［出版日期］1987.4 

［知识责任］张结凤 著 

  

 

［正题名］两岸关系法的尝试与突破 

［第一责任人］许宗力等著 

［出版者］财团法人张荣法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资料中心 

［出版日期］1990.7 

［知识责任］许宗力 著 

  

 

［正题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仲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7.6 

［丛编题名］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硕士论文奖助出版丛书 第六辑 6 

［附注内容］本书由任卓宣、马起华教授指导。 

［知识责任］李仲 著 

  

 

［正题名］中共对台统战战略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汪兆华撰 

［出版者］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6.5 

［知识责任］汪兆华 撰 

  

 

［正题名］台湾与大陆风云四十年 

［第一责任人］高文 编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台湾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高文  编著 

  



 

［正题名］两岸交往常见问题解答 

［第一责任人］肖敬等编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就海峡两岸的方针政策，人员往来，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法律事务等五

个方面所涉及的有关问题,采取一问一答形式予以论述。 

［主题词］台湾问题/问答 

［知识责任］肖敬 编 

  

 

［正题名］到中国统一之路 

［第一责任人］朱新民著 

［出版者］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1.1 

［丛编题名］法政瞭望系列 5 

［知识责任］朱新民 著 

  

 

［正题名］论“台独” 

［第一责任人］贾亦斌主编 

［译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论“台独”》编写组编写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分 5 章论述了“台独”的本质、“台独”组织及当前活动特点、“台独”谬论批

判等。 

［主题词］“台湾独立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贾亦斌 主编 

  

 

［正题名］台湾问题文献资料编选 

［第一责任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正题名］辜汪会谈纪要 

［第一责任人］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编 

［出版者］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 

［出版日期］1993.8 

 

［正题名］邓小平论祖国统一 

［第一责任人］邓小平著 

［译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一国二制/邓小平/文集 

［知识责任］邓小平 著 

  

 

［正题名］台湾能独立吗 

［副题名］透视台独 

［第一责任人］黄嘉树著 

［出版者］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丛书 浦山主编 

［主题词］政治/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黄嘉树 著 

  

 

［正题名］分裂与统一 

［副题名］中国韩国德国越南经验之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赵全胜等著 

［出版者］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3[1994] 

［知识责任］赵全胜 著 

  

 

［正题名］再看台湾 

［副题名］政治、社会、经济和两岸关系 

［第一责任人］黄小明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6 

［知识责任］黄小明 编 

  

 

［正题名］沈诚 

［副题名］我替杨尚昆传信给蒋经国 

［副题名］海峡两岸一段秘密交往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周天瑞，郭宏治著 

［出版者］新新闻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5.2 

［丛编题名］新新闻丛书 纵横家系列 33 

［主题词］台湾问题 

［主题词］政治事件/中国 

［知识责任］周天瑞 著 

［知识责任］郭宏治 著 

  

 



［正题名］揭 两岸密使面纱 

［第一责任人］雷鸣著 

［出版者］汉斯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4.6[1995.6] 

［丛编题名］内幕书系 

［知识责任］雷鸣 著 

  

 

［正题名］再论“台独” 

［第一责任人］彭清源主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主题词］“台湾独立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彭清源 主编 

  

 

［正题名］两岸谋和足迹追踪 

［第一责任人］李健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丛编题名］《台海风云录》系列丛书 上 

［主题词］一国两制/研究 

［主题词］台湾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李健 编著 

  

 

［正题名］台海两岸战事回顾 

［第一责任人］李健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丛编题名］《台海风云录》系列丛书 上 

［主题词］解放台湾/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史料 

［知识责任］李健 编著 

  

 

［正题名］反特反谍奇战写真 

［第一责任人］李健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丛编题名］《台海风云录》系列丛书 上 

［主题词］特务组织/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李健 编著 

  

 



［正题名］“反攻大陆”密谋透析 

［第一责任人］李健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丛编题名］《台海风云录》系列丛书 上 

［主题词］方针政策/研究/台湾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李健 编著 

  

 

［正题名］蒋家王朝衰变侧记 

［第一责任人］李健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丛编题名］《台海风云录》系列丛书 上 

［主题词］政治/概况/台湾 

［知识责任］李健 编著 

  

 

［正题名］一国两制与台湾 

［第一责任人］王长鱼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一国两制/研究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王长鱼 主编 

  

 

［正题名］穿梭两岸关系的密使 

［副题名］两岸关系密史 1949-1980 

［第一责任人］杨渡著 

［出版者］平氏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4.8[1995.8] 

［知识责任］杨渡 著 

  

 

［正题名］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八十年年报 

［第一责任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编 

［出版者］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 

［出版日期］1992.12 

 

［正题名］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八十三年年报 

［第一责任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编 

［出版者］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 



［出版日期］1995.8 

 

［正题名］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八十四年年报 

［第一责任人］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编 

［出版者］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 

［出版日期］1996.5 

 

［正题名］光辉的成就 

［副题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文集 

［第一责任人］人民出版社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9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 

  

 

［正题名］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 

［副题名］画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5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沿革大事记 

［副题名］1949—1978 

［第一责任人］洪承华，郭秀芝编 

［出版者］春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丛编题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与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集中而又系统地反映了建国以来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政治体制变

化和发展的进程。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的上篇。内容包括：党

的领导体制、国家组织机构、行政管理体制、军事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等。 

［主题词］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中国/1949-1978 

［知识责任］洪承华 编 

［知识责任］郭秀芝 编 

  

 

［正题名］十年改革大事记 

［副题名］1978—1987 

［第一责任人］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室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 1978—1987 年十年的光辉历程，反映改革在实践上的成就和理论

上的发展等。 



［主题词］体制改革/大事记/中国/1978-1987 年 

  

 

［正题名］历史的启示 

［副题名］十年(1957—1966)建设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雪薇著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2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57～1966 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自身建设等方面

的工作情况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评估。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中国/1957-1966 年 

［知识责任］陈雪薇 著 

  

 

［正题名］新中国四十年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明显等著 

［出版者］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附注内容］本书对新中国四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作了全面的反映,特别是对当

前读者感兴趣的问题作了较深的论述。 

［主题词］社会主义革命/史评/中国 

［知识责任］陈明显 著 

  

 

［正题名］天山南北尽朝晖 

［副题名］新疆在反修防修斗争中前进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5 

［丛编题名］祖国建设新貌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编选的文章集中地反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20 年来，新疆各族人民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战斗，胜利前进。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

与错误路线斗，与进行颠覆和侵略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斗，使新疆面貌发生了深刻、巨大的

变化。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新疆 

  

 

［正题名］建国三十五年来的江苏 

［副题名］1949—1984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江苏/纪念文集 

  

 



［正题名］党史理论研讨会文集 

［副题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 

［第一责任人］中共贵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9 

 

［正题名］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在前进 

［副题名］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11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了人大常委，国务院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致西藏自治区革命

委员会的贺电，《人民日报》、《西藏日报》社论，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同志的讲话；另外，

还收编了 16 篇文章，介绍了西藏自治区十年来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伟大成就等。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西藏 

  

 

［正题名］中国机构的沿革 

［第一责任人］张云伦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近年来有关机构改革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建国以来历次机构改革的

经验得失，同时对我国各类事业单位的性质、范围、特点作了研究等。 

［主题词］国家机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云伦 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 

［第一责任人］韩晓武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也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政权机

构的简要概况作了介绍。 

［主题词］国家机构/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韩晓武 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群机关组织机构概要 

［第一责任人］人事部地方机构编制管理司编 

［出版者］中国人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主题词］国家行政机关/中国/名录 

  

 

［正题名］中国人大制度 



［第一责任人］蔡定剑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介绍了人大组织的产生、性质、作用、特点，人大组织的体系，人大的职权、

工作的运转等。 

［主题词］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 

［知识责任］蔡定剑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全国政协历届负责人人名录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附注内容］收入本书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副主席，政务院—国务院（包括各部委）， 高人民法院， 高人民检查署、院，各

省市、自治区，全国政协，历届主要负责人名单和会议简介。 

  

 

［正题名］中国政府机构名录 

［副题名］1989 

［第一责任人］中国新闻发展公司编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附注内容］上卷收录了国务院各部委、办、直属机构、各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和国务院

事业单位共 79 个，及上述各机构所属司局级单位；下卷收录了全国除台湾省外的 30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及其所属厅局级职能单位、事业单位以及地(市)级政府。 

［主题词］国家行政机关/中国/名录 

  

 

［正题名］汉英中国组织机构手册 

［并列题名］Chinese-English manual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第一责任人］新华社对外部编 

［出版者］今日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附注内容］本书列出近万条目,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宗教、新闻

出版、工商等门类的官方和群众性组织机构以及“三资”企业的译名和部分简介,还收录了

台、港、澳组织机构和部分国际组织机构译名。 

［主题词］组织机构/中国/名录/中、英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各级党、政、军、人大、政协等领导机关的机构沿革、称谓变化等。 

［主题词］领导机构/干部/人名录/中国 

［知识责任］何虎生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7 

［主题词］领导机构/干部/人名录/中国 

［知识责任］何虎生 主编 

  

 

［正题名］香港 

［丛书］独特的政制架构 

［第一责任人］徐克恩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丛编题名］香港社会经济丛书 吴大琨主编 

［主题词］政治制度/香港 

［知识责任］徐克恩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辞典 

［第一责任人］刘国新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刘国新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 

［第一责任人］王庚南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祖国丛书 

［主题词］国旗/中国 

［主题词］国徽/中国 

［主题词］国歌/中国 

［知识责任］王庚南 编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 

［副题名］1949—1990 



［第一责任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中国/1949-1990 年/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3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7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主题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中国/汇编 

  

 

［正题名］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名录 

［第一责任人］尹中卿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知识责任］尹中卿 主编 

  

 

［正题名］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秘书处编 

［出版者］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秘书处 

［出版日期］1988.1 

 

［正题名］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汇刊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秘书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57 

 

［正题名］中央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大全 

［第一责任人］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央国家机关所属的教育科研、勘察设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体育卫生、文化艺术等众多门类,近 3000 个事业单位的概况。 

［主题词］国家行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中国/名录 



  

 

［正题名］中国公民因私出国手册 

［第一责任人］莫启波主编 

［译者］程正忠等撰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出入境/中国/手册 

［知识责任］莫启波 主编 

［次知识责任］程正忠 撰 

  

 

［正题名］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在上海 

［第一责任人］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正题名］中国民政史稿 

［第一责任人］孟昭华，王明寰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2 

［主题词］民政事务/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孟昭华 著 

［知识责任］王明寰 著 

  

 

［正题名］中国民政史稿 

［第一责任人］孟昭华，王明寰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主题词］民政事务/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孟昭华 著 

［知识责任］王明寰 著 

  

 

［正题名］中国民政史 

［第一责任人］金双秋等编写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民政活动的范围与内容，表现了各个时期民政活动与民政思想的历

史特点，体现了民政发展历史过程的阶段性，揭示了其规律。 

［主题词］民政事务/工作/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金双秋 编写 

  



 

［正题名］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讲义 

［副题名］修改稿 

［第一责任人］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费孝通教授 1935 至 1986 年重要是民族研究方面、也有社会学方面

的文章共 31 篇。 

［主题词］民族学/文集 

［主题词］少数民族/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大事记 

［副题名］1949—1988 

［第一责任人］《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主题词］民族工作/大事记/中国/1949-1988 年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 

［第一责任人］黄光学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邓力群等主编 

［主题词］民族事务/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黄光学 主编 

  

 

［正题名］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坐床写真 

［第一责任人］西藏人民出版社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正题名］中国民族研究年鉴 

［副题名］1993 

［第一责任人］于宝林，华祖根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民族学/研究/中国/1993/年鉴 

［知识责任］于宝林 主编 

［知识责任］华祖根 主编 

  

 

［正题名］关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 

［第一责任人］李维汉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主题词］民族工作/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政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维汉 著 

  

 

［正题名］周恩来同志对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论述选编 

［第一责任人］白静源等编辑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1 

［知识责任］白静源 编辑 

  

 

［正题名］西藏民族问题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高延祥等编选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 

［知识责任］高延祥 编选 

  

 

［正题名］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肖金松主编 

［出版者］中国边政协会 

［出版日期］民国 85.6[1996.6] 

［丛编题名］中国边政丛书 

［附注内容］赠阅。 

［知识责任］肖金松 主编 

  

 

［正题名］必须重视侨务工作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必须重视侨务工作》（《人民日报》社论）、《批判“四人帮”所谓“海

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



在京举行》三篇文章。 

［主题词］侨务/工作/中国/文集 

  

 

［正题名］华侨华人史书刊目录 

［第一责任人］郑民等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丛编题名］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资料丛书 1 

［主题词］华侨史学/专科目录 

［知识责任］郑民 编 

  

 

［正题名］福建侨联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0 

 

［正题名］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 

［第一责任人］陈烈甫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7.2 

［知识责任］陈烈甫 著 

  

 

［正题名］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 

［第一责任人］陈烈甫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9 

［知识责任］陈烈甫 著 

  

 

［正题名］华侨报业史 

［第一责任人］冯爱群编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76.9 

［知识责任］冯爱群 编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建国七十年全球华侨重要活动汇志 

［第一责任人］侨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 

［知识责任］侨务委员会 编 



  

 

［正题名］华侨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1.3 

 

［正题名］华侨史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晋江地区侨务办公室等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7 

 

［正题名］福建华侨史话 

［第一责任人］华金山编写，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10 

［丛编题名］福建华侨史丛书 1 

［知识责任］华金山 编写 

［知识责任］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 编 

  

 

［正题名］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 

［第一责任人］李亦园，郭振羽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5.5 

［知识责任］李亦园 主编 

［知识责任］郭振羽 主编 

  

 

［正题名］华侨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丘正欧著 

［出版者］国防研究院 

［出版日期］1965.2 

［丛编题名］华侨问题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丘正欧 著 

  

 

［正题名］南洋研究史料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6 集 

［第一责任人］杨建成主编 

［出版者］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重刊 

［出版日期］1983.2-1986.7 

［知识责任］杨建成 主编 



  

 

［正题名］华侨经商发达史 

［第一责任人］崔宁编 

［出版者］永昌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知识责任］崔宁 编 

  

 

［正题名］广东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史料 

［副题名］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等编 

［出版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出版日期］1985.8 

［丛编题名］广东党史资料丛刊 

  

 

［正题名］华侨经商成功史 

［副题名］中国式的经商法与处世术 

［第一责任人］徐伟编 

［出版者］星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知识责任］徐伟 编 

  

 

［正题名］出国之路 

［第一责任人］项〓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知识责任］项〓 著 

  

 

［正题名］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 

［并列题名］Selected materials of overseas Chinese from Guangxi 

［第一责任人］赵和曼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广西华侨的出国原因、人口与职业、重大贡献和海外社团,并收录

了近年来广西华侨史界的部分研究成果。 

［主题词］华侨/广西/资料 

［主题词］华人/广西/资料 

［主题词］华侨组织/广西/资料 

［知识责任］赵和曼 编 

  



 

［正题名］福建华侨档案史料 

［副题名］1912—1949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丛编题名］福建档案史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福建华侨史料千余件，内容包括十部分：组织机构及工作计划、报告，

华侨出入国，侨汇机构及侨汇，华侨投资省内企业等。 

［主题词］华侨/档案资料/福建 

  

 

［正题名］战后海外华人变化 

［副题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副题名］中文论文 

［第一责任人］郭梁主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0.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战后海外华侨华人总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趋势、经济变化和

经济事业，华人教育事业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华文报刊、华人文学诸问题，近年华人参政

活动等。 

［主题词］华侨状况/国际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郭梁 主编 

  

 

［正题名］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第一责任人］黄慰慈，许肖生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丰富的史料，典型的事例，从华侨的各个阶层，从祖国抗战特别是抗

日运动发展的各个方面，分析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活动和贡献，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华侨崇高

的爱国主义精神。 

［主题词］抗日战争/华侨/史料 

［知识责任］黄慰慈 著 

［知识责任］许肖生 著 

  

 

［正题名］海外华人及其居住地概况 

［第一责任人］李原，陈大璋编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居住华人较多的 82 个国家(地区)和 240 多个城市的政治、经济、

地理大观、及华人移民简况等。 

［主题词］华人/居住区/概况/世界 



［主题词］城市/概况/世界 

［知识责任］李原 编著 

［知识责任］陈大璋 编著 

  

 

［正题名］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 

［第一责任人］余思伟著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丛编题名］华夏书列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东南亚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古代对外海上贸易；梯航懋迁海

外华侨与华人。 

［主题词］对外贸易/中国/古代 

［主题词］华侨/历史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东南亚/古代 

［知识责任］余思伟 著 

  

 

［正题名］星条旗下的中国人 

［第一责任人］刘晓莉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1.3 

［丛编题名］世界日报丛书 

［知识责任］刘晓莉 著 

  

 

［正题名］中华祖先拓荒美洲 

［并列题名］Chinese ancestors opened up America 

［第一责任人］韶华等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从研究《山海经》入手,重点探讨炎帝氏族的夸父族支、黄帝氏族的轩辕·莫

哈克族支、太昊少昊扶桑族支和商殷族支，从北太平洋地区进入并 拓北美洲、中美洲、南

美洲的史迹。 

［主题词］远古文化/比较文化/中国、美洲 

［知识责任］韶华 著 

  

 

［正题名］海外春秋 

［第一责任人］冯子平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书刻画了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分为华侨的沿革、契约华工的境遇、华

侨社团的变迁、华侨捐资兴学等 14 章。 



［主题词］华侨/历史/世界 

［知识责任］冯子平 编著 

  

 

［正题名］世界华侨华人简史 

［第一责任人］陈碧笙编写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丛编题名］华侨研究丛书 

［主题词］华侨/历史/世界 

［主题词］华人/历史/世界 

［知识责任］陈碧笙 编写 

  

 

［正题名］炎黄子孙 

［副题名］华人移民史 

［第一责任人］（英）潘琳著 

［译者］陈定平，陈广鳌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3.6 

［附注内容］本书以历史顺序为框架，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世界各地华人移民状况，阐明华人

外移的原因，讨论香港即将回归大陆对全世界产生的影响。 

［主题词］华人/移民/历史 

［知识责任］潘琳 著 

［次知识责任］陈定平 译 

［次知识责任］陈广鳌 译 

  

 

［正题名］海外华裔精英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黄文湘著 

［出版者］香港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海外华侨 

［知识责任］黄文湘 著 

  

 

［正题名］海外华裔精英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黄文湘著 

［出版者］香港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主题词］海外华侨 

［知识责任］黄文湘 著 



  

 

［正题名］海外华裔精英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黄文湘著 

［出版者］香港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主题词］海外华侨 

［知识责任］黄文湘 著 

  

 

［正题名］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 

［第一责任人］任贵祥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主题词］华侨 

［主题词］抗日战争 

［知识责任］任贵祥 著 

  

 

［正题名］海外移民与华人社会 

［第一责任人］吴剑雄著 

［出版者］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2.10[1993.10] 

［丛编题名］允晨丛刊 

［知识责任］吴剑雄 著 

  

 

［正题名］海外侨团寻踪 

［第一责任人］方雄普，许振礼编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华侨/社会团体/简介 

［知识责任］方雄普 编著 

［知识责任］许振礼 编著 

  

 

［正题名］海外排华百年史 

［第一责任人］（美）沈已尧(Shen, I-Yao)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7 

［附注内容］本书共九章，第一至四章分别对在美、加、澳、新的华侨百余年来的历史作了

系统分析与研究；第五章为以上四国排华大事年表，第六章越南排华的后果；第七章南非华

工的沧桑；第八章“中国人发现美洲说”的探讨；第九章海外华人的困惑和展望。 



［主题词］华侨状况/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沈已尧 著 

［知识责任］Shen 著 

  

 

［正题名］悲凉之旅 

［副题名］百年移美从头数回看血泪相和流 

［第一责任人］金恒炜，张文翊合译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0.5 

［知识责任］金恒炜 译 

［知识责任］张文翊 译 

  

 

［正题名］华侨史论文资料索引 

［副题名］1895—1980 

［第一责任人］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图书馆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12 

 

［正题名］中国的海外移民 

［副题名］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 

［并列题名］Chinese emigration 

［副题名］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第一责任人］朱国宏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附注内容］内容包括:海外移民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与历史背景、不同阶段海外移民的类型

与特征等。 

［主题词］移民/历史/中国 

［主题词］中国海外移民史 

［知识责任］朱国宏 著 

  

 

［正题名］华侨史研究论集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吴泽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主题词］华侨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吴泽 主编 

  

 

［正题名］华侨历史论丛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福建华侨历史学会编 

［出版者］福建华侨历史学会 

［出版日期］1984.5 

［主题词］华侨史学/文集 

  

 

［正题名］华侨历史论丛 

［书目卷册］第 7 辑 

［第一责任人］梁康生等主编 

［译者］福建华侨历史学会编 

［出版者］福建华侨历史学会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华侨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梁康生 主编 

  

 

［正题名］华侨华人史研究集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郑民等编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知识责任］郑民 编 

  

 

［正题名］华侨史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 1、2、4 集 

［第一责任人］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 

［出版者］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1-1984 

 

［正题名］华侨史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 3 集 

［第一责任人］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 

［出版者］广东农垦局 

［出版日期］1983.3 

 

［正题名］华侨华人研究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华侨/研究/文集 

［主题词］华人/研究/文集 



  

 

［正题名］华侨研究 

［第一责任人］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有华侨的历史、人物、教育、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13 篇。 

［主题词］华侨/研究/文集 

  

 

［正题名］世界华侨华人词典 

［并列题名］Dictionary of overseas Chinese 

［第一责任人］周南京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本词典收入词目 7093 条，内容包括世界各地华人、华埠概况、历史地理、文

物遗迹、著名建筑、报刊著作、专有名词等共 17 类。 

［主题词］华侨/世界/词典 

［主题词］华人/世界/词典 

［知识责任］周南京 主编 

  

 

［正题名］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文献索引 

［副题名］1980—1990 

［第一责任人］曾伊平，陈丽娘编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华侨/研究/1980-1990/索引 

［主题词］华人/研究/1980-1990/索引 

［知识责任］曾伊平 编 

［知识责任］陈丽娘 编 

  

 

［正题名］华侨航空史话 

［第一责任人］方雄普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5 

［丛编题名］华侨华人社团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辛亥以来华侨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号召，为革命胜利和中日

航空业的 创而不惜身、不爱财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主题词］民用航空/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方雄普 著 

  

 



［正题名］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之海外华人 

［第一责任人］吴伦霓霞，郑赤琰编 

［出版者］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吴伦霓霞 编 

［知识责任］郑赤琰 编 

  

 

［正题名］大韩民国与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陈建康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3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陈建康 著 

  

 

［正题名］朝鲜华侨史 

［第一责任人］杨昭全，孙玉梅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杨昭全 著 

［知识责任］孙玉梅 著 

  

 

［正题名］日本华侨社会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何瑞藤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1980.12 

［知识责任］何瑞藤 著 

  

 

［正题名］日本华侨问题分析 

［第一责任人］陈鹏仁著 

［出版者］天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4 

［知识责任］陈鹏仁 著 

  

 

［正题名］日本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宋越伦编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7.12 

［丛编题名］海外华侨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宋越伦 编著 

  

 

［正题名］日本华侨概论 

［第一责任人］陈鹏仁著 

［出版者］水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丛编题名］文史丛书 69 

［知识责任］陈鹏仁 著 

  

 

［正题名］日本华侨经济史话 

［第一责任人］池步洲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附注内容］本书探索了日本华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客观阻力及其艰苦创业精神和突

出成就。 

［主题词］华侨/经济史/日本 

［知识责任］池步洲 著 

  

 

［正题名］日本华侨史 

［第一责任人］罗晃潮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世界华侨史丛书 

［主题词］华侨/历史/日本 

［知识责任］罗晃潮 著 

  

 

［正题名］当代日本华侨教育 

［第一责任人］朱永新，王智新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丛编题名］当代日本教育丛书 朱永新主编 

［主题词］华侨教育/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朱慧玲 著 

  

 

［正题名］华侨资本的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责任人］（日）李国卿著 

［译者］郭梁，金永勋译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6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东南亚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华侨的地位和作用、华侨商业资本如

何向产业资本转化、华侨经济的发展前景等问题。 

［主题词］华侨/资本/东南亚 

［主题词］资本/华侨/东南亚 

［知识责任］李国卿 著 

［次知识责任］郭梁 译 

［次知识责任］金永勋 译 

  

 

［正题名］东南亚洲的华侨华人与华裔 

［第一责任人］陈烈甫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3.5 

［知识责任］陈烈甫 著 

  

 

［正题名］越南、柬埔寨华侨的悲惨自白 

［书目卷册］第 1 辑 

［出版者］科华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1 

 

［正题名］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亦园，郭振羽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5.5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李亦园 主编 

［知识责任］郭振羽 主编 

  

 

［正题名］东南亚与华人 

［副题名］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澳大利亚）王赓武著 

［译者］姚楠编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7.7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王赓武教授 1961 年至 1984 年期间所写的论文 12 篇，其中包括论

述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五篇，论述东南亚华人的七篇。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东南亚/文集 

［知识责任］王赓武 著 

［知识责任］姚楠 编 

  

 

［正题名］南洋华人简史 



［第一责任人］王赓武著 

［出版者］水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知识责任］王赓武 著 

  

 

［正题名］东南亚之华侨 

［第一责任人］巴素著 

［译者］郭湘章译 

［出版者］水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8.10 

［知识责任］巴素 著 

［次知识责任］郭湘章 译 

  

 

［正题名］东南亚著名华侨华人传 

［书目卷册］第 1 集 

［第一责任人］蔡二龙编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东南亚 18 位著名华侨华人的生平及怎样走上成功之路的。其中有

华侨领袖、著名学者、教育家和企业家。 

［主题词］华侨/列传/东南亚 

［主题词］华人/列传/东南亚 

［知识责任］蔡二龙 编 

  

 

［正题名］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 

［第一责任人］（日）游仲勋著 

［译者］郭梁，刘晓民译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丛编题名］华侨、华人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东南亚华侨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华侨经济的诸种商品经济特

征，以及华侨经济在东南亚各国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与性质。 

［主题词］华侨/经济史/东南亚 

［知识责任］游仲勋 著 

［次知识责任］郭梁 译 

［次知识责任］刘晓民 译 

  

 

［正题名］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 

［第一责任人］（英）凯特著 

［译者］王云翔等译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知识责任］凯特 著 

［次知识责任］王云翔 译 

  

 

［正题名］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 

［副题名］探索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 

［第一责任人］黄枝连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海外学者论丛 

［附注内容］分上、下篇。上篇研究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东南亚华族人士对中国

革命的支持；下篇探讨了 1945 年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的过程。 

［主题词］华人/历史/东南亚 

［知识责任］黄枝连 著 

  

 

［正题名］东南亚华侨通史 

［第一责任人］吴凤斌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丛编题名］华侨华人研究丛书 汪慕恒主编 

［附注内容］分：古代、近代和现代 3 编，系统地论述东南亚华侨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并

阐明这些变化的规律性。 

［主题词］华侨/历史/东南亚 

［知识责任］吴凤斌 主编 

  

 

［正题名］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 

［丛书］马来亚篇 

［第一责任人］古鸿廷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3.3[1994.3] 

［主题词］华侨/马来西亚 

［知识责任］古鸿廷 著 

  

 

［正题名］清代越南的华侨 

［第一责任人］郑瑞明著 

［出版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6.5 

［丛编题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 17 

［知识责任］郑瑞明 著 



  

 

［正题名］寮国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蔡天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4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蔡天 著 

  

 

［正题名］高棉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梁明编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9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梁明 编著 

  

 

［正题名］流亡异国的蒋军残部 

［第一责任人］徐军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0.5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军 著 

  

 

［正题名］泰国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沈英名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沈英名 著 

  

 

［正题名］缅甸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卢伟林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卢伟林 著 



  

 

［正题名］英属马来亚华侨 

［第一责任人］杨建成主编 

［出版者］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南洋研究史料丛刊 24 

［知识责任］杨建成 主编 

  

 

［正题名］黄乃裳与诗巫 

［第一责任人］（马来西亚）刘子正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5 

［丛编题名］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附注内容］封面、版权页著者为刘子政。 

［知识责任］刘子正 著 

  

 

［正题名］新马华人社会史 

［第一责任人］（澳）颜清湟著 

［译者］粟明鲜等译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华侨华人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著名学者颜清湟博士的专著。作者就 1840～1911 年间新加坡、马来西

亚华人社会的组成、结构及其职能和社会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主题词］华人/社会结构/新加坡/1840-1911 

［主题词］华人/社会结构/马来西亚/1840-1911 

［知识责任］颜清湟 著 

［次知识责任］粟明鲜 译 

  

 

［正题名］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 

［第一责任人］林远辉，张应龙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丛编题名］东南亚华侨史丛书 朱杰勤主编 

［主题词］华侨/历史/新加坡 

［主题词］华侨/历史/马来西亚 

［知识责任］林远辉 著 

［知识责任］张应龙 著 

  

 



［正题名］菲律宾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陈剑秋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陈剑秋 著 

  

 

［正题名］菲律宾的华侨 

［第一责任人］杨建成主编 

［出版者］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6.9 

［丛编题名］南洋研究史料丛刊 23 

［知识责任］杨建成 主编 

  

 

［正题名］印度尼西亚华侨史 

［第一责任人］温广益，蔡仁龙等编著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主题词］华侨/历史/印度尼西亚 

［知识责任］温广益 编著 

［知识责任］蔡仁龙 编著 

  

 

［正题名］爪哇土生华人政治 

［副题名］1917—1943 

［第一责任人］（新加坡）苏里亚迪纳达(廖建裕)著 

［译者］李学民，陈巽华译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6.1 

［主题词］华侨/历史/印度尼西亚 

［主题词］华侨状况/印度尼西亚 

［知识责任］苏里亚迪纳达 著 

［次知识责任］李学民 译 

［次知识责任］陈巽华 译 

  

 

［正题名］印度尼西亚 

［副题名］华侨沧桑 

［第一责任人］晁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0.4 



［知识责任］晁华 著 

  

 

［正题名］三宝垄历史 

［副题名］自三保时代至华人公馆的撤消 

［副题名］1416—1931 

［第一责任人］（印尼）林天佑著 

［译者］李学民，陈巽华合译 

［出版者］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4 

［丛编题名］华侨研究丛书 朱杰勤主编 

［知识责任］林天佑 著 

［次知识责任］李学民 译 

［次知识责任］陈巽华 译 

  

 

［正题名］非洲华侨史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方积根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资料丛书 

［主题词］华侨/史料/非洲 

［知识责任］方积根 编 

  

 

［正题名］清末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 采的贡献 

［第一责任人］宋晞著 

［出版者］华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12 

［丛编题名］华冈丛书 

［知识责任］宋晞 著 

  

 

［正题名］华工与欧战 

［第一责任人］陈三井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6.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52 

［知识责任］陈三井 著 

  

 

［正题名］西德、奥地利、瑞士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姚舜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姚舜 著 

  

 

［正题名］丹麦、挪威、瑞典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许志伟编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91.4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许志伟 编著 

  

 

［正题名］意大利、希腊共和国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孙耀光，黄易采编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12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孙耀光 编著 

［知识责任］黄易采 编著 

  

 

［正题名］荷兰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黄乾编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知识责任］黄乾 编著 

  

 

［正题名］荷兰华人的社会地位 

［第一责任人］（荷兰?）彭轲(Frank N.Pieke)著 

［译者］庄国土译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1.5[1992.5]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史料丛刊 14 

［附注内容］赠阅。 

［主题词］华侨 

［知识责任］彭轲 著 

［知识责任］Pieke 著 

  



 

［正题名］比利时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陈銧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91.7 

［丛编题名］海外华侨青少年丛书 《海外华侨青少年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主题词］华侨 

［知识责任］陈銧 著 

  

 

［正题名］法国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张宁静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4 

［丛编题名］海外华侨青少年丛书 

［主题词］华侨 

［知识责任］张宁静 著 

  

 

［正题名］澳洲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雷镇宇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91.9 

［丛编题名］海外华侨青少年丛书 《海外华侨青少年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知识责任］雷镇宇 著 

  

 

［正题名］新金山 

［副题名］澳大利亚华人 

［副题名］1901—1921 年 

［第一责任人］（澳）杨进发(Yong, C.F.)著 

［译者］姚楠，陈立贵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丛编题名］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译著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The new gold mountain.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 20 年代澳大利亚华人艰苦创业的历史。 

［主题词］华侨/历史/澳大利亚/1901-1921 年 

［知识责任］杨进发 著 

［知识责任］Yong 著 

［次知识责任］姚楠 译 



［次知识责任］陈立贵 译 

  

 

［正题名］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 

［副题名］1880—1980 

［第一责任人］吴燕如著 

［译者］李亦园，郭振羽主编 

［译者］王维兰译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5.5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 7 

［知识责任］吴燕如 著 

［次知识责任］李亦园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振羽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维兰 译 

  

 

［正题名］美洲华侨华人史 

［第一责任人］李春辉，杨生茂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美洲人民的交往、华侨出国的历史背景，美国、

加拿大、拉丁美洲的华侨、华人,以及美洲华侨与祖国等内容。 

［主题词］华侨/历史/美洲 

［主题词］华人/历史/美洲 

［知识责任］李春辉 主编 

［知识责任］杨生茂 主编 

  

 

［正题名］加拿大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简许邦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9.11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简许邦 著 

  

 

［正题名］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 

［第一责任人］（美）宋李瑞芳(Sung, B.Lee)著 

［译者］朱永涛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一批登上美国大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

国华人各个时期的生活、职业、分布情况、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以及



华人街的形成和发展、华人团体的组成、美国排华法及华人遭受的苦难、华人对美国社会发

展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对修建中西大铁路和太平洋西北铁路所付出的辛苦劳动等。 

［主题词］美籍华人/历史 

［主题词］美籍华人/现状 

［知识责任］宋李瑞芳 著 

［次知识责任］朱永涛 译 

  

 

［正题名］美国华侨史 

［书目卷册］正、续编 

［第一责任人］刘伯骥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2.2 

［知识责任］刘伯骥 著 

  

 

［正题名］美国华侨逸史 

［第一责任人］刘伯骥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4.2 

［知识责任］刘伯骥 著 

  

 

［正题名］美国的今天 

［副题名］美国与华侨 

［第一责任人］吴述圃著 

［出版者］新动力杂志社 

［出版日期］1983.12 

［知识责任］吴述圃 著 

  

 

［正题名］美国华人社会评论 

［副题名］1976.2—1985.2 

［第一责任人］马克任著 

［出版者］世界日报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丛编题名］世界日报社论选辑 2 

［知识责任］马克任 著 

  

 

［正题名］力争上游 

［副题名］华人在美参与政治的问题 

［第一责任人］瞿文伯，吴仙标等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6.12 

［丛编题名］时报书系 

［知识责任］瞿文伯 著 

［知识责任］吴仙标 著 

  

 

［正题名］美国华人史 

［第一责任人］陈依范著 

［译者］韩有毅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主题词］华人/历史/美国 

［知识责任］陈依范 著 

［次知识责任］韩有毅 译 

［次知识责任］鲍川运 译 

  

 

［正题名］美国华人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陈依范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出版日期］1987.4 

［知识责任］陈依范 著 

  

 

［正题名］美国华人 

［第一责任人］（美）陈依范著 

［译者］郁苓，郁怡民译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华侨史学/美国 

［知识责任］陈依范 著 

［次知识责任］郁苓 译 

［次知识责任］郁怡民 译 

  

 

［正题名］美国华人社会大观 

［第一责任人］麦子著 

［出版者］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华人/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麦子 著 

  

 

［正题名］美国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关春如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4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关春如 著 

  

 

［正题名］唐人街 

［副题名］共生与同化 

［第一责任人］吴景超著 

［译者］筑生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华人/移民/历史 

［知识责任］吴景超 著 

［次知识责任］筑生 译 

  

 

［正题名］华工与中美关系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守亭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陈守亭 撰 

  

 

［正题名］美国华侨史 

［第一责任人］杨国标等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世界华侨史丛书 朱杰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 19 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华侨载美国艰苦奋斗

的历程。 

［主题词］华侨/历史/美国 

［知识责任］杨国标 著 

  

 

［正题名］从华侨到华人 

［副题名］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麦礼谦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2.1 

［知识责任］麦礼谦 著 

  



 

［正题名］唐人街 

［副题名］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 

［第一责任人］周敏著 

［译者］鲍霭斌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5.11 

［主题词］华人/居民点/概况/美国 

［主题词］居民点/华人/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周敏 著 

［次知识责任］鲍霭斌 译 

  

 

［正题名］多米尼加、海地共和国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梁贤继编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梁贤继 编著 

  

 

［正题名］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陶长仁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7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陶长仁 著 

  

 

［正题名］苏利南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洪振勋编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90.2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洪振勋 编著 

  

 

［正题名］委内瑞拉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杨锋，陈晏图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9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杨锋 著 

［知识责任］陈晏图 著 

  

 

［正题名］秘鲁华工史 

［副题名］1849—1874 

［第一责任人］（美）斯图尔特(Stewart, W.)著 

［译者］张铠，沈桓译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2 

［主题词］华工/历史/秘鲁 

［知识责任］斯图尔特 著 

［知识责任］Stewart 著 

［次知识责任］张铠 译 

［次知识责任］沈桓 译 

  

 

［正题名］秘鲁华侨概况 

［第一责任人］袁颂安著 

［译者］华侨协会总会主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8.9 

［丛编题名］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 

［知识责任］袁颂安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优劣谈 

［第一责任人］解放军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正题名］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 

［第一责任人］江流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流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分析 

［第一责任人］张一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丛编题名］326 页 19cm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当前中国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如“社

会主义好，为什么会出现一些连资本主义也不如的现象”；“乱涨价、官倒、分配不均能说明

改革形势是好的吗”；“腐败现象是否是执政党的不治之症”等等。 

［主题词］社会主义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一 著 

  

 

［正题名］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副题名］谈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第一责任人］陆炬烈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丛编题名］青年思索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知识责任］陆炬烈 著 

  

 

［正题名］反“和平演变”干部导读 

［第一责任人］钟文主编 

［出版者］延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原理，介绍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变化过程，反映

了苏联、东欧政局动荡以及我国政治风波的历史事实。 

［主题词］和平演变/对策/干部教育/教材 

［知识责任］钟文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族精神和素质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国栋，施国光编著 

［出版者］杭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创造者，中华民族精神与改革

放、应变能力和科技文化素质及中华民族凝聚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民族心理素质/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孙国栋 编著 

  

 

［正题名］生命线的探索 

［副题名］政治工作五十年集 

［第一责任人］姜思毅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主题词］政治工作 

［知识责任］姜思毅 著 

  

 

［正题名］人生 重是精神 

［副题名］思想修养漫笔 

［第一责任人］楚云飞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知识责任］楚云飞 著 

  

 

［正题名］精神文明辞典 

［第一责任人］高清海主编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知识责任］高清海 主编 

  

 

［正题名］灯下日知录 

［第一责任人］万伯翱，韩传禄，魏和平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9 

［主题词］格言/世界/汇编 

［知识责任］万伯翱 编 

［知识责任］韩传禄 编 

［知识责任］魏和平 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南 

［副题名］学习《邓小平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7 

 

［正题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副题名］学习《邓小平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 

  

 



［正题名］向雷锋同志学习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3 

［附注内容］本书冠有毛主席、华主席、周总理、叶副主席、朱委员长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

的题词。书中包括：《雷锋日记选》、《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华主席带领

我们学雷锋》、《难忘的鼓舞殷切的希望—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参观“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

《撤底清算“四人邦”反对学雷锋的罪行》以及《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

中—雷锋同志生平简介》等。 

［主题词］学习雷锋 

  

 

［正题名］雷锋 

［第一责任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 

［出版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雷锋同志的生平事迹，另外摘抄了 72 篇日记。书前冠有伟大领袖

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叶付主席的光辉题词。 

［主题词］学习雷锋 

  

 

［正题名］延安颂歌 

［副题名］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第一责任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宣传委员会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批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的老干部的回忆录文集，其

中有今天记者们在延安所写的通讯报道，内容有往事回忆,理论研究，谱写新篇等。 

［主题词］党的作风/中国共产党/研究 

  

 

［正题名］燎原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丛编题名］革命传统教育丛刊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燎原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丛编题名］革命传统教育丛刊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燎原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丛编题名］革命传统教育丛刊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燎原 

［书目卷册］第 8 辑 

［第一责任人］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丛编题名］革命传统教育丛刊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燎原 

［书目卷册］第 9 辑 

［第一责任人］河南人民出版社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丛编题名］革命传统教育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十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年代的感人事迹。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 

  

 

［正题名］星火 

［副题名］革命回忆录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辽宁人民出版社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星火 

［副题名］革命回忆录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看革命文物学革命传统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编写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革命文物/中国 

  

 

［正题名］爱国主义史话 

［第一责任人］武汉师院历史系编写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11 

 

［正题名］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主题词］爱国主义教育/文集 

［主题词］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中国/文集 

  

 

［正题名］望长城内外 

［副题名］爱国主义随笔 

［第一责任人］邵传列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主题词］爱国主义教育/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邵传列 著 

  

 

［正题名］历史的结论与现实的道路 

［第一责任人］刘春盛，李清瑞等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主题词］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研究 

［知识责任］刘春盛 著 

［知识责任］李清瑞 著 

  



 

［正题名］爱国主义与历史教育 

［第一责任人］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师大历史系等编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正题名］近代爱国志士名言录 

［第一责任人］尹世霖等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一百多位著名爱国志士的名言 150 多条，并对爱国志士和名言背景

作了介绍。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现代 

［主题词］爱国主义教育/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尹世霖 编著 

  

 

［正题名］爱国主义漫谈 

［第一责任人］赵秀冬主编 

［出版者］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爱国主义丛书 张 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中国当今的现实研究了有关爱国主义的基本问题。 

［主题词］爱国主义/概论 

［知识责任］赵秀冬 主编 

  

 

［正题名］壮行集 

［第一责任人］魏巍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2 

［附注内容］这本散文集，收集了作家魏巍写的《幸福的花为勇士而 》、《夏日三题》、《春

天漫笔》等作品十三篇，对青年一代如何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幸福观等进行了探讨，抒发

了作家的见解。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魏巍 著 

  

 

［正题名］闪光的民族精神 

［第一责任人］冯俊科编 

［出版者］职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附注内容］本书从雷锋、欧阳海、焦裕禄、蒋筑英、罗健夫、赵春娥等精英们大量的模范

事迹中,精选出一些片断,以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他们的事迹。 



［主题词］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教材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故事 

［第一责任人］红松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2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 39 个故事，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反对形形色色机会

主义的战斗的一生。还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学习、工作、生活片断，描绘出伟大导师的光辉

形象和崇高的革命精神。 

［知识责任］红松 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定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8 

［附注内容］这是一部传记性专辑。它以编年的形式记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和创

作活动。年表原来作为附录编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关各卷中，现汇在编印成单行本。

这次出版，对译文作了校订，对事实作了核对，在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和删改。书后附有马

克思恩格斯著作索引、人名索引和期刊索引。 

  

 

［正题名］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学风 

［第一责任人］宋惠昌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9 

［附注内容］本书对马克思和列宁如何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认真

思考、独立判断，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等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和介绍。 

［知识责任］宋惠昌 编著 

  

 

［正题名］马克思传 

［第一责任人］梅林著 

［译者］樊集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2 

［知识责任］梅林 著 

［次知识责任］樊集 译 

  

 

［正题名］马克思传 

［第一责任人］（德）格姆科夫(H.Gemkow)等著 

［译者］易廷镇，侯焕良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12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 1967 年德文版译出。 

［知识责任］格姆科夫 著 

［知识责任］Gemkow 著 

［次知识责任］易廷镇 译 

［次知识责任］侯焕良 译 

  

 

［正题名］卡尔·马克思 

［第一责任人］（苏）费多谢耶夫等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7 

［知识责任］费多谢耶夫 著 

  

 

［正题名］马克思的学生时代 

［第一责任人］王兴斌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书以马克思在中学、大学的学习生活为线索，介绍他青少年时期勇于探索真

理，敢于向封建反动势力和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作斗争的精神，以及立志“为人类服务”的

崇高志向。书中用大量事例着重描述了马克思刻苦攻读，生动活泼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注

意体育锻炼的动人事迹。 

［知识责任］王兴斌 著 

  

 

［正题名］为人类工作 

［副题名］马克思生活记述 

［第一责任人］（德）西格里斯特(H.E.Siegrist)著 

［译者］罗章龙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3 

［附注内容］本书是介绍卡尔·马克思生平的普及性读物。书中介绍了许多马克思的有趣的

生活轶事，其中有些是第一次和我国读者见面。 

［知识责任］西格里斯特 著 

［知识责任］Siegrist 著 

［次知识责任］罗章龙 译 

  

 

［正题名］我的外曾祖父卡尔·马克思 

［第一责任人］（法）罗伯尔----让·龙格著 

［译者］李渚青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知识责任］龙格 著 

［次知识责任］李渚青 译 

  

 

［正题名］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 

［副题名］1818－1883 

［第一责任人］（苏）阿多拉茨基(Адоратскии, В.)著 

［译者］三联书店翻译组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7.5 

［附注内容］本书对马克思的一生活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顺序列出三千多个条目，而且基

本上经过查考，注明出处。书中对有些事件的叙述较详尽，还摘录了其他人给马克思、恩格

斯的书信。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和缺点。此次翻译，对原书中的一些问题和明显错误，进行了

比较、核对和订正，加了一些译者注予以说明。本书根据 1934 年联共（布）中央党出版社

俄文本译出。 

［知识责任］阿多拉茨基 著 

［知识责任］Адоратскии 著 

  

 

［正题名］恩格斯传 

［第一责任人］（德）格姆科夫等著 

［译者］易廷镇，侯焕良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5.11 

［附注内容］本书共九章，从恩格斯的青少年时代 始，比较系统地叙述了这位革命导师的

一生。本书所依据的史料较多，并使用了几年前新发现的恩格斯手稿、有关文献和档案材料，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中也有一些错误观点，如把恩格斯说成是“人道主义者”；把苏修

将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说成是“实现了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

的纲领”等等。书后附有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和人名索引。 

［知识责任］格姆科夫 著 

［次知识责任］易廷镇 译 

［次知识责任］侯焕良 译 

  

 

［正题名］恩格斯传 

［副题名］1820～1895 

［第一责任人］肖灼基编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知识责任］肖灼基 编著 

  

 

［正题名］恩格斯传 



［第一责任人］刘凤舞编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恩格斯的生平、理论创作、革命活动、家庭生活以及他的优秀品质;

力求把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恩格斯的生平活动融为一体加

以叙述。 

［知识责任］刘凤舞 编著 

  

 

［正题名］凝望大地 

［副题名］恩格斯的青少年时代 

［第一责任人］（民主德国）瓦尔特·鲍默尔特(Baumert,W.)著 

［译者］周厚基，李良健译 

［出版者］今日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传记文学作品,书中描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朋友

和亲密战友恩格斯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演变过程,时间跨度为 1825～1843 年。 

［主题词］传记文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代 

［知识责任］鲍默尔特 著 

［知识责任］Baumert 译 

［次知识责任］周厚基 译 

［次知识责任］李良健 译 

  

 

［正题名］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方面的作用 

［第一责任人］（苏）列昂节夫(Леонтъев, Л.А.)著 

［译者］方钢，志成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书共 12 章。第一章叙述了恩格斯献身革命和科学的一生及其和马克思的友

谊。以下各章内容有：说明恩格斯主要经济学著作的历史意义；论述恩格斯在马克思《资本

论》创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主要问题的研究。 

［知识责任］列昂节夫 著 

［知识责任］Леонтъев 著 

［次知识责任］方钢 译 

［次知识责任］志成 译 

  

 

［正题名］恩格斯的晚年 

［副题名］1883～1895 

［第一责任人］王兴斌，栾扶桂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知识责任］王兴斌 著 



［知识责任］栾扶桂 著 

  

 

［正题名］恩格斯哲学思想新探 

［第一责任人］余其铨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知识责任］余其铨 著 

  

 

［正题名］列宁传 

［第一责任人］（苏）普·凯尔任采夫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5 

［知识责任］凯尔任采夫 著 

  

 

［正题名］列宁传 

［第一责任人］黄楠森，曾盛林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知识责任］黄楠森 著 

［知识责任］曾盛林 著 

  

 

［正题名］列宁 

［第一责任人］（苏）高尔基(Горъкии, М.)著 

［译者］曹葆华译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7.11 

［附注内容］本书是高尔基对列宁的回忆录。他用艺术家的笔触刻画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

宁的形象。他描绘列宁的肖象、姿态、讲话的风度；描写列宁对世界、对人的看法。他详尽

地阐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叙述列宁在大会上的发言，描写他和列宁在喀普

里和巴黎的会晤，说明自己在 1918 年到 1919 年所犯错误的缘由。中译本是根据俄文版《高

尔基三十卷集》第十七卷译出的。 

［知识责任］高尔基 著 

［知识责任］Горъкии 著 

［次知识责任］曹葆华 译 

  

 

［正题名］列宁印象记 

［第一责任人］（德）蔡特金(C.Zelkin)著 

［译者］马清槐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5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个部分。书中通过作者与列宁的几次接触，介绍了列宁的伟大革命

实践活动，并且论及到列宁关于艺术、文化建设和国际妇女运动等方面，的思想和观点。 

［知识责任］蔡特金 著 

［知识责任］Zelkin 著 

［次知识责任］马清槐 译 

  

 

［正题名］论列宁 

［第一责任人］（苏）托洛茨基著 

［译者］王家华，张海滨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2 

［知识责任］托洛茨基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家华 译 

［次知识责任］张海滨 译 

  

 

［正题名］回忆列宁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卷，第一卷系列宁的亲属回忆列宁的文章。第二、三、四卷是列宁

战友、学生、老布尔什维克、工人和农民的回忆文章。第五卷是列宁同时代的外国人回忆列

宁的文章。这些文章系统地叙述了列宁各个时期的生活与活动情况，从各个角度再现了列宁

的光辉形象。 

  

 

［正题名］回忆列宁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正题名］回忆列宁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正题名］回忆列宁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正题名］回忆列宁 

［书目卷册］第 5 卷 

［第一责任人］侯焕闳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卷系与列宁同时代的外国人的回忆文章。 

［知识责任］侯焕闳 译 

  

 

［正题名］列宁是怎样阅读书报杂志的 

［第一责任人］（苏）沙拉波夫，瓦利茨基著 

［译者］黎鉴堂，戴松成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苏联《列宁是怎样阅读书报杂志的》和《列宁是怎样指导报刊的》二

书译出。 

［知识责任］沙拉波夫 著 

［知识责任］瓦利茨基 著 

［次知识责任］黎鉴堂 译 

［次知识责任］戴松成 译 

  

 

［正题名］忆列宁 

［第一责任人］（苏）布鲁也维奇(Бруевич,В.Д.)著 

［译者］冯连驸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知识责任］布鲁也维奇 著 

［知识责任］Бруевич 著 

［次知识责任］冯连驸 译 

  

 

［正题名］列宁年谱 

［书目卷册］第 1 卷 

［副题名］1870－1905 

［第一责任人］苏联共产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 

［译者］刘魁立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3 

［次知识责任］刘魁立 译 

  



 

［正题名］列宁年谱 

［书目卷册］第 2 卷 

［副题名］1905—1912 

［第一责任人］苏联共产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 

［译者］刘魁立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 

［次知识责任］刘魁立 译 

  

 

［正题名］列宁年谱 

［书目卷册］第 3 卷 

［副题名］1912—1917 

［第一责任人］苏联共产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 

［译者］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3 

［附注内容］本卷收集的有关史实约四千条，包括列宁从 1912 年至 1917 年 3 月所进行的理

论工作和革命活动。在这将近五年时期中，列宁创建了《真理报》，领导了公 的和秘密的

布尔什维克报刊达六、七种之多，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信件、作了大量的报告。在帝国主义

世界大战时期，为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民族沙文主义，打击党内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

进行的坚决的斗争。 

  

 

［正题名］列宁年谱 

［书目卷册］第 4 卷 

［副题名］1917.3-10 

［第一责任人］苏联共产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 

［译者］江苏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3 

 

［正题名］列宁与词典 

［第一责任人］（苏）列瓦绍夫(Ё.А.ЛДевашов)，（苏）佩图什科夫(В.П.Пету

шков)著 

［译者］陆词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列宁对于词典工作的指示，列宁本人使用词典的情况及对某些，词典

的评价。 

［主题词］词典/工作/列宁,V.I./研究 

［知识责任］列瓦绍夫 著 

［知识责任］Левшоав 著 



［知识责任］佩图什科夫 著 

［知识责任］Петушков 著 

［次知识责任］陆词 译 

  

 

［正题名］学习列宁的风格 

［第一责任人］匡亚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5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通过列宁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平凡细微、生动感人的具

体事例，来歌颂列宁的高贵品质和伟大风格，进而给人以启示，努力学习这种风格。 

［知识责任］匡亚明 著 

  

 

［正题名］斯大林 

［副题名］历史人物 

［第一责任人］（英）格雷著 

［译者］张志明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格雷的 新著作，书中收集了大量 新资料，较客观地描写民斯大林的

一生。 

［知识责任］格雷 著 

［次知识责任］张志明 译 

  

 

［正题名］斯大林政治传记 

［第一责任人］（英）多依彻著 

［译者］于干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1 

［附注内容］本书写了斯大林生平的所有重要阶段，如斯大林掌权的经过，他同列宁及其他

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关系，他在内战时期的政策，他对大清洗的指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

战后的作用，以及他的 后岁月。 

［知识责任］多依彻 著 

［次知识责任］于干 译 

  

 

［正题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第一责任人］（苏）罗·梅德韦杰夫著 

［译者］彭卓吾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知识责任］梅德韦杰夫 著 



［次知识责任］彭卓吾 译 

  

 

［正题名］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副题名］西方“斯大林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叶卫平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附注内容］本书评价了斯大林的千秋功过,澄清了许多扑朔迷离的疑案,探讨了一些颇有争

议的问题,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诸方面对西方“斯大林学”这一当代国外思潮进行

了全方位的剖析。 

［主题词］斯大林学 

［知识责任］叶卫平 著 

  

 

［正题名］毛泽东大典 

［第一责任人］李峰华主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本书共三卷。卷一汇集了毛泽东生平事业、个人生活、家世亲人等资料;卷二

为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评述成果;卷三汇集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海外传播、研究、影响的

研究评述成果。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李峰华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第一责任人］李锐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2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史料性质的书。通过一些真实的材料，叙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

活动。 

［知识责任］李锐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副题名］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 

［第一责任人］吴黎平整理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2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谈话/1936 

［知识责任］吴黎平 整理 

  

 



［正题名］毛泽东全传 

［书目卷册］卷 1 

［丛书］绝望中的改造者 

［第一责任人］辛子陵著 

［出版者］书华出版事业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辛子陵 著 

  

 

［正题名］毛泽东全传 

［书目卷册］卷 2 

［丛书］两万五千里大逃亡 

［第一责任人］辛子陵著 

［出版者］书华出版事业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辛子陵 著 

  

 

［正题名］毛泽东全传 

［书目卷册］卷 3 

［丛书］窑洞中的枭雄 

［第一责任人］辛子陵著 

［出版者］书华出版事业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辛子陵 著 

  

 

［正题名］毛泽东全传 

［书目卷册］卷 4 

［丛书］毛蒋大决战 

［第一责任人］辛子陵著 

［出版者］书华出版事业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辛子陵 著 

  

 

［正题名］毛泽东全传 

［书目卷册］卷 5 

［丛书］疯狂跃进的独裁者 

［第一责任人］辛子陵著 

［出版者］书华出版事业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辛子陵 著 

  



 

［正题名］毛泽东全传 

［书目卷册］卷 6 

［丛书］永不停止的斗争 

［第一责任人］辛子陵著 

［出版者］书华出版事业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辛子陵 著 

  

 

［正题名］毛主席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副题名］馆号书刊资料目录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组编 

［出版者］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组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诗歌/中国/当代 

  

 

［正题名］深切的怀念巨大的鼓舞 

［第一责任人］人民体育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人民体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8341 部队、长江航运管理局等单位和胡

建平、向官鸿、邱钟惠等同志所写的怀念回忆毛主席关心人民健康，关心社会主义体育事业

等文章十九篇。这些作者有的曾亲身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有的曾幸福地受到毛主席的亲切

接见，亲耳聆听过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他们缅怀毛主席的光辉业绩，追忆和毛主席在一起的

幸福难忘的情景。 

  

 

［正题名］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周世钊著 

［出版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6 

［附注内容］本书系周世钊同志在 1962 年为《红色少年》丛刊写的《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

个故事》再版。书中收有《当兵法》、《看地图》、《组织新民学会》、《湘江的怒吼》等反映毛

主席青年时代献身革命的十四个故事。这些、故事将激励广大青少年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指引下，沿着毛主席 创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 

［主题词］儿童文学/革命故事/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革命故事/儿童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周世钊 著 

  

 

［正题名］战士永远怀念毛主席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社 

［出版日期］1977.4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悼念毛主席、颂扬毛主席丰功伟绩的文章十九

篇。 

  

 

［正题名］毛主席关怀青年一代 

［第一责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5 

［附注内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极为关怀。本书汇集的回忆文章，

生动地记录了 1949 年以来毛主席在不同场合会见青年和教导青年的真实 发部 ，也有几篇

着重谈了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这些文章。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对青、少年的爱护、关

心和殷切期望。 

  

 

［正题名］毛主席在陕北 

［第一责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8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随从毛主席在陕北》、《在毛主席周围》、《“胸中自有雄师百万”-------

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伟大的转折------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四篇文章。 

  

 

［正题名］回忆毛主席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入五十五篇记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光辉革命实践活动的回

忆。作者绝大多数都是跟随毛主席多年的革命老同志。他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敬仰的深厚无

产阶级感情，生动地记述了毛主席在各个革命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热烈地歌颂了毛主

席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树的丰功伟绩，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毛主席无比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

境界。 

  

 

［正题名］伟大的历程 

［副题名］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8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歌颂毛主席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丰功伟绩的文章 24 篇。其中包括：

《革命的摇篮-----回忆毛主席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王首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



创时期》（罗荣桓）、《回顾长征》（刘伯承）、《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杨成武）、《伟大的

战略决战》（叶剑英）、《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李水清）

等。 

  

 

［正题名］红太阳颂 

［副题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第一责任人］吴吉清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知识责任］吴吉清 著 

  

 

［正题名］毛委员在井冈山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革命故事/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伟大领袖毛主席财贸职工永远怀念您 

［第一责任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选编了财贸职工的 20 篇文章。有：《发扬毛主席培育的南区社光荣传

统》、《毛主席无比关怀财贸工作》、《在毛主席身边的幸福日子》、《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

等。这些文章的作者，回忆了当年他们见到毛主席、听到毛主席教导的幸福情景，抒发了无

限崇敬、深切怀念毛主席的心情，赞扬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畅谈了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财

贸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等。 

  

 

［正题名］毛主席的旗帜飘万代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社 

［出版日期］1977.10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三十三篇文章，分为三组：第一组，纪念文章九篇，作者联系我国革

命斗争的历史，深刻阐述了毛主席亲手培育的我党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第二组，回忆录和

回忆文章十篇，大多是赞颂伟大统帅毛主席在领导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伟大的气魄、英明的

韬略和非凡的指挥艺术，以及对我军建设、对全军指战员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第三组，

散文和通讯十四篇，作者记述了幸福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和生活的动人情景，抒发了革命战

士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正题名］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西省宁冈县委宣传部编写 

［出版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4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的是 1927 年 9 月到 1929 年 1 月，毛主席在井冈山领导中国革命，艰

苦奋战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故事片断。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井冈山创下的丰功伟绩，将永

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主题词］儿童文学/革命故事/中国/现代 

  

 

［正题名］韶山风云 

［第一责任人］中共韶山区委《韶山风云》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5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记述了 1925 年至 1927 年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韶山农民革命斗

争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 

  

 

［正题名］人民的大救星 

［副题名］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3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 39 篇文章，主要反映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光辉的革命

实践活动。 

  

 

［正题名］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副题名］续编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7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所属各部委，中央军委所属各兵种和部分省、

市等，在隆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所写的纪念文章 40 多篇。这些文章，

反映了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方面的具体实践活动，歌颂了光辉的毛

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正题名］学习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 40 篇纪念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其中包括，周恩来：《学习毛泽东

---------1949 年 5 月 7 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节录》、陈毅：《学

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

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等。 

  

 

［正题名］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跟随毛主席在陕北 

［第一责任人］贺清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5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位在毛主席身边做了 11 年警卫工作的老红军战士。作者满怀对伟

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的真挚感情，对往事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回忆。 

［知识责任］贺清华 著 

  

 

［正题名］毛泽东同志在广东革命活动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 

［出版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韶山红日照千秋 

［副题名］缅怀毛主席在湖南的伟大革命实践 

［第一责任人］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第一责任人］《新湘评论》编辑部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0 

［主题词］革命故事/中国/现代 

  

 

［正题名］怀念毛泽东同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2 

 

［正题名］远谋自有深韬略 

［第一责任人］郭化若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附注内容］本书是郭化若同志在报刊发表的回忆、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汇集。全书共包括六

篇文章。 

［知识责任］郭化若 著 

  

 

［正题名］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 

［第一责任人］萧三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7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的革命活动。作者是毛泽

东同志的同学，早期并随毛泽东同志参加革命活动，有一些第一手材料。为写此书，作者曾

找了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贺龙、罗瑞卿等许多老同志收集了珍贵的资料。 

［知识责任］萧三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副题名］1957－1959 年中苏关系纪实 

［第一责任人］权延赤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丛编题名］权延赤文集 5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权延赤 著 

  

 

［正题名］生活中的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海鲁德等编著 

［出版者］华龄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知识责任］海鲁德 编著 

  

 

［正题名］青年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高菊村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知识责任］高菊村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感情世界 

［第一责任人］彬子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中外纪实文学丛书 

［知识责任］彬子 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故乡 

［第一责任人］文热心著 

［出版者］警官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知识责任］文热心 著 

  

 

［正题名］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副题名］中外名人的评说 

［第一责任人］苏扬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的言论和文稿 86 篇。 

［知识责任］苏扬 编 

  

 

［正题名］魂系中南海 

［第一责任人］喜民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0.8 

［附注内容］作者根据自己在中南海工作、生活的见闻记述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和生活片断。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喜民 著 

  

 

［正题名］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 

［副题名］1915－1976 

［第一责任人］贾思楠编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知识责任］贾思楠 编 

  

 

［正题名］毛泽东交往录 

［第一责任人］于俊道，李捷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附注内容］本书以纪实笔法,对毛泽东的学习、生活、爱好、情趣、性格、工作、思想、

为人以及其它方面的情况,作了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介绍。 



［知识责任］于俊道 编 

［知识责任］李捷 编 

  

 

［正题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权延赤著 

［出版者］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4 

［丛编题名］权延赤文集 1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权延赤 著 

  

 

［正题名］长征途中的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蒋建农，郑广瑾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知识责任］蒋建农 著 

［知识责任］郑广瑾 著 

  

 

［正题名］中外记者笔下的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占阳，小英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 1936 年至 1970 年期间 43 位记者撰写的 62 篇作品,记述了毛泽

东的生平、外交之道和品德等。 

［知识责任］占阳 编 

［知识责任］小英 编 

  

 

［正题名］汪东兴日记 

［第一责任人］汪东兴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第一次出访苏联、随毛

主席重上井冈山的经历。 

［知识责任］汪东兴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后半生 

［第一责任人］（美）罗斯·特里尔(Terrill,Ross)著 

［译者］曾胡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附注内容］本书节译自著者的《毛泽东传记》的后半部分，书中记述了毛泽东自 1949 年

建立新中国至 1976 年去世这 27 年之中,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重要活

动，涉及当代中国历史一系列重大事件。 

［知识责任］特里尔 著 

［知识责任］Terrill 著 

［次知识责任］曾胡 译 

  

 

［正题名］毛泽东读书与写文 

［第一责任人］吴宜，温宪祝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文章 17 篇,包括《毛泽东与诗》(臧克家)、《毛泽东读马列著作》(逄

先知)、《毛泽东与逻辑学》(高路)等。 

［主题词］治学方法/毛泽东 

［知识责任］吴宜 编 

［知识责任］温宪祝 编 

  

 

［正题名］毛泽东的读书生涯 

［第一责任人］孙宝义编著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本书从读书环境、读书内容、读书方法、读书精神、读书应用 5 个方面,再现

了毛泽东的求知精神。 

［主题词］治学精神/毛泽东 

［知识责任］孙宝义 编著 

  

 

［正题名］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林木森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书从历史的角度，采用回忆、评介的形式，介绍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与人际

交往。 

［知识责任］林木森 编 

  

 

［正题名］毛泽东经济年谱 

［第一责任人］顾龙生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经济观点、经济设想乃至毛泽东的



经济工作实践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经济思想/年谱 

［知识责任］顾龙生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青年 

［第一责任人］冯文彬主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上篇记述了毛泽东对青年无比关怀和爱护的感人事迹,下篇记述了毛泽东

本人青年时代的风采。 

［知识责任］冯文彬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在延安 

［副题名］关于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组织人事、理论宣传和外交统战活动实录 

［第一责任人］张希贤等编著 

［出版者］警官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微观党史丛书 张希贤等主编 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毛泽东的五次理论攻势、中央领导核心的调整、 延安社会新

风气等八部分。 

［知识责任］张希贤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钟振等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丛编题名］领袖交往实录系列 俞辉，钟华主编 

［知识责任］钟振 编 

  

 

［正题名］毛泽东的晚年生活 

［第一责任人］郭金荣著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知识责任］郭金荣 著 

  

 

［正题名］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 

［第一责任人］薛建华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毛泽东与张治中、黄炎培、柳亚子、郑洞国等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

的交往。 

［知识责任］薛建华 著 

  

 

［正题名］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 

［副题名］陈士榘回忆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陈士榘著 

［译者］刘恩营整理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本书回忆了毛泽东从井冈山到中南海革命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知识责任］陈士榘 著 

［次知识责任］刘恩营 整理 

  

 

［正题名］毛泽东与党外人士 

［第一责任人］谭玉琛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毛泽东与张澜、毛泽东与陈叔通等 60 多位党外人士密切交往的动

人事迹。 

［知识责任］谭玉琛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的路 

［第一责任人］（美）爱德华·E·赖斯著 

［译者］《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作者研究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介绍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毛泽东带领下前

进的历史进程。 

［知识责任］赖斯 著 

  

 

［正题名］早年毛泽东 

［副题名］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第一责任人］李锐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叙述毛泽东（20 岁以前到 30 岁）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在湖南的革

命活动。 

［知识责任］李锐 著 

  



 

［正题名］毛泽东之初 

［第一责任人］叶永烈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叶永烈自选集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在“遵义会议”之前的 14 年间，毛泽东如何在革命的斗争中成为中

国共产党 高领导的过程。 

［知识责任］叶永烈 著 

  

 

［正题名］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教育顾问 

［第一责任人］樊昊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知识责任］樊昊 著 

  

 

［正题名］毛泽东谈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胡哲峰，孙彦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毛泽东谈自己的经历、性格、思想、诗词、领导方法和对他的个人崇

拜及自己的身后事等，共 10 部分。 

［知识责任］胡哲峰 编著 

［知识责任］孙彦 编著 

  

 

［正题名］忆毛泽东在延安 

［第一责任人］蒋泽民口述 

［译者］吕荣斌整理 

［出版者］八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39 年至 1941 年末毛泽东在延安的许多往事,其中有《跟随毛泽

东散步》、《毛泽东飞抵重庆》、《领袖的胸怀》等。 

［知识责任］蒋泽民 口述 

［次知识责任］吕荣斌 整理 

  

 

［正题名］惊心动魄 

［副题名］毛泽东在 1934～1936 

［第一责任人］叶心瑜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描述了毛泽东在 1934 年至 1936 年中国革命危难期间如何使革命走出

险境的高超的领导艺术。 

［知识责任］叶心瑜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共和国将帅 

［第一责任人］齐鹏飞，王进主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 30 位将帅共创江山的业

绩和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齐鹏飞 主编 

［知识责任］王进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在江西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记述了毛泽东在江西革命实践活动，以及他在战斗、生活中的革命战略、领导

艺术等。 

  

 

［正题名］毛泽东与湘潭 

［第一责任人］中共湘潭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记述了毛泽东对湘潭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关怀与指导,毛泽东在湘潭的活动情况

以及他与家人、亲友、师长、同学的深厚友谊和交往。 

  

 

［正题名］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 

［第一责任人］宫力等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毛泽东在处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战略思考、胆略、气魄及运

用各种策略的本领。 

［知识责任］宫力 著 

  

 

［正题名］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 

［第一责任人］高菊村等著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毛氏家族兴衰起伏的历史，发掘出大量毛泽东及毛氏家族鲜为人知

的奇闻秘史，探示了毛泽东思想历程和成长轨迹。 

［主题词］家族/毛泽东/研究 

［知识责任］高菊村 著 

  

 

［正题名］和省委书记们 

［第一责任人］李约翰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丛编题名］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 毛岸青，邵 华主编 

［附注内容］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江华、陶鲁笳、江渭清等 10 多位 50、60 年代的省委书记与毛泽东的

工作接触和日常交往过程，描述毛泽东的动人故事。 

［知识责任］李约翰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十大元帅 

［第一责任人］李智舜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主题词］元帅/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智舜 编著 

  

 

［正题名］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部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文章 46 篇，其中有《毛泽东与改革 放》、《毛泽东与中国人口经济

问题》、《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集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 

［副题名］1893-1976 

［第一责任人］袁伟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1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按早期军事活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编排,以年月日顺序纪事。 

［主题词］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袁伟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周世钊 

［第一责任人］周彦瑜，吴美潮编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附注内容］记述毛泽东与党外人士和教育工作者周世钊的友谊交往。 

［知识责任］周彦瑜 编著 

［知识责任］吴美潮 编著 

  

 

［正题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胡乔木著 

［出版者］人民 

［出版日期］1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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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文稿。 

［知识责任］胡乔木 著 

  

 

［正题名］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 

［第一责任人］杨成武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附注内容］本书多为回忆文章，记述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上井冈山起至抗美援朝期间毛

泽东的军事思想、指挥作战经历、与将帅们的交往及战争生活等。 

［知识责任］杨成武 主编 

  

 

［正题名］张治中与毛泽东 

［副题名］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 

［第一责任人］张治中，余湛邦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知识责任］张治中 著 

［知识责任］余湛邦 著 

  

 

［正题名］军事家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徐焰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知识责任］徐焰 著 

  



 

［正题名］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 

［第一责任人］陶鲁笳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知识责任］陶鲁笳 著 

  

 

［正题名］毛泽东年谱 

［副题名］1893～1949 

［第一责任人］逄先知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逄先知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年谱 

［副题名］1926～1958 

［译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主题词］毛泽东军事思想/大事记/1927-1958 

  

 

［正题名］毛主席纪念堂 

［副题名］画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建筑科学研究院编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3 

［主题词］毛主席纪念堂/画册 

  

 

［正题名］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 

［第一责任人］新华通讯社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2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世界各国各界人士（包括外籍华人）悼念毛主席的声明、谈话、诗

歌、回忆文章和报刊的评论等。 

  

 

［正题名］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过的地方 

［副题名］照片集 

［第一责任人］革命文物编辑部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丛编题名］革命文物丛书 

  

 

［正题名］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4 

［附注内容］在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 85 诞辰的日子里，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了许多怀念和

回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本书由十余篇文章编集而成。这些文章，具体生动地回忆了毛泽东

同志的革命实践活动，歌颂了他的伟大功绩。 

  

 

［正题名］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纪念文选 

［第一责任人］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40 篇文章，这些文章回忆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活动，歌颂了他

的伟大功绩。 

  

 

［正题名］学习毛泽东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节录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0 

［知识责任］周恩来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思想及作风 

［第一责任人］张如心著 

［出版者］东北书店 

［出版日期］1948.10 

［知识责任］张如心 著 

  

 

［正题名］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知识责任］施拉姆 著 

  

 



［正题名］毛主席的艰辛 拓 

［第一责任人］石仲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知识责任］石仲泉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艰辛 拓 

［第一责任人］石仲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研究毛泽东的文章近 20 篇。包括《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与

中国革命》,《晚年毛泽东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石仲泉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大革命 

［第一责任人］黎永泰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毛泽东自建党时期 始,到整个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思想

理论发展。 

［知识责任］黎永泰 著 

  

 

［正题名］毛泽东 

［副题名］人类智慧的遗产 

［第一责任人］(日)野村浩一著 

［译者］张惠才，张占斌译 

［出版者］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的个性、相貌、本质、扩展及部分著作,并记述了毛泽

东的政治活动与思想发展轨迹。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野村浩一 著 

［次知识责任］张惠才 译 

［次知识责任］张占斌 译 

  

 

［正题名］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 

［第一责任人］刘经宇，王秀鑫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13 篇,以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为主题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刘经宇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秀鑫 主编 

  

 

［正题名］说不尽的毛泽东 

［副题名］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素华等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张素华 编 

  

 

［正题名］说不尽的毛泽东 

［副题名］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素华等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知识责任］张素华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 

［第一责任人］周一平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知识责任］周一平 著 

  

 

［正题名］神州太阳 

［副题名］毛泽东热现象与中国文化情结 

［第一责任人］明立志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 

［出版日期］1994.7 

［知识责任］明立志 著 

  

 

［正题名］为毛泽东辩护 

［第一责任人］许全兴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7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许全兴 著 

  

 

［正题名］西方学者论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洪峻峰编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文章 10 余篇，对毛泽东的思想演变，毛泽东思想的各个层面进行了

研究。 

［知识责任］洪峻峰 编 

  

 

［正题名］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一责任人］《中国摄影》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4 

［附注内容］这本摄影集选收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69 幅。 

  

 

［正题名］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摄影》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正题名］毛泽东像章收藏与鉴赏 

［第一责任人］鲁娜著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3.10 

［知识责任］鲁娜 著 

  

 

［正题名］毛泽东像章收藏图鉴 

［第一责任人］黄淼鑫收藏 

［译者］《毛泽东像章收藏图鉴》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收录 1937～1965 年、1966～1976 年、1977～1993 年 3 个历史阶段的毛泽东像

章约 5000 种。 

［知识责任］黄淼鑫 收藏 

  

 

［正题名］毛泽东和国际友人 

［副题名］国际友谊博物馆藏品选 



［第一责任人］国际友谊博物馆编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2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反思》（马克思）、《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简介）、《列宁生前出版的<列宁全集>》、《杜林其人》、《德国社会民主

党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史略》、《有关<反杜林论>写作和发表的若干背景史料》、《一个新的

“共产党人”》（倍倍尔）等 16 篇文章和资料。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3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利润》以及《斯大林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

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出版社的信》等 4 篇著作。本辑还介绍了《列宁文集》（俄文版）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要外文版的情况；介绍了《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及《政

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译文的修改情况等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9 

［附注内容］本辑发表了过去未译成中文的著作《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

务的提纲草案》。还发表了《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以及《苏

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概况》、《托洛茨基》等数篇文章和资料。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2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二卷说明》、《关于马克思

1861－1863 年经济手稿》、《苏习学术界研究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些情况》、《第二国际史

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格拉纳特百科辞典>人物传记选译》、《英美资产阶级的巴枯宁

和巴枯宁主义历史编纂学批判（摘译）》等 19 篇文章和资料。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 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 1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著编译资料》编

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同时代一些人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书信；法国工人运动著名人物蒲鲁东传略；研究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及列宁著作《共产

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几篇文章。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参考资料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 1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附注内容］收入本辑的资料主要有：列宁的新文献；列宁的《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非

党人士和苏维埃政权》；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笔记（第四本）（续）》；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活

动文献；拉萨尔评传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参考资料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斯大林两篇文章：《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及《给列宁的信》；还刊

载了《列宁为什么批判苏汉诺夫》、《苏汉诺夫<革命札记>摘译》、《苏汉诺夫自传》等一组

文章。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参考资料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

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主题词］马列著作/选集 

［知识责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辑部编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十七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

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的文章有：《关于马克思伦敦笔记中的<反思>手稿》；《列宁谈车尔尼

雪夫斯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卡尔·考茨基》；《驳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

济理论的批判》等共十多篇。 

［主题词］马列著作/选集 

［知识责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辑部编 

  

 

［正题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书目卷册］第十八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

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1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的文章和资料有：《新发现的马克思两篇文献》、《马克思的<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它著作中的异化范畴》、《马列主义民主观的若干

问题》、《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信集》、《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选集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总第 19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的文章主要有：恩格斯的《谢林论黑格尔》；斯大林等的《 高统帅

部 1942 年 1 月 10 日指示信》；《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信集（二）》；《“新经济政策”研究资料》

等。本刊原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自 1982 年第 1 辑起改名为《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2 辑（总第 2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4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的文章主要有：《马克思致瑟美列的信》、《列宁是怎样制定“辩证法

的十六要素”的？》、《新经济政策研究资料（二）》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3 辑（总第 2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的文章和资料主要有：《所谓原始积累-------<1861－1863 年经济学手

稿>片断》、《<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出版史》、《列宁给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列宁在列·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工会

的作用和任务>上的批注》、《列宁在亚·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上的批注>》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4 辑（总第 2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的文章和资料主要有：《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1861－1863 年

经济学手稿片断）》、《马克思对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修订》、《无神论》、《列宁论

赫尔岑的政治思想演进》、《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发言选译》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5 辑（总第 2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1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6 辑（总第 2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的文章和资料共 19 篇，主要有：《列宁同挪威档案专家雅·弗里伊斯

的谈话》、《列宁同挪威工程师霍瓦尔·朗格塞特》、《苏维埃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法令选译》、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信集》（五）、《英国工联领袖人物小传》、《纪念格奥尔格·卢卡奇》

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3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总第 2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2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的文章和资料共 25 篇，主要有：《新翻译的列宁文献》、《恩格斯和阿

基尔·洛里亚的关系和论战》、《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马克思以前哲学的关系》、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信集》（六）、《斯大林著作在中国出版概貌》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3 年 

［书目卷册］第 2 辑（总第 2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附注内容］本辑为“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专辑”，共刊载文章和资料 18

篇，主要有：《卡尔·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牢固基础》、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财产概念初探》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3 年 

［书目卷册］第 3 辑（总第 2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入文章和资料 25 篇，主要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初步》、《国民

----社会经济学教程（选译）》、《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在<论住宅问题>写作时期写给恩格斯

的一批未发表的书信》、《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研究资料》、《列宁家谱初稿》、《卡尔·科尔施》

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3 年 

［书目卷册］第 4 辑（总第 2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3 年 

［书目卷册］第 5 辑（总第 29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0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3 年 

［书目卷册］第 6 辑（总第 3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4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总第 3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2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文章和资料近 20 篇，其中有《阿·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

福的关系>一书的摘录片断》、《学习列宁的“四月提纲”的参考材料》、《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的通信------康·施米特等人致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的传播史》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4 年 

［书目卷册］第 2 辑（总第 3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4 年 

［书目卷册］第 6 辑（总第 3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5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总第 3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5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5 年 

［书目卷册］第 2 辑（总第 3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7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5 年 

［书目卷册］第 3 辑（总第 39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5 年 

［书目卷册］第 4、5、6 辑（总第 40、41、4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出版日期］1986.1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7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总第 4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7 年 

［书目卷册］第 2 辑（总第 4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7 年 

［书目卷册］第 4 辑（总第 5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88 年第 1 辑（总第 5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了新发现的列宁的书信，阐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意义和

影响,《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历史命运以及《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文章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副题名］1989 年 

［书目卷册］第 3 辑（总第 5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

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研究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作家作品的介绍 

［第一责任人］北京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8 

［附注内容］本书编选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论述过的作家和作品。

共 27 个作家和 25 部作品。全书共分两大部分：上编，论述与简介：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对作家和作品的论述。对这些作家的作品作了简要介绍。下编，作品选

辑：对短篇全文选录，对长篇只选了片断。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 

  

 

［正题名］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 

［副题名］1980 年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新发表的马列著作中译文；有关马列著作的历史资料；有关马恩列

斯传记材料；有关马列著作中提到或批判过的著作、人物和流派等方面的材料；有关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和世界传播的材料；以及研究马恩列斯著作、思想及其生平事业的论文等。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研究资料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热点问题概览 

［第一责任人］赵曜等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研究 

［知识责任］赵曜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51116 部队理论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

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 

［附注内容］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

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了简明的介绍，说明马克思主义同这些人类思想的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

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完成的伟大变革的历史意义。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形成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商务印书馆编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11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形成/研究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 

［书目卷册］第 2 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辑汇编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来源的论文、人物小传、外论介绍等 24 篇文章。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集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 13 辑 

［第一责任人］龚榆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形成/研究/丛刊 

［知识责任］龚榆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 14 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研究论文 23 篇。其中哲学 9 篇、经济类文章 14 篇。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形成/研究/丛刊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 15 辑 

［丛书］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译文集 

［第一责任人］胡企林等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3.8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形成/研究/丛刊 

［知识责任］胡企林 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 16 辑 

［第一责任人］胡企林等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4.6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文章 20 余篇，其中有《马克思的农业是社会生产基础的理论及其渊

源》、《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人口思想》、《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形成/研究/丛刊 

［知识责任］胡企林 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 17 辑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形成/研究/丛刊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 18 辑 

［丛书］特辑 纪念恩格斯逝世 100 周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形成/研究/丛刊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1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



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诞生史 

［第一责任人］葛锡有等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早期活动，以及家庭、学校、社会对他们的影

响，着重介绍了他们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对他

们批判地继承了十九世纪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人而创立了自

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以及 1848 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几十篇早期

著作作了介绍和评述。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知识责任］葛锡有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副题名］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附注内容］本书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编写的。全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

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的回忆，收入回忆书各个时期马恩著作翻译出版工作的文章

30 篇；第二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按历史年代顺序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

翻译和出版马恩著作的情况。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 

  

 

［正题名］南京大学学报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专辑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3 

 

［正题名］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 

［出版者］江苏省社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正题名］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 

［副题名］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2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研究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研究 

［副题名］丛刊 

［书目卷册］1983 年 

［书目卷册］第 1 期（总第 1 期） 

［第一责任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附注内容］本丛刊是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丛刊。本期刊有于光远、张友渔、

黎澍、廖盖隆、苏绍智、宋则行、漆琪生等国内著名学者和理论工作者撰写的论文。这是近

年来国内理论工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部分重要成果。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研究/丛刊 

  

 

［正题名］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副题名］广东省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选小组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正题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 

［第一责任人］范若愚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编写的。内容包括了作者在 50 年代到

80 年代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运用和发展的论文近 20 篇。 

［主题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革命/中国 

［主题词］革命/中国-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 

［知识责任］范若愚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 

［第一责任人］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关系/革命/中国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 

［第一责任人］江流主编 

［译者］卢国英副主编 

［出版者］春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附注内容］本书将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一直到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发展史 

［知识责任］江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卢国英 副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郭继严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知识责任］郭继严 主编 

  

 

［正题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一责任人］（英）佩里·安德森(Auderson, P.)著 

［译者］余文烈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丛编题名］现代思想文化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附注内容］本书对 70 年代以来十多年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作了宏观的概括。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安德森 著 

［知识责任］Auderson P. 著 

［次知识责任］余文烈 译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的主场观点方法 

［第一责任人］王任重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 

［知识责任］王任重 著 

  

 

［正题名］青年时代的探索和世界观的转变 

［副题名］从《博士论文》到《导言》的学习与研究 



［第一责任人］高光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丛编题名］马恩早期著作研究系列专著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知识责任］高光 著 

  

 

［正题名］新马克思主义思潮 

［副题名］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一责任人］李超宗著 

［出版者］桂冠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78.9 

［丛编题名］桂冠政治学丛书 12 

［知识责任］李超宗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建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理论发

展历史。全书分为三编：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创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俄国的运用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中国的发展。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理论/历史 

［主题词］工人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 

  

 

［正题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六大思潮初探 

［第一责任人］廖惠和著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共六章。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三、现

代托洛茨基主义思潮；四、西方“马克思学”思潮；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六、

“欧洲共产主义”思潮。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派别/外国 

［知识责任］廖惠和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现时代 

［第一责任人］卢 娟编著 

［出版者］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主线，对当今时代一些重大问题及围绕这些问题所



形成的思潮和学派，进行了探讨和评介。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卢娟 编著 

  

 

［正题名］马克思的晚年反思 

［副题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第一责任人］江丹林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马克思晚年反思的主题-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及其与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的关系,对中国为什么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曲折原因作了

分析。 

［知识责任］江丹林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第一责任人］（英）麦克莱伦(McLellan, David)著 

［译者］李兴国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作者根据各国学者的研究，介绍了青年马克思的成长过程，展示了马克思早期

著作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渊源，阐明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包括了所有后来马克思提出的论题。

对于那种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分割 来的态度，也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产生/研究 

［知识责任］麦克莱伦 著 

［知识责任］McLellan 著 

［次知识责任］李兴国 译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南斯拉夫）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Vranicki,Predrag)著 

［译者］胡文建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包括：中国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

和南斯拉夫革命 3 大部分。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知识责任］弗兰尼茨基 著 

［知识责任］Vranicki 著 

［次知识责任］胡文建 译 

  

 



［正题名］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责任人］余文烈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第三批 徐崇温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试图揭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框架、主要理论观点，方法论

特征，并对其“标新立异”作初步评析。 

［主题词］分析哲学/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余文烈 著 

  

 

［正题名］西方马克思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叶卫平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叶卫平 著 

  

 

［正题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辨析 

［第一责任人］张伟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1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张伟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吴晓明等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史 

［主题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知识责任］吴晓明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原理学科辞典 

［第一责任人］何彦才，高玉春主编 

［出版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词典 

［知识责任］何彦才 主编 

［知识责任］高玉春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辞典 

［第一责任人］刘佩弦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附注内容］本词典收入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现实的辞目 2500 余条。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词典 

［知识责任］刘佩弦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第一责任人］（英）汤姆·博托莫尔(Bottomore, Tom)著 

［译者］陈叔平等译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林基洲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由欧美 81 名学者合作撰写的一部大型辞书，共收 244 个辞条，全面反

映当代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系统，以及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研究水

平。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词典 

［知识责任］博托莫尔 著 

［知识责任］Bottomore 著 

［次知识责任］陈叔平 译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宝库 

［第一责任人］翟泰丰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按 18 大类收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各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的有关论

述,是一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指南。 

［主题词］马列著作/文摘 

［知识责任］翟泰丰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手册 

［第一责任人］李爱莉等主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 

［知识责任］李爱莉 主编 

  

 

［正题名］《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副题名］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2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188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文学典故注释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马恩著作/文学/典故 

［主题词］文学/马恩著作/典故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历史词典 

［第一责任人］孔经纬等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收集了《马恩选集》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名词、党派学派、组织等

词目 1750 多条，以原著中的论述为主要依据。 

［主题词］马恩著作/词典 

［知识责任］孔经纬 编 

  

 

［正题名］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代光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知识责任］胡代光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 

［第一责任人］杨适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4 章：简况和评价；异化劳动概念；关于共产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和

整个哲学的批判。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知识责任］杨适 著 

  

 

［正题名］《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 

［第一责任人］（东德）洪特(M.Hundt)著 



［译者］金海民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马恩部一个研究

室的领导人。本书收集近年来发表的 19 世纪 30 和 40 年代有关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有关

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些具

体历史资料。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共产党宣言 

［知识责任］洪特 著 

［知识责任］Hundt 著 

［次知识责任］金海民 译 

  

 

［正题名］《德国农民战争》提要和注释 

［第一责任人］山东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山东师院政史系世界史教研室合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 

［副题名］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第一责任人］（苏）巴日特诺夫(Л.Н.Пажитнов)著, 

［译者］刘丕坤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分析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专著。马克思的《手

稿》在马克思思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书中谈的“异化”问题，是研究青年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课题。书中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作了详细、具体的分析与介绍。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1844/单行本 

［知识责任］巴日特诺夫 著 

［知识责任］Пажитнов 著 

［次知识责任］刘丕坤 译 

  

 

［正题名］《剩余价值理论》及其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的地位 

［第一责任人］（苏）图舒诺夫(Тушунов, А.В.)著 

［译者］钟仁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通过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一书内容的分析、力求探讨此书在马

克思经济学说中所占有的地位。全书内容按《剩余价值理论》上中下三册的顺序，分为 10

章，介绍了马克思对重农学派、亚当·斯密、魁奈、李嘉图、马尔萨斯、李嘉图学派、拉姆

赛等各种流派的分析和批判。 

［知识责任］图舒诺夫 著 

［知识责任］Тушунов 著 



［次知识责任］钟仁 译 

  

 

［正题名］马克思黄金时代的理论结晶 

［副题名］《资本论》 初手稿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汪水波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专门研究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学术著

作。内容包括手稿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手稿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知识责任］汪水波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 

［第一责任人］顾海良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以马克思写下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为对象,对“中年”马克思

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中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作研究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知识责任］顾海良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与《资本论》 

［第一责任人］胡培兆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与《资本论》的有关问题。全书共分 4 章：马克思与

《资本论》；《资本论》概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部分）；《资本论》永放光辉。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研究 

［知识责任］胡培兆 著 

  

 

［正题名］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节录》和对第二卷的主要内

容进行阐述的 3 篇文章。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再生产/理论 

［主题词］再生产/马克思著作研究/理论 

  



 

［正题名］《资本论》学习纲要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刘炳瑛，沈连元著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学习参考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刘炳瑛 著 

［知识责任］沈连元 著 

  

 

［正题名］《资本论》学习纲要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刘炳瑛，沈连元著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学习参考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刘炳瑛 著 

［知识责任］沈连元 著 

  

 

［正题名］《资本论》学习纲要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刘炳瑛，沈连元著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学习参考资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刘炳瑛 著 

［知识责任］沈连元 著 

  

 

［正题名］《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 

［第一责任人］张薰华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主题词］再生产/马克思著作研究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再生产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知识责任］张薰华 著 

  

 



［正题名］《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 

［第一责任人］（比）欧内斯特·孟德尔著 

［译者］仇启华，杜章智译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知识责任］孟德尔 著 

［次知识责任］仇启华 译 

［次知识责任］杜章智 译 

  

 

［正题名］通往《资本论》的道路 

［副题名］1857—1863 年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民主德国）缪勒(Muller, Manfred)著 

［译者］钱学敏等译，钱学敏等校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资本论》研究译丛 周亮勋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Auf dem wege zum "Kapital":Zur entwicklung des kapitalbegriffs von 

Marx in den jahren 1857-1863. 

［附注内容］据科学院出版社柏林 1978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马克思“资本一般”概念在 1857-1863 年期间的发展演变过程。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知识责任］缪勒 著 

［知识责任］Muller 著 

［次知识责任］钱学敏 译 

［次知识责任］钱学敏 校 

  

 

［正题名］《资本论》创作史简编 

［第一责任人］田光，陆立军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对马克思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创作及《资本

论》的创作和编辑作了概述。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创作 

［知识责任］陆立军 著 

［知识责任］田光 著 

  

 

［正题名］马克思的伟大发现 

［副题名］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 



［第一责任人］（苏）弗·阿法纳西耶夫(В.Афанасьев)著 

［译者］李元亨译，陈本和校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丛编题名］《资本论》研究译丛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劳动的二重性 

［主题词］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阿法纳西耶夫 著 

［知识责任］Афанасьев 著 

［次知识责任］李元亨 译 

［次知识责任］陈本和 校 

  

 

［正题名］新编《资本论》教程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洪远朋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高等学校/教材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知识责任］洪远朋 主编 

  

 

［正题名］《资本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第一责任人］张大军著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研究和回答现实

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对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作了新的发挥和补充。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主题词］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大军 著 

  

 

［正题名］论《资本主义》 

［书目卷册］第 2 稿 

［丛书］分析·观点·论据 

［第一责任人］（德）马丁·路德大学编 

［译者］王锡君等译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资本论》研究译丛 周亮勋主编 

［主题词］资本论 



［次知识责任］王锡君 译 

  

 

［正题名］《资本论》与现代 

［第一责任人］（日）不破哲三著 

［译者］于俊文等译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资本论》研究译丛 周亮勋主编 

［附注内容］据日本新日本出版社 1982 年版译 

［附注内容］限国内发行。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日共中央运用《资本论》理论分析当今世界的经济形势及对《资本

论》的研究情况。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主题词］世界经济/研究 

［知识责任］不破哲三 著 

［次知识责任］于俊文 译 

  

 

［正题名］不朽的著作 

［第一责任人］（苏）乌罗耶娃(Уроева, А.В.)著 

［译者］李光林译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资本论》研究译丛 周亮勋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Книга,живущая в веках. 

［附注内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72 年增订第二版译。 

［附注内容］附名人索引。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版、第二版、俄文版、法

文等各种版本出版准备工作、翻译及传播情况。 

［主题词］版本/资本论/研究 

［知识责任］乌罗耶娃 著 

［知识责任］Уроева 著 

［次知识责任］李光林 译 

  

 

［正题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浅说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辅导材料 

［第一责任人］华南师院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4 

 

［正题名］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 

［副题名］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第一责任人］（苏）巴日特诺夫(Л.Н.Пажитнов)著 

［译者］刘丕坤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1844/单行本 

［知识责任］巴日特诺夫 著 

［知识责任］Пажитнов 著 

［次知识责任］刘丕坤 译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与人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 14 篇文章。这些文章从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和欧洲

哲学史、伦理学、美学等不同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包括人性和人的本

质、人的异化、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等。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 

［主题词］人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正题名］马克思论人 

［第一责任人］（德）弗洛姆编著 

［译者］陈世夫，张世广译编，王太庆校订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马克思论人选段、弗洛姆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论述和亲人论马

克思 3 部分。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人学 

［主题词］人学/马克思著作 

［主题词］人学/马克思著作研究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人学 

［知识责任］弗洛姆 编著 

［次知识责任］陈世夫 译编 

［次知识责任］张世广 译编 

［次知识责任］王太庆 校订 

  

 

［正题名］人的哲学 



［副题名］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新探 

［第一责任人］薛克诚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人道主义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人类的曲折

历程、人主宰世界的奥秘等 10 章。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研究 

［主题词］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薛克诚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第一责任人］英池清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主题词］马克斯主义/党的建设/研究 

［主题词］党的建设/马克斯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英池清 著 

  

 

［正题名］马克思和世界文学 

［第一责任人］（英）伯拉威尔(S.S.Brawer)著 

［译者］梅绍武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4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着马克思一生和文学的渊源，按年代顺序加以探讨。它阐述了马克思

在他一生各个阶级发表的有关文学的言论，分析了他如何把自己阅读过的小说、诗歌和剧本

的丰富知识运用到自己的著作当中去，同时也阐明了马克思的文艺和美学观点。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文学 

［主题词］文学/马克思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伯拉威尔 著 

［知识责任］Prawer 著 

［次知识责任］梅绍武 译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 

［第一责任人］李思孝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马、恩美学思想体系的特点，按批判论、创作批评论和本质发展论的

次序列题，共分《<巴黎的秘密>的“秘密”》、《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从“灰姑娘”

到“大力士”》、《“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诗意的裁判”和“革命的辩证法”》、《“按

照美的规律……”》、《“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等 13 篇，对马、恩美学思想和文艺理

论的基本观点作了论述和介绍。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美学思想 

［主题词］美学思想/马恩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李思孝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 

［第一责任人］陈辽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文艺思想/研究 

［主题词］文艺思想/马恩著作研究/研究 

［知识责任］陈辽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 

［第一责任人］（苏）列文(Левин, Л.А.)著 

［译者］周维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6.10 

［附注内容］本书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发表和出版的历史情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

著作书目索引的编制，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的变迁提供了一些资料。本书曾于 1948

年在苏联出版，这次翻译对内容作了某些删节。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列文 著 

［知识责任］Левин 著 

［次知识责任］周维 译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说明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7.6 

［附注内容］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版的第一卷至第 39 卷名卷的内容说

明汇编。这些“说明”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写的，主要是介绍各卷的内容，

以及马、恩著作的历史背景。但是其中大部分有严重问题，如宣扬修正主义观点，为老沙皇

辩护，直接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影射攻击我党等等，也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之用。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汇编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注释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附注内容］本书是供学习和研究马恩著作时参考用的工具书。是从《马恩全集》第 1－39



卷中选出的四千余条注释汇编而成的。内容分为十大类：一、题注；二、党派、团体、组织、

机构；三、会议；四、法律、法令、法案；五、文件；六、条约、协定、照会；七、战争、

军事行动；八、其它历史事件；九、主义、学说、著述、作品；十、名词、术语、典故。书

后附有“报刊索引”。 

［主题词］马恩著作/注释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 

［第一责任人］戈宝权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4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4 部分：神的故事；英雄传说；历史传说；古代东方神话。作者在本

书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接触到的希腊罗马神话。书后还附有《本书条目译名对

照表》和《希腊神名与罗马神名对照表》。 

［主题词］马恩著作/神话/典故 

［主题词］神话/典故/马恩著作 

［主题词］典故/神话/马恩著作 

［知识责任］戈宝权 编 

  

 

［正题名］《资本论》难句试解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张薰华，洪远朋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本书难句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至第 26 卷为准。本册是《资本论》

第一卷的难句试解。 

［知识责任］张薰华 著 

［知识责任］洪远朋 著 

  

 

［正题名］《资本论》提要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张薰华，洪远朋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6 

［附注内容］《<资本论>提要》，按照《资本论》的体系，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24 卷、25 卷、26 卷的版本为准，相应编写为 4 册。扼要地阐述了《资本论》各篇、章、节

的主要内容、体系结构及其各部分在全书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本册是《资本论》第一卷

的提要。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知识责任］张薰华 编 

［知识责任］洪远朋 编 



  

 

［正题名］《资本论》提要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张薰华，洪远朋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0 

［附注内容］本册按照《资本论》第二卷体系，叙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流通过程的基本原理。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知识责任］张薰华 编 

［知识责任］洪远朋 编 

  

 

［正题名］《资本论》提要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张薰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册根据原著体纱，提纲挈领地提示了各章节的主要内容。书末附难句试解。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知识责任］张薰华 著 

  

 

［正题名］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责任人］郭大力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12 

［附注内容］本书对《资本论》的理论体系、结构和重要原理，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对难读

的章节内容，作了较通俗的解释。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知识责任］郭大力 著 

  

 

［正题名］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 

［副题名］读《资本论》笔记 

［第一责任人］许涤新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5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学习《资本论》的笔记。作者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和

基本原理出发，比较系统地分析、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探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

全书共分 4 篇，22 章。第一篇，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第二篇，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第三篇，



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与剩余产品的分配；第四篇，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问题。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知识责任］许涤新 著 

  

 

［正题名］《资本论》典故注释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沈志求等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 

［主题词］典故/资本论 

［知识责任］沈志求 编 

  

 

［正题名］试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 C、V、M 

［副题名］读《资本论》的一个笔记 

［第一责任人］于光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8 

［附注内容］c、v、m，作为客观范畴，在社会主义生产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社会主义

生产中的 c、v、m，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 c、v、m，就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来讲，

有什么不同？c、v、m，量的决定，c、v、m 之间量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又有什么不同的规律性？关于社会主义生产中 c、v、m 这些范畴的研究，对我们

社会主义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有什么意义？本书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和

探讨。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社会主义生产/研究 

［知识责任］于光远 著 

  

 

［正题名］《资本论》释义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本论》教学组编写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4 

［主题词］马克思著作研究/资本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正题名］《自然辩证法》解说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等《<自然辩证法>解说》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丛编题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原著中所有论文与札记做了较为详尽地阐述，并紧密结合科学史上典型

事例和现代自然科学中新的成果进行了分析。 

［主题词］恩格斯著作研究/自然辩证法 

［主题词］自然辩证法 

  

 

［正题名］研究《哥达纲领批判》参考史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2 

［附注内容］本书选辑的史料包括三个部分：（一）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二）关于

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以及《哥达纲领批判》发表情况的信件，共 34 件；（三）白拉克

《拉萨尔的建议》，考茨基《我们的纲领》、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关于纲领的一封信》、1874

年在社会民主工党科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 1891 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

的讲话。从收入本书的这一时期的信件和文章可以看出，《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经历了一

场严重的斗争。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哥达纲领批判/参考资料 

  

 

［正题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解说 

［副题名］初稿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教研室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反杜林论》中的自然科学 

［第一责任人］朱英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7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反杜林论》中的自然科学问题，分类列题，主要从自然科学发展史

的角度，介绍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并适当联系现代自然科学成果，宣传自然辩证法。 

［主题词］恩格斯著作研究/反杜林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朱英 编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度的八封书信解说 

［副题名］初稿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教研室编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 



［书目卷册］第一至三十九卷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9 

［附注内容］本目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9 卷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

著作和书信的目录以及全集各卷中附录材料的目录。内容包括两个部分：按《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卷次顺序排列的篇名目录和按著作、书信、附录三部分内容编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篇目索引》。 

［主题词］马恩著作/图书目录 

［主题词］图书目录/马恩著作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名索引 

［副题名］1－39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7 

［主题词］马恩著作/索引 

  

 

［正题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生平论著目录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图书馆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 

［附注内容］本目录收录了 20 世纪初到 1966 年 4 月，在我国国内用中文发表的，研究马克

思恩格斯著作和生平的论著，共 1970 条。其中著作 532 本，论文 1438 篇。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目录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附注内容］本《综录》汇集了 1980 年以前出版的各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本书共

收录中译文篇目 5717 条，其中包括四个部分：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部分（1635 条）；二、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部分（3933 条）；三、马克思恩格斯汇编本目录（195 条）；四、马克思恩

格斯著作中译文出版年表。书中每一条目下都附有说明，简要介绍著作的写作情况，作者生

前的出版情况，以及中译文的编译出版的情况等。 

［主题词］马恩著作/索引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名目索引 

［书目卷册］1-39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马恩著作/全集/专书索引 

［主题词］专书索引/马恩著作/全集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目录和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 

［副题名］英汉对照 

［第一责任人］（美）尤班克斯(Eubanks,C.L)编 

［译者］叶林等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主题词］马恩著作/图书目录 

［主题词］图书目录/马恩著作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书名目录 

［主题词］书名目录/马恩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尤班克斯 编 

［知识责任］Eubanks 

［次知识责任］叶林 译 

［次知识责任］熊道光 译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短句速查手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料室，红旗杂志社图书资料室编 

［出版者］大地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查找马克思、恩格斯文句出处的工具书。 

［主题词］马恩著作/短语/手册 

［主题词］短语/马恩著作/手册 

  

 

［正题名］《资本论》索引 

［第一责任人］刘焱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资本论》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篇收录了《资本论》（1～3 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索引,

及《资本论》各主要手稿和有关著作作的索引。 

［主题词］专书索引/资本论 

［知识责任］刘焱 编 

  

 

［正题名］学习列宁论经济建设与管理 

［第一责任人］何桂林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1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经济思想 

［主题词］经济思想/列宁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何桂林 著 

  

 

［正题名］列宁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思想史/列宁,V.I. 

  

 

［正题名］列宁主义批判 

［第一责任人］温辉著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知识责任］温辉 著 

  

 

［正题名］西方“列宁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叶卫平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附注内容］叶卫平(1955-)，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法学博士。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研究西方“列宁学”的专著，剖析了西方“列宁学”的各种研究方

法，并考察了它同其他西方思潮的相互关系。 

［主题词］列宁主义/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叶卫平 著 

  

 

［正题名］列宁经济思想新探 

［第一责任人］杨会春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十月革命前夕的纲领与设想、谨慎的直接过渡、计划与市场等 15 章

内容。 

［主题词］经济思想/列宁,V.I/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杨会春 著 

  

 

［正题名］列宁主义论纲 

［第一责任人］李忠杰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列宁主义基本内容及其历史地位，包括列宁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列宁

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等。 

［主题词］列宁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李忠杰 著 

  

 

［正题名］列宁著作在中国 

［副题名］1919-1992 年文献调研报告 

［第一责任人］曹鹤龙主编 

［译者］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主题词］列宁著作/篇名索引/中国/1919-1992 

［主题词］篇名索引/列宁著作/中国/1919-1992 

［知识责任］曹鹤龙 主编 

  

 

［正题名］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人名索引 

［第一责任人］河北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6 

［主题词］列宁著作/索引 

  

 

［正题名］列宁选集成语典故 

［第一责任人］李福安等编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成语/典故 

［主题词］成语/列宁著作研究/典故 

［知识责任］李福安 著 

  

 

［正题名］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 

［副题名］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的体会 

［第一责任人］柳树滋，邢润川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0 

［附注内容］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精辟地分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

世纪初物理学的革命与“危机”，论述了环绕现代物理学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所展 的两条

哲学路线的斗争，把这场斗争概括为从旧唯物主义前进到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倒退到主观唯心

主义的问题。为了深入理解列宁的原意，本书着重论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环绕放射



性和电子的发现所展 的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并概要介绍以后的理学的发展及其中的哲学

斗争。 

［知识责任］柳树滋 著 

［知识责任］邢润川 著 

  

 

［正题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高阶段》提示和讲解 

［第一责任人］珍宝岛地区部队某部理论小组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12 

［附注内容］本书按照列宁原著的顺序逐章提示，有重点地讲解了其中的基本原理，并附有

若干问题解答。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高阶段 

  

 

［正题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高阶段》浅说和注释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5.12 

［附注内容］本书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高阶段》一书的辅助读物。书中紧紧围

绕原著从理论上加以必要的、较为通俗的说明，并密切联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

主义的实际，帮助读者理解列宁阐述的基本原理。除理论解说外，还有较为详细的名词解释。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高阶段 

［主题词］帝国主义/研究 

  

 

［正题名］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问题 

［第一责任人］（苏）苏沃洛夫(Л.Н.Суворов)著 

［译者］章云译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一本专著。书中对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

一规律，辩证法的基本要素，辩证法的范畴以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等重要问题，

均有论述。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哲学笔记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辩证法 

［知识责任］苏沃洛夫 著 

［知识责任］Суворов 著 

［次知识责任］章云 译 

  

 

［正题名］《哲学笔记》注释 

［第一责任人］黄榼森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知识责任］黄榼森 主编 

  

 

［正题名］《国家与革命》学习参考纲要 

［第一责任人］《〈国家与革命〉学习参考纲要》编写小组编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国家与革命 

  

 

［正题名］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副题名］列宁十月革命后若干著作介绍 

［第一责任人］首都钢铁公司工人理论组编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 

［附注内容］本书对列宁十月革命后 13 篇著作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学习的现实意义作

了简要的介绍。篇目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俄

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伟大的创举》、《论国家》等。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无产阶级专政 

［主题词］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著作研究 

  

 

［正题名］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 

［第一责任人］王东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胡绳主编 

［主题词］辩证法/研究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哲学笔记 

［知识责任］王东 著 

  

 

［正题名］列宁认识论思想通论 

［并列题名］Lenin's thinking on theory of knowledge 

［第一责任人］许志功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认识论/列宁,V.I./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许志功 著 

  

 

［正题名］《列宁选集》历史词目解释 

［副题名］征求意见本 



［第一责任人］旅大市《列宁选集<历史词目解释>》编写组编写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词目 1662 条，对《列宁选集》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

名词、党派、学说、组织、会议、文献、报刊和文学典故中以注释。 

［主题词］列宁著作/词汇/解释 

  

 

［正题名］《列宁选集》历史词典 

［第一责任人］魏琦等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0.4 

［知识责任］魏琦 编 

  

 

［正题名］《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提要和注释 

［第一责任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提要和注释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正题名］《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部分章节解说 

［副题名］初稿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教研室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国家与革命》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简介 

［第一责任人］内蒙古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组编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丛编题名］学点历史丛书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国家与革命 

  

 

［正题名］列宁全集目录 

［书目卷册］第 1－39 卷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5.2 

 

［正题名］列宁著作中的文学典故 

［第一责任人］李星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主题词］列宁著作研究/文学/典故 

［主题词］文学/列宁著作研究/典故 

［主题词］典故/文学/列宁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李星 编 

  

 

［正题名］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12 

 

［正题名］纪念毛泽诞辰九十周年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哲学学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 

 

［正题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4.4 

 

［正题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山东社联通讯》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12 

 

［正题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9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缪楚黄主笔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 

［知识责任］缪楚黄 主笔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发展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郑德荣等主编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 

［知识责任］郑德荣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发展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郑德荣等主编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 

［主题词］思想史/毛泽东思想 

［知识责任］郑德荣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基因 

［第一责任人］汪澍白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0.6 

［知识责任］汪澍白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一责任人］冉昌光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冉昌光 著 

  

 

［正题名］毛泽东财政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植霖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论证了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辩证关系，分析了用主要

精力“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的必要性,并着重从当前财政经济存在的问题入手，对如

何克服当前财经困难提出不同的对策性建议。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财政学/研究 

［知识责任］杨植霖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的语言艺术 

［第一责任人］王永盛，张伟编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丛书 王永盛，张伟主编 

［主题词］语言艺术/毛泽东 

［知识责任］王永盛 编著 

［知识责任］张伟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思维艺术 

［第一责任人］张同夫等编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丛书 王永盛，张伟主编 

［主题词］思想方法/毛泽东 

［知识责任］张同夫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军事艺术 

［第一责任人］张健等编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丛书 王永盛，张伟主编 

［主题词］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张健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革命实践和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冯毅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冯毅 著 

  

 

［正题名］毛泽东革命实践和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冯毅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冯毅 著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廖国良等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实事求是地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论述了其科

学体系、历史地位和现实指导意义,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

家在建军、战争、作战指导、国防建设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主题词］毛泽东军事思想/思想史 

［知识责任］廖国良 著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与探讨 

［第一责任人］冯显诚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冯显诚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刑事法律思想初探 

［第一责任人］张穹，阮齐林著 

［出版者］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毛泽东个人关于刑法，刑事司法，劳动改造和刑事政策等方面的思

想。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刑法/研究 

［知识责任］张穹 著 

［知识责任］阮齐林 著 

  

 

［正题名］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倪大奇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经济理论原则,

同时还对一些独特的或有争议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失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经济思想/研究 

［主题词］经济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倪大奇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第一责任人］陈晋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评述了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形成、发展及其深厚内涵和重大影响并比较



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性格异同。 

［知识责任］陈晋 著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 

［第一责任人］龚育之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从历史决议谈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再谈毛泽东思想研究

的新起点》等 10 篇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成果。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龚育之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思想 

［第一责任人］（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 

［译者］刘李胜，陈建涛编译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书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探讨,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

命事业中的地位进行了评价。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施拉姆 著 

［次知识责任］刘李胜 编译 

［次知识责任］陈建涛 编译 

  

 

［正题名］毛泽东欣赏的古典诗词 

［第一责任人］吴战垒，王翼奇主编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从毛泽东曾圈读、手书和称引过的大量古典诗词中选录了二百八十余首。 

［主题词］古典诗歌/中国/选集 

［知识责任］吴战垒 主编 

［知识责任］王翼奇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哲学与现代商战 

［第一责任人］江水，铁柱编著 

［出版者］广西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介绍了毛泽东诸如“攻心战”、“局部战争战略”、“以攻为守”等军事

哲学思想，还介绍了将其用于商战的实例并并辅以分析、说明。 

［主题词］商业经营/经验/世界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 

［知识责任］江水 编著 

［知识责任］铁柱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文艺传统 

［第一责任人］陈晋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陈晋 著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初探 

［第一责任人］林建公，张全启主编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附注内容］本书收五十余篇论文，阐述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指导我国

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了如何运用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解决国防现代化建设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等。 

［主题词］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林建公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全启 主编 

  

 

［正题名］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 

［第一责任人］黎永泰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探讨了毛泽东走向唯物史观和科学

社会主义的历程。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主题词］东西文化/影响/毛泽东思想 

［知识责任］黎永泰 著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 

［第一责任人］石仲泉，刘武生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通过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述与实践的研究,揭示了他们的思想方法论。

全书分三编分别介绍了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以及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领导

人的思想方法。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方法/研究 



［主题词］革命家/思想方法/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石仲泉 主编 

［知识责任］刘武生 主编 

  

 

［正题名］神奇的契合 

［副题名］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华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刘春建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探讨了毛泽东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和作为毛泽东理论思路继承者的邓小

平的文化观，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的某种思想风采及魄力。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关系/毛泽东思想 

［知识责任］刘春建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第一责任人］李锐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知识责任］李锐 著 

  

 

［正题名］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 

［第一责任人］顾龙生著 

［出版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包括“《讲堂录》中的经济观

点”、“毛泽东论吸收和利用外资”、“毛泽东财政思想论析”、“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等内容,研究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及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

经济观点。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经济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顾龙生 著 

  

 

［正题名］大笔一挥天地惊 

［副题名］论毛泽东书法艺术 

［第一责任人］谢德萍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实践、书法艺术的演变发展、行草书的用笔、行

草书的章法、毛泽东的墨迹分类及题字等。 

［主题词］法书/毛泽东/美术批评 

［知识责任］谢德萍 著 



  

 

［正题名］毛泽东兵法 

［第一责任人］刘济昆著 

［出版者］香港昆仑制作公司 

［出版日期］1992.4 

［知识责任］刘济昆 著 

  

 

［正题名］毛泽东自述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人民出版社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毛泽东 1936、1939、1960 和 1970 年同斯诺的四次谈话以及有关背

景材料，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观点。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概览 

［第一责任人］周申明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资料 

［知识责任］周申明 主编 

  

 

［正题名］西方“毛泽东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叶卫平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分为：西方“毛泽东学”的产生与发展，毛泽东与西方文化，毛泽东

与斯大林,毛泽东与中美、中苏关系等八章。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叶卫平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李君如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附注内容］分:近代中国基本问题与出路的选择、革命道路论、经济建设论、哲学论等 10

章。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影响/中国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v3 

 

 

［正题名］中外名人谈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郑新等编 

［出版者］成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外名人与毛泽东的亲身交往，高层人士对毛泽东胸襟的见识评说

及各界人士回忆毛泽东的文章。 

［知识责任］郑新 编 

  

 

［正题名］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 放 

［第一责任人］王占阳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本书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提出、形成、发展及其全部内涵进行了分

析和论述。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王占阳 著 

  

 

［正题名］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 

［第一责任人］孙显元著 

［出版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辩证逻辑/研究 

［知识责任］孙显元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辩证法与中国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张文儒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

义的矛盾、动力、发展阶段和形式等规律所作出的科学论断。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唯物辩证法/研究 

［知识责任］张文儒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中国史学 



［第一责任人］王子今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中国传统史学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基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毛泽东

的新历史观、毛泽东历史鉴识、毛泽东的史识、毛泽东的历史观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史学/研究 

［知识责任］王子今 著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 

［丛书］政治卷 

［第一责任人］王邦佐等撰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通过革命与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

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等 8 部分。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政治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王邦佐 撰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 

［丛书］哲学卷 

［第一责任人］冯契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科学内容及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重大发展。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主题词］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冯契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 

［丛书］党建卷 

［第一责任人］严家栋主编 

［译者］华世俊等撰稿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毛泽东思想/研究 

［主题词］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严家栋 主编 

［次知识责任］华世俊 撰稿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 

［丛书］总论卷 

［第一责任人］巢峰，李君如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部分。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巢峰 主编 

［知识责任］李君如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杨超，毕剑横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 22 章至 32 章，有：从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 

［知识责任］杨超 主编 

［知识责任］毕剑横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杨超，毕剑横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 33 章至 44 章，有：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经济体

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 

［知识责任］杨超 主编 

［知识责任］毕剑横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张文儒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毛泽东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并阐述他在这一领域

的突出贡献。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现代化建设/研究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张文儒 主编 

  

 

［正题名］青年毛泽东与湖南思想界 

［第一责任人］范忠程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毛泽东与湖南丛书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范忠程 主编 

  

 

［正题名］继承与发展 

［副题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 

［第一责任人］杨荣华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论文集，共 36 篇，其中有《论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试论<实践论>

的成功经验》、《延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杨荣华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 

［第一责任人］唐曼珍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研究毛泽东对中共党史学的贡献。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史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作用 

［知识责任］唐曼珍 著 

  

 

［正题名］伟大之秘 

［副题名］毛泽东与人类文化精华 

［第一责任人］朱建亮，宁小银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救国心、立大志、学海探真、广交精英、推陈出新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朱建亮 著 

［知识责任］宁小银 著 

  

 

［正题名］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正题名］毛泽东早年心路历程 

［第一责任人］汪澍白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少年意气、早期心影、思想转变 3 篇,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 

［知识责任］汪澍白 著 

  

 

［正题名］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 

［第一责任人］张民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知识责任］张民 著 

  

 

［正题名］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 

［第一责任人］郭涤等主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丛编题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院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光辉史绩和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和发展的

历史特点,集中表现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 

［知识责任］郭涤 主编 

  

 

［正题名］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 

［副题名］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蒋伟杰，万喜生主编 

［译者］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毛泽东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为全国首届毛泽东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选集。 

［主题词］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蒋伟杰 主编 

［知识责任］万喜生 主编 

  

 

［正题名］一九八三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等编 

［出版者］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 

［出版日期］1984.2 

 

［正题名］毛泽东研究述评 

［第一责任人］石仲泉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知识责任］石仲泉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和他的事业 

［第一责任人］吕星斗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书按早期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中国革命方向和道路的理论、外交思想理论、

晚期思想若干要点探讨等 14 个专题,论述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和辉煌业绩。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吕星斗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贡献 

［第一责任人］布赫等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收入文章 10 篇，阐述了毛泽东一生是怎样为中国各民族翻身解放、发展进步

而孜孜以求、运筹帷幄的。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民族问题/研究 

［主题词］民族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布赫 著 

  

 

［正题名］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周向军等主编 

［出版者］石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1992 年 11 月在泰安市召 的“毛泽东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研讨会上论文 79 篇,分为毛泽东精神、毛泽东哲学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的运用

与发展等 6 部分。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向军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副题名］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正题名］毛泽东大辞典 

［并列题名］A creat dictionary concerning Mao Tse-Dung 

［第一责任人］王进等主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漓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辞目 3400 余条，分为毛泽东生平、著作思想、研究汇编。 

［知识责任］王进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宝库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 

［出版者］编者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选编了毛泽东著述以及党、国家和军队其他主要领导人公 发表过的著作，全

书分 67 个标题。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文摘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文摘/中国 

  

 

［正题名］中外毛泽东思想研读通览 

［第一责任人］邢贲思主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汇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著作、

关于他们思想的研究论著、关于他们的生平传记以及有关资料。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手册 

［知识责任］邢贲思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索引 

［第一责任人］韩荣璋主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 1937 年 7 月至 1992 年 12 月国内外发表的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

文章、书目题录近 2 万条。 

［主题词］篇名索引/毛泽东-研究 

［知识责任］韩荣璋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言语辞典 

［第一责任人］诸丞亮，栾培琴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本典收入毛泽东 6800 多个词语,对其源头、本义、引申及一词多义,探究阐释,

举例印证。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词典 

［知识责任］诸丞亮 主编 

［知识责任］栾培琴 主编 

  

 

［正题名］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辅导材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资料室编 

［出版者］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资料室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通读提示 

［第一责任人］甘肃师范大学政史系资料室编 

［出版者］甘肃师范大学政史系资料室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体会 

［第一责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1 

［附注内容］本书编有 19 篇学习体会的文章，可作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重点文章

的辅助读物。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导读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导读》编写组编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附注内容］本书注释校订使用的底本是 1966 年 7 月人民出版社横排本，收入《毛选》第

一版 362 条注释修改，并附第二版 77 条注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学习参考资料 

  

 

［正题名］毛泽东著作典故集注 

［第一责任人］王玉琮，卢玉珂主编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毛泽东选集》1－5 卷等著作中的典故、成语、古语古词近 400

条,并作了解释。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典故/注释 

［主题词］典故/毛泽东著作/注释 

［知识责任］王玉琮 主编 

［知识责任］卢玉珂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典故 

［第一责任人］陈钧编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对《毛选》中引用的古典文章和文学故事译成白话，并加以解释，说明。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典故 

［主题词］典故/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陈钧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精辟比喻 

［第一责任人］施善玉编著 

［出版者］中国物资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毛泽东与人谈话时的比喻、毛泽东在著作中的比喻、毛泽东诗

词里的比喻 3 部分。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比喻 

［主题词］比喻/毛泽东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施善玉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 

［副题名］1944.7-1991.7 

［第一责任人］刘金田，吴晓梅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建国前后各种版本《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者经过。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出版者/史料 

［主题词］出版者/毛泽东著作/史料 

［知识责任］刘金田 编著 

［知识责任］吴晓梅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同志八篇著作注释与简介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南省衡阳市委党校教研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2.8 

 

［正题名］学习《论持久战》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学习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8 

［附注内容］书前冠有 1938 年毛主席在延安窑洞中写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和 1938 年 5

月毛主席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的报告，以及 1945 年毛主席和朱德

同志研究大攻作战计划三幅照片，还毛主席为《论持久战》一书出版的题词。书中内容包括：

一、历史背景；二、主要体会；三、注释和资料。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论持久战 

  

 

［正题名］《实践论》浅说 

［第一责任人］《〈实践论〉浅说》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4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原著的基本观点，联系现实斗争对《实践论》作了比较通俗的阐述。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实践论 

  

 

［正题名］毛泽东文艺思想论文集 

［副题名］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主题词］毛泽东文艺思想/文集 

  



 

［正题名］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第一责任人］于光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主义革命/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于光远 著 

  

 

［正题名］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参考资料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组编 

［出版者］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组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论十大关系》中的辩证法 

［第一责任人］李秀林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根据毛主席所阐发的革命与建设，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重点与非重

点、统一性与独立性、团结与斗争、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客观与主观之间的辩证关系，较

系统地论述了《论十大关系》中的辩证法思想。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论十大关系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辩证法/研究 

［主题词］辩证法/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李秀林 著 

  

 

［正题名］旧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解放后的重新改组 

［副题名］学习毛主席《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第一责任人］孙健著 

［出版者］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资料室 

［出版日期］1977 

［知识责任］孙健 著 

  

 

［正题名］试看天地翻覆 

［副题名］学习毛主席词二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 

［附注内容］本书收伟大领袖毛主席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桥·鸟儿

问答》中央两报一刊 1976 年元旦社论，以及方锷袁水拍、臧克家等写的学习毛主席词二首

的文章 16 篇。 

［主题词］毛主席诗词研究 



  

 

［正题名］学习毛主席词二首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组编 

［出版者］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组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毛主席诗词注解 

［第一责任人］安徽大学中文系等编写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毛主席诗词学习参考资料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毛主席诗词研究 

  

 

［正题名］《泌园春·雪》考证 

［第一责任人］周永林编 

［出版者］重庆地方史资料组 

［出版日期］1983.4 

［知识责任］周永林 编 

  

 

［正题名］毛泽东和诗 

［第一责任人］张贻玖著 

［出版者］春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知识责任］张贻玖 著 

  

 

［正题名］毛泽东诗词史诗论 

［第一责任人］马连礼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书中对每首诗词作了简要的注释,并引括了诗人的原注和自注,吸取了研究者的

已有成果，并辑录了尚未公 发表的毛泽东的部分“逸诗”，简要地解说和注释。 

［主题词］毛主席诗词/毛泽东著作研究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毛主席诗词 

［知识责任］马连礼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诗词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丁力主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毛泽东谈诗的 13 封信和有关毛泽东诗词的注释、评析、专论及逸事

佳话,附录毛泽东诗词版本书目、毛泽东诗词研究选目综论等。 

［主题词］毛泽东诗词/词典 

［知识责任］丁力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墨迹大字典 

［第一责任人］王跃，李圭珺主编 

［出版者］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法书/毛泽东/资料 

［知识责任］王跃 主编 

［知识责任］李圭珺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主题词］毛泽东语录/文史 

［主题词］文史/毛泽东语录 

  

 

［正题名］毛泽东建党思想与党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齐彬等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7 

［丛编题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党的建设/研究 

［主题词］党的建设/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马齐彬 等著 

  

 

［正题名］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副题名］提纲初稿 

［第一责任人］艾思奇遗稿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出版日期］1977.9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艾思奇 遗稿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齐平，周振声主编 

［出版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附注内容］本书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着重从各个侧面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

想的丰富内容。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主题词］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齐平 主编 

［知识责任］周振声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 

［第一责任人］孙克信，于良华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知识责任］孙克信 编著 

［知识责任］于良华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 

［第一责任人］石仲泉编写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主题词］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思想评论 

［主题词］思想评论/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 

［知识责任］石仲泉 编写 

  

 

［正题名］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 

［第一责任人］毕剑横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主题词］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毕剑横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美学 

［第一责任人］郑松生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毛泽东美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对马列主义美学的贡献。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美学思想/研究 

［主题词］美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郑松生 著 

  

 

［正题名］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 

［第一责任人］赵永茂等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综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前苏联、欧洲各国的传播与研究,日本、欧美和第

三世界等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附录国外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书目文献索引。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主题词］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赵永茂 著 

  

 

［正题名］毛泽东哲学思想神髓 

［第一责任人］宋一秀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本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内容、特点、发展过程和历史地位等进行了探

索和研究。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主题词］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宋一秀 主编 

  

 

［正题名］艰难探索的哲学轨迹 

［副题名］1956－1966 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建宁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 

［知识责任］郭建宁 著 

  

 

［正题名］哲学家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杨春贵，李火林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附注内容］本书力求揭示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如何重视研究哲学、运用哲学



和发展哲学的,是如何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总结经验,研究实际情况,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的,是如何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和解决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问题的。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主题词］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杨春贵 著 

［知识责任］李火林 著 

  

 

［正题名］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参考资料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毛泽东法律思想和实践 

［第一责任人］李仲达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知识责任］李仲达 著 

  

 

［正题名］学习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学习组编写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2 

［附注内容］十大军事原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初期作战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提出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普

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军作战经验的结晶，是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

伟大成果。本书包括历史背景、主要体会和资料三部分内容。 

［主题词］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正题名］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学术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解放军报社军事工作宣传处等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1 

［主题词］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文集 

  

 

［正题名］毛泽东兵法举要 

［第一责任人］孙国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覆盖了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战争的情况,囊括其中主要战例。 

［主题词］毛泽东军事思想/兵法/研究 



［主题词］兵法/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孙国 著 

  

 

［正题名］毛泽东同志教育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靳宏斌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靳宏斌 著 

  

 

［正题名］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 

［第一责任人］刘汉民编写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从毛泽东的战友、亲人、朋友和警卫等的回忆录中,汇集了毛泽东关于文

学艺术的言谈轶闻。 

［主题词］毛泽东文艺思想/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刘汉民 编写 

  

 

［正题名］毛泽东文艺思想新探 

［第一责任人］周申明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为人民大众”为核心的科学体

系,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美学思想等方面内容。 

［主题词］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周申明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戴知贤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毕生关注文化事业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与传统

文化等 8 章。 

［主题词］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戴知贤 著 

  

 

［正题名］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学习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学习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成语典故简释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汉语研究组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典故/解释 

［主题词］典故/毛泽东著作/解释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民族问题成语典故简释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民族问题/典故/解释 

［主题词］民族问题/毛泽东著作/典故/解释 

［主题词］典故/民族问题/毛泽东著作/解释 

  

 

［正题名］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图书资料组编 

［出版者］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图书资料组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参考材料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辅导材料 

［第一责任人］天津日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理论学习材料 

［书目卷册］4 



［副题名］1949.9－1957 年底重大事件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编 

［出版者］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出版日期］1977 

［知识责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编 

  

 

［正题名］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政资料 

［第一责任人］贵州日报资料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7、8 

［第一责任人］贵州日报资料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9、10 

［第一责任人］贵州日报资料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11 

［第一责任人］贵州日报资料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参考材料 

［第一责任人］吉林大学《理论学习》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浙江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 

［出版者］浙江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简要介绍 

［第一责任人］甘肃师范大学政治历史系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词语简释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词语简释》编写组编写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1 

［附注内容］本书系注释性的资料，所收词语共 503 条，其中 230 条曾在《人民日报》上发

表，另有 273 条是新增加的。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词典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材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资料室编 

［出版者］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资料室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简介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毛泽东选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简介》编

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 

［附注内容］本书对《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国从古代至“五

四”运动，世界从古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了简明介绍，并突出说明毛主席引用这些历史

事件和人物的现实意义。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历史事件 

［主题词］历史事件/毛泽东著作研究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历史人物 

［主题词］历史人物/毛泽东著作研究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名词解释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理论组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词典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简介 

［第一责任人］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简介》编写组等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2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 36 篇文章，把贯穿五卷全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作为中心思想作了介绍，对有关著作的历史背景、重要内容和对同内、国际的意义作了介绍。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学习参考资料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里的成语故事 

［第一责任人］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5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成语/故事 

［主题词］成语/故事/毛泽东著作研究 

  

 

［正题名］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参考材料 

［第一责任人］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重大政治运动介绍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9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学习参考资料 

  

 

［正题名］《实践论》解说 

［第一责任人］李达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4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3 部分。第一部分，对《实践论》进行总的评述，说明它是毛泽东思

想的一个基础；第 2 部分，是对《实践论》进行逐段解说；第 3 部分，怎样学习《实践论》。

本书这次再版，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实践论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 

［知识责任］李达 著 

  

 

［正题名］《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解说 

［第一责任人］湖北省鄂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武汉大学哲学系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实践论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正题名］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 

［第一责任人］施金炎主编 

［出版者］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 

［知识责任］施金炎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中文本书目版本简介 

［副题名］1950－1983 

［第一责任人］人民出版社马列著作编辑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正题名］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述评 

［第一责任人］吕希晨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

成、泛滥和破产的一般历史规律，评介了胡适、梁漱溟、张君励、戴季陶、张东荪以及蒋介

石集团等的哲学思想，揭示了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介绍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

者对地主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批判，总结了无产阶级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斗争的历史经验。 

［主题词］哲学/资产阶级理论/思想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吕希晨 著 

  

 

［正题名］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曾乐山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1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研究了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反孔批儒、文学思想、政

治思想、教育思想、人性论和伦理道德思想、哲学思想，以及陈独秀与严复在思想上的关系；

并通过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哲学和其他方面思想，来简略论述和反映五四时期的中国哲学

史和思想史。 

［知识责任］曾乐山 著 

  

 

［正题名］三松堂自序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近年写的学术性回忆录。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哲学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吕希晨，王育民编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书对从 1919 至 1949 年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产生背景、哲学派别、

主要特点、内容实质及其发展阶段进行了科学概括，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发展及其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哲学斗争的一般历史发展规律。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1919-1949 

［知识责任］吕希晨 编著 

［知识责任］王育民 编著 

  

 

［正题名］问题与方法集 

［第一责任人］金观涛，刘青峰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当代大学生丛书 

［主题词］认识论/大学/课外读物 

［主题词］方法论/大学/课外读物 

［知识责任］金观涛 著 

［知识责任］刘青峰 著 

  

 

［正题名］整体的哲学 

［副题名］组织的起源、生长和演化 

［第一责任人］金观涛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知识责任］金观涛 著 

  

 

［正题名］我的哲学探索 

［第一责任人］金观涛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金观涛 著 

  

 

［正题名］思想与人物 

［第一责任人］林毓生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3.8 

［知识责任］林毓生 著 

  



 

［正题名］历史与思想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撰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余英时 撰 

  

 

［正题名］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作者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青年毛泽东》、《略论现代新儒家》

等重要论文 8 篇。 

［主题词］哲学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胡适思想与中国新思潮 

［第一责任人］张胜勇撰 

［出版者］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政治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0 

［知识责任］张胜勇 撰 

  

 

［正题名］中国人的心灵 

［副题名］中国哲学文化要义 

［第一责任人］方东美等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4 

［知识责任］方东美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副题名］1900--1950 

［第一责任人］（美）郭颖颐著 

［译者］雷颐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李泽厚，庞朴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主题词］唯科学主义/思想史/中国/1900-1950 年 

［知识责任］郭颖颐 著 

［次知识责任］雷颐 译 



  

 

［正题名］中国哲学四十年 

［副题名］1949--1989 年 

［第一责任人］杨春贵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杨春贵 主编 

  

 

［正题名］文化选择的冲突 

［副题名］“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的思想家 

［第一责任人］张利民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知识责任］张利民 著 

  

 

［正题名］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副题名］大陆讲学、问难和讨论 

［第一责任人］杜维明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9.5 

［丛编题名］联经评论 4 

［知识责任］杜维明 著 

  

 

［正题名］胡曲园哲学论集 

［第一责任人］胡曲园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胡曲园 著 

  

 

［正题名］中国当代哲学 

［副题名］1949--1990 

［第一责任人］樊瑞平等著 

［出版者］石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1949-1990 

［知识责任］樊瑞平 著 

  



 

［正题名］生活的艺术 

［第一责任人］林语堂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人生哲学 

［知识责任］林语堂 著 

  

 

［正题名］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方克立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作者历年发表的论文、专著 27 篇。内容分五部分:一、对传统思想的

疏释;二,有关传统与现代化问题;三、对当代新儒学的研究、评论;四、系统哲学的探索;五、

自传性文章。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方克立 主编 

［知识责任］刘述先 著 

［次知识责任］景海峰 编 

  

 

［正题名］历史与价值的张力 

［副题名］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 

［第一责任人］高力克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文库 2 龚书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历史的角度审视近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及其代表人物关于“现代化”的思

考,并对中国的仁人志士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求索、抉择进行了深刻的解析。 

［主题词］现代化/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高力克 著 

  

 

［正题名］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 

［第一责任人］丁晓强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文库 1 龚书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学风在近世的演变,以及它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学说的相互关系出发,考察毛泽东思想的起源。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关系/毛泽东思想-形成 

［知识责任］丁晓强 著 



  

 

［正题名］现代新儒学心性理论评述 

［第一责任人］韩强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附注内容］将牟宗三心性理论研究扩大为对现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心性理论的系统研

究。 

［主题词］哲学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韩强 著 

  

 

［正题名］传统与人文 

［副题名］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 

［第一责任人］胡伟希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对五十年代以来港台地区新儒家思潮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等情况作了论

述、对其中影响 大的钱穆、徐复观、张君励等人的思想作了分析,说明这一思潮的来龙去

脉及其内涵、特点和历史意义。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伟希 著 

  

 

［正题名］儒学的现代转折 

［第一责任人］陈少明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现代儒学的理想渊源,对从康、梁到张君励的中体西用和从谭嗣同、

章太炎到熊十力的弃儒(心)释(识)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评价。 

［主题词］哲学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少明 著 

  

 

［正题名］本体与方法 

［副题名］从熊十力到牟宗三 

［第一责任人］郑家栋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附注内容］在著者《现代新儒学概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展 论述一个构成新儒

学理论核心的问题-他们重建传统本体论的努力和尝试。 

［主题词］哲学理论/研究/中国 

［主题词］本体论/研究 

［知识责任］郑家栋 著 

  

 

［正题名］金岳霖与中国实证主义认识论 

［第一责任人］胡伟希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二十世纪以来经验主义认识论所达到的水平和成果,构成了人类认

识史上不可跳过的环节。 

［主题词］哲学思想/金岳霖/研究 

［主题词］实证主义/认识论/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胡伟希 著 

  

 

［正题名］国故新知 

［副题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 

［副题名］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汤一介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 50 多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国哲学、佛学、道教、

经学、理学等中国传统国学的诸多领域。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汤一介 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化哲学 

［第一责任人］吕希晨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本书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哲学进行了考察和探讨,分章论述了梁启超、陈

独秀、李大钊等 18 个代表人物的思想。 

［主题词］文化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文化哲学 

［主题词］现代中国思想史 

［主题词］中西哲学差异 

［知识责任］吕希晨 主编 

  

 



［正题名］熊十力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齐勇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丛编题名］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对原北京大学熊十力教授的本体论、方法论、心性论和政治-历史哲学进

行剖析，揭示了熊氏哲学的时代、阶级、民族的内容和鲜明的个性特征，指出了它在中国哲

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主题词］现代哲学 

［主题词］哲学思想/熊十力/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郭齐勇 著 

  

 

［正题名］冯友兰语萃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陈来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 新论语 第一辑 刘耿，王骏主编 

［附注内容］分：方法、哲学、文化、境界、道德、反思 6 部分，编入冯友兰相关语录。 

［主题词］哲学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陈来 编 

  

 

［正题名］冯友兰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黄克剑，吴小龙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丛书 4 

［附注内容］包括生平、思趣、人格、境界，撰述原委与措思线索,论著选粹 3 部分。 

［主题词］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黄克剑 编 

［次知识责任］吴小龙 编 

  

 

［正题名］唐君毅集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译者］黄克剑，钟小霖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丛书 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生平、思趣、人格、境界、撰述原委与措思线索；论著选粹 3 部分。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次知识责任］黄克剑 编 

［次知识责任］钟小霖 编 

  

 

［正题名］贺麟 

［第一责任人］张学智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1981.7（1992.7） 

［丛编题名］世界哲学家丛书 傅伟勋，韦政通主编 

［附注内容］附参考书目，索引。 

［知识责任］张学智 著 

  

 

［正题名］牟宗三集 

［第一责任人］黄克剑，林少敏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丛书 7 

［附注内容］牟宗三，当代八大家儒学大师之一，本书包括生平、思趣、人格、境界，撰述

原委与措思线索，论述选粹 3 部分。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黄克剑 编 

［知识责任］林少敏 编 

  

 

［正题名］当代新儒学史论 

［第一责任人］翟志成著 

［出版者］允晨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知识责任］翟志成 著 

  

 

［正题名］自由主义之累 

［副题名］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 

［第一责任人］欧阳哲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著 

  

 



［正题名］徐复观集 

［第一责任人］黄克剑，林少敏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 8 

［附注内容］内容包括:生平、思趣、人格、境界;撰述原委与措思线索,论著选粹 3 部分。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黄克剑 编 

［知识责任］林少敏 编 

  

 

［正题名］体用论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4.2 

［丛编题名］熊十力论著集 2 

［附注内容］本卷收《新唯识论赘语和删定记》、《甲午存稿》、《体用论》、《明心篇》、《乾坤

衍》、《存斋随笔》6 种。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正题名］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胡晓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胡晓 著 

  

 

［正题名］走出哲学的危机 

［第一责任人］赵汀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主题词］方法论/研究 

［知识责任］赵汀阳 著 

  

 

［正题名］存斋随笔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正题名］学术集林 

［书目卷册］卷一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主编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文章 20 余篇，其中有《论文化超越》、《汉郡再考》、《评（中国农学

史）》等。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元化 主编 

  

 

［正题名］学术集林 

［书目卷册］卷二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主编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元化 主编 

  

 

［正题名］学术集林 

［书目卷册］卷四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主编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元化 主编 

  

 

［正题名］学术集林 

［书目卷册］卷五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主编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元化 主编 

  

 

［正题名］学术集林 

［书目卷册］卷六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主编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元化 主编 

  

 

［正题名］学术集林 

［书目卷册］卷七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主编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4 

［丛编题名］学术集林丛书 

［附注内容］繁体字本。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元化 主编 

  

 

［正题名］学术集林 

［书目卷册］卷八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主编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元化 主编 

  

 

［正题名］学术集林 

［书目卷册］卷九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主编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元化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副题名］1900--1950 

［第一责任人］（美）郭颍颐著 

［译者］雷颐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李泽厚，庞朴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主题词］唯科学主义/思想史/中国/1900-1950 年 

［主题词］思想史/唯科学主义/中国/1900-1950 年 

［知识责任］郭颖颐 著 

［次知识责任］雷颐 译 



  

 

［正题名］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副题名］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 

［第一责任人］（美）格里德著 

［译者］鲁奇译，王友琴校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主题词］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责任］格里德 著 

［次知识责任］鲁奇 译 

［次知识责任］王友琴 校 

  

 

［正题名］冯友兰学记 

［第一责任人］王中江，高秀昌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5.11 

［主题词］哲学思想/冯友兰/研究 

［知识责任］王中江 编 

［知识责任］高秀昌 编 

  

 

［正题名］中国人的精神 

［第一责任人］辜鸿铭著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4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辜鸿铭 著 

  

 

［正题名］当代自由主义理论 

［第一责任人］石元康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4.5（1995.5） 

［主题词］自由主义 

［知识责任］石元康 著 

  

 

［正题名］罗素与中国 

［副题名］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 

［第一责任人］冯崇义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4.2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SO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eng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罗素其人，考察罗素的中国之行及引起的风波和影响，并围绕他的《中

国之问题》展 评述。 

［主题词］哲学思想/罗素, B./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冯崇义 著 

  

 

［正题名］周谷城文选 

［第一责任人］周谷城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知识责任］周谷城 著 

  

 

［正题名］金岳霖学术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金岳霖著 

［译者］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金岳霖 著 

  

 

［正题名］思与文 

［第一责任人］张申府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丛编题名］当代学者自选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张申府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哲学著作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李超杰，边立新主编 

［出版者］警官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著作 3530 种,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 8 个分卷。 

［主题词］哲学/专题名录 

［知识责任］李超杰 主编 

［知识责任］边立新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副题名］第 1 集 

［第一责任人］钟离蒙，杨凤麟主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哲学系 

［出版日期］1981.7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资料 

［知识责任］钟离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凤麟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副题名］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钟离蒙，杨凤麟主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哲学系 

［出版日期］1982.1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资料 

［知识责任］钟离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凤麟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副题名］第 3 集 

［第一责任人］钟离蒙，杨风麟主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哲学系 

［出版日期］1982.4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钟离蒙 主编 

［知识责任］杨风麟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副题名］第 4 集 

［第一责任人］钟离蒙，杨凤麟主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哲学系 

［出版日期］1982.5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钟离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凤麟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副题名］续集 

［书目卷册］第 1－9，11，13－15，17 册 

［第一责任人］钟离蒙，杨凤麟主编 

［译者］辽宁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哲学系 

［出版日期］1984.6、7 

［知识责任］钟离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凤麟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副题名］续集 

［书目卷册］第 10、12、16、18、19 册 

［第一责任人］钟离蒙，杨凤麟主编 

［译者］辽宁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哲学系 

［出版日期］1984.6 

［知识责任］钟离蒙 主编 

［知识责任］杨凤麟 主编 

  

 

［正题名］蔡元培哲学论著 

［第一责任人］蔡元培著 

［译者］高平叔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蔡元培 著 

［次知识责任］高平叔 编 

  

 

［正题名］中国哲学与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刘述先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0.6 

［知识责任］刘述先 著 

  

 

［正题名］冯友兰与新理学 

［第一责任人］田文军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人文科学丛书 4 高宣扬主编 

［知识责任］田文军 著 

  

 

［正题名］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郭齐勇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人文科学丛书 5 高宣扬主编 

［知识责任］郭齐勇 著 

  

 

［正题名］胡适梁漱溟哲学思想批判 

［第一责任人］艾思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1 

［附注内容］本书是《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的学习参考资料。书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基本理论，对胡适、梁漱溟的反动哲学思想作了比较系统、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批判。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艾思奇 著 

  

 

［正题名］枣下论丛 

［第一责任人］胡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5 

［附注内容］这本论文集收入著者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胡风的唯心主义思想，

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以及论述马克思哲学的论文共 17 篇。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胡绳 著 

  

 

［正题名］“四人帮”哲学批判 

［第一责任人］陈晏清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1 章，比较系统地从哲学理论上批判“四人帮”鼓吹的唯心论和形

而上学的反动哲学思潮。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哲学思想/批判 

［知识责任］陈晏清 著 

  

 

［正题名］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编写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搜集了比较丰富的和一些难得的原始资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出了评价。全

书包括《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始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和

《根本转变的完成》三个部分。书后附有：毛泽东早期活动简表。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正题名］我的哲学“罪案” 

［第一责任人］杨献珍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入马列主义哲学家杨献珍同志的文章 20 多篇，分 4 个部分。第一部

分包括作者 1953－1964 年的讲稿、座谈会发言记录、谈话和文章；第二、三部分和附录部

分是作者在狱中、流放地和近两年来写的申诉或进一步阐明自己观点的文章。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献珍 著 

  

 

［正题名］周恩来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宋一秀，杨梅叶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宋一秀 著 

［知识责任］杨梅叶 著 

  

 

［正题名］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长福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邓小平的革命生涯，对他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

本书还阐述了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丰富与发展;并结合党的思想路线，探索了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分期。 

［主题词］哲学思想/邓小平/研究 

［知识责任］李长福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 

［第一责任人］李秀林等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现代化/探讨/中国 

［知识责任］李秀林 主编 

  

 

［正题名］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朱成甲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知识责任］朱成甲 著 

  

 

［正题名］世界的意义 

［副题名］价值论 

［第一责任人］李连科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丛编题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丛书 

［知识责任］李连科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副题名］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一责任人］李其驹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较系统地阐述从清末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以及它的沿革、变化和风貌,并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和史

料。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中国/1900-1949 年 

［知识责任］李其驹 主编 

  

 

［正题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七十年 

［副题名］1919－1989 

［第一责任人］赵德志，王本浩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知识责任］赵德志 著 

［知识责任］王本浩 著 

  

 

［正题名］瞿秋白哲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邓中好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对瞿秋白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内容、贡献、特点和历史地位进行了研

究。 

［知识责任］邓中好 著 

  

 



［正题名］东方思想宝库 

［第一责任人］《东方思想宝库》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整理东方诸国古往今来的各类思想精华,着重概括了日本、印度、波

斯、埃及、阿拉伯等文明古国的人文思想资料。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摘 

  

 

［正题名］东方哲学与文化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主题词］东方哲学/文集 

［主题词］东方文化/文集 

［主题词］亚洲哲学 

  

 

［正题名］退溪全书今注今译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贾顺先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退溪全书》是研究中国儒学和程朱理学的著作。今用现代汉语注译，共分 8

册。本册按卷次排序、卷下分段,每段包括：原文、注释、白话译文三部分。 

［主题词］古典哲学/朝鲜/李朝(1392-1910) 

［知识责任］贾顺先 主编 

  

 

［正题名］日本哲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日）永田广志著 

［译者］版本图书馆编译室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6 

［附注内容］永田广志是日本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本书叙述了从古代到近代的日本哲学思想

发展史，重点探讨了德川时代（1603－1866）的哲学思想。作者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方法分析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对日本各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的内容和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评介

和论述，为日本哲学史研究 拓了道路。 

［主题词］哲学史/日本 

［知识责任］永田广志 著 

  

 

［正题名］近代日本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译者］马采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3 

［主题词］哲学思想史/思想史/日本/近代 

［次知识责任］马采 译 

  

 

［正题名］近代日本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译者］李民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1.1 

［丛编题名］日本丛书 第一辑 

［附注内容］据日本东京青木书店 1959 年版译出。 

［主题词］思想史/日本/近代 

［次知识责任］李民 译 

  

 

［正题名］近代日本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日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译者］那庚辰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日本丛书 第 1 辑 

［附注内容］据日本青年书店 1959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卷论述了大正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动向和发

展,昭和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日本法西斯思想等。 

［主题词］思想史/日本/近代 

［次知识责任］那庚辰 译 

  

 

［正题名］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中田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沈志华主编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Study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in Edo period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儒家/研究/日本/江户时代 

［知识责任］王中田 著 



  

 

［正题名］三醉人经纶问答 

［第一责任人］（日）中江兆民著 

［译者］滕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0.3 

［附注内容］本书是日本思想史上的名著,也是明治文学中的杰作。作者三人问答的形式,试

图弄清明治时期日本政治上的基本问题。 

［主题词］哲学/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中江兆民 著 

［次知识责任］滕颖 译 

  

 

［正题名］一年有半 

 

［正题名］续一年有半 

［第一责任人］（日）中江兆民著 

［译者］吴藻溪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10 

［附注内容］中江兆民（1847－1901）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倡导自由民权的

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1900 年底他身患癌症，在他“一年有半”的余生中，写出了阐述他

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的著作《一年有半》，其后又写下了他“无神无灵魂”的哲学思想，

作为续编，是为《续一年有半》。 

［主题词］哲学/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中江兆民 著 

［次知识责任］吴藻溪 译 

  

 

［正题名］劝学篇 

［第一责任人］（日）福泽谕吉著 

［译者］群力译，东尔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10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近代哲学/日本 

［知识责任］福泽谕吉 著 

［次知识责任］群力 译 

［次知识责任］东尔 校 

  

 

［正题名］日本为什么“成功” 

［副题名］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 



［第一责任人］（日）森岛通夫著 

［译者］胡国成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附注内容］英文书名: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附注内容］书名又译：日本成功之路。 

［主题词］经济史/日本 

［主题词］民族精神/作用/经济发展/日本 

［知识责任］森岛通夫 著 

［次知识责任］胡国成 译 

  

 

［正题名］印度哲学 

［第一责任人］（印）恰托巴底亚耶(D.Chattopadhyaya)著 

［译者］黄宝生，郭良鋆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当代印度知名哲学家。这部《印度哲学》是他为普及印度哲学而写

的通俗读物，提供了印度哲学的特点和概貌。书末有注释和附录。 

［主题词］哲学史/印度 

［知识责任］恰托巴底亚耶 著 

［知识责任］Chattopadhyaya 著 

［次知识责任］黄宝生 译 

［次知识责任］郭良鋆 译 

  

 

［正题名］印度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黄心川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黄心川 著 

  

 

［正题名］集量论略解 

［第一责任人］（印）陈那(Dignaga)著 

［译者］法尊译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集量论》是古代印度著名的因明学家、佛教大论师陈那的代表著作，为唯识

学派主要依据的十一部论典之一。全书共分六品（章），各品皆分两部分，先“立自宗”，阐

述著者的主张；后“被异执”，批驳其他派别的主张。“立自宗”部分是研究陈那因明学说的

主要依据，其中不少可补充汉译佛典之缺略，“破异执”部分则保存了丰富的关于《论轨》、

正理派、胜论、数论、观行派的资料。 



［主题词］哲学/印度/古代 

［知识责任］陈那 著 

［知识责任］Dignaga 著 

［次知识责任］法尊 译编 

  

 

［正题名］印度近代哲学辨喜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心川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5 

［主题词］哲学思想/辨喜/研究 

［知识责任］黄心川 著 

  

 

［正题名］伊斯兰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美）马吉德·法赫里（Fakhry,Majid.）著 

［译者］陈中耀译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研究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在哲学和神学中所体现出来各种思潮和倾向及近

现代的发展。 

［主题词］哲学史/阿拉伯哲学 

［主题词］阿拉伯哲学/哲学史 

［知识责任］法赫里 著 

［知识责任］Fakhry 著 

［次知识责任］陈中耀 译 

  

 

［正题名］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5.7 

［附注内容］本书所选录的，是 16 世纪末------18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西欧各国

重要哲学家的原著。这一时期哲学战线上的斗争，主要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同不可

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本书将这两方面的重要哲学家，例如培根、斯

宾诺莎、洛克以及贝克莱和休谟作为选录的重点。 

［主题词］哲学史/西欧/近代 

  

 

［正题名］西方哲学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美）梯利(Thilly, F.)著 

［译者］葛力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5.7 

［附注内容］全书分上、下两册。本册包括第一、二两篇，介绍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哲

学。书末附列书目对照和人名索引。这是一本可资参考的反面材料，供批判使用。本书出版

于 1914 年，曾在 193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译本。 

［主题词］哲学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梯利 著 

［知识责任］Thilly 著 

［次知识责任］葛力 译 

  

 

［正题名］西方哲学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美）梯利著 

［译者］葛力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哲学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梯利 著 

［次知识责任］葛力 译 

  

 

［正题名］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英）罗素著 

［译者］何兆武，李约瑟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哲学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罗素 著 

［次知识责任］何兆武 译 

［次知识责任］李约瑟 译 

  

 

［正题名］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英）罗素(Russell, B.)著 

［译者］何兆武，李约瑟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6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为近代哲学，共分两篇三十一章。第一篇从文艺复兴到休谟；第二篇

从卢梭到现代。书后附人物索引等。 

［主题词］哲学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罗素 著 

［知识责任］Russell 著 



［次知识责任］何兆武 译 

［次知识责任］李约瑟 译 

  

 

［正题名］欧洲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欧洲哲学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欧洲从古希腊、罗马起直至 19 世纪中叶为止的哲学上两条路线斗

争的历史。说明一切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和阶层都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一切反动的、

保守的阶级和阶层都是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全书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3 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级分为 3 篇，共 8 章。重点介绍欧洲近代哲学战线上的斗争。 

［主题词］哲学史/欧洲 

  

 

［正题名］欧洲哲学史讲话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1 讲，从古希腊罗马哲学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内容比较系

统、简要。另有附录《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一篇，介绍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 6 个流派。 

［主题词］哲学史/欧洲 

  

 

［正题名］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 

［第一责任人］邢贲思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3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批判了欧洲哲学史中自文艺复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和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各主要人道主义流派。 

［主题词］人道主义/哲学史/欧洲 

［知识责任］邢贲思 著 

  

 

［正题名］简明欧洲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朱德生，李真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 

［附注内容］本书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写到马列主义哲学的产生和传播。 

［主题词］哲学史/欧洲 

［知识责任］朱德生 主编 

［知识责任］李真 主编 

  

 



［正题名］西方哲学史讨论集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12 

［主题词］哲学史/西方国家/文集 

  

 

［正题名］欧洲哲学简史 

［第一责任人］毅耘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主题词］人道主义/欧洲 

［主题词］哲学史/欧洲 

［知识责任］毅耘 著 

  

 

［正题名］现代西方哲学 

［第一责任人］刘放桐等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

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一些 新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 16 个现

代西方哲学流派。 

［主题词］哲学/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刘放桐 编著 

  

 

［正题名］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文集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哲学系编 

［出版者］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 

［出版日期］1982 

 

［正题名］西洋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丘镇英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 

［主题词］哲学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丘镇英 著 

  

 

［正题名］西方哲学史话 

［第一责任人］（美）威尔·杜兰(Durant,W.)著 

［译者］杨荫鸿，杨荫渭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介绍了古今大哲学家的生活和思想,并对他们逐个进行评价。 

［主题词］哲学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杜兰 著 

［知识责任］Durant 著 

［次知识责任］杨荫鸿 译 

［次知识责任］杨荫渭 译 

  

 

［正题名］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 

［第一责任人］（苏）米特洛欣(Л.Н.Митрохин)等编 

［译者］李昭时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 

［主题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哲学学派/研究 

［知识责任］米特罗欣 编 

［知识责任］Митрохин 编 

［次知识责任］李昭时 译 

  

 

［正题名］六大观念 

［副题名］我们据以进行判断的真、善、美我们据以指导行动的自由、平等、正义 

［第一责任人］（美）艾德勒著 

［译者］郗庆华，薛笙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1.8 

［知识责任］艾德勒 著 

［次知识责任］郗庆华 译 

［次知识责任］薛笙 译 

  

 

［正题名］哲学的误区 

［第一责任人］（美）阿德勒著 

［译者］汪关盛等译，孔文放校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作者通过对西方近代哲学和当代哲学的考察,归纳了十大哲学谬误,有关于意识

的、语言哲学、社会组织形式的起源等。 

［主题词］哲学/问题 

［知识责任］阿德勒 著 

［次知识责任］汪关盛 译 

［次知识责任］孔文放 校 

  

 

［正题名］欧洲哲学史上的先验论和人性论批判 



［副题名］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汝信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 

［知识责任］汝信 著 

  

 

［正题名］西欧哲学史讲话 

［第一责任人］刘世铨编写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 

［知识责任］刘世铨 编写 

  

 

［正题名］现代西方哲学辞典 

［第一责任人］夏基松，张继武主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哲学/西方国家/词典 

［知识责任］夏基松 主编 

［知识责任］张继武 主编 

  

 

［正题名］西方哲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谭鑫田等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西方哲学的主要学派、人物、著作、哲学概念、术语、命题及政治、

伦理、美学、逻辑等部分著作和概念等 1271 条目。 

［主题词］哲学/西方国家/词典 

［知识责任］谭鑫田 主编 

  

 

［正题名］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叶秀山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本书是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专题学术著作。前苏格拉底哲学，是指公元前 3 至 5

世纪的早期希腊哲学。包括来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等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本书研

究了前苏格拉底时期各个哲学学派的原始材料和国内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

的见解。 

［主题词］哲学/苏格拉底/研究 

［知识责任］叶秀山 著 

  



 

［正题名］探索幸福的人 

［副题名］苏格拉底传 

［第一责任人］（捷）托曼(Toman,J.)，（捷）托曼诺娃(Tomanova,M.)著 

［译者］许宏治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7.7 

［知识责任］托曼 著 

［知识责任］Toman 著 

［知识责任］托曼诺娃 著 

［知识责任］Tomanova 著 

［次知识责任］许宏治 译 

  

 

［正题名］巴曼尼得斯篇 

［第一责任人］（古希腊）柏拉图著 

［译者］陈康译注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5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柏拉图(前 27-前 347)/哲学 

［知识责任］柏拉图 著 

［次知识责任］陈康 译注 

  

 

［正题名］物理学 

［第一责任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译者］张竹明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6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知识责任］亚里士多德 著 

［次知识责任］张竹明 译 

  

 

［正题名］沉思录 

［第一责任人］（古罗马）马可·奥勒留(Aurelius, M.)著 

［译者］何怀宏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丛编题名］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 罗国杰,郑文林主编 

［附注内容］奥勒留（121-180），古罗马帝国皇帝,斯多亚派著名哲学家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一位世界上绝少的皇帝哲学家。本书采用自我对话体，探讨了自然

与社会、宇宙与人生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个人独特的内心世界。 



［主题词］斯多葛派/哲学理论 

［知识责任］奥勒留 著 

［知识责任］Aurelius 著 

［次知识责任］何怀宏 译 

  

 

［正题名］琉善哲学文选 

［第一责任人］（古罗马）琉善(Loukianos, )著 

［译者］罗念生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4 

［附注内容］琉善是古罗马时代著名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在哲学和无神论方面都作出了重

要贡献。本书选译了他的有代表性的著作 14 篇。前 5 篇是政治哲学论文，后 9 篇是无神论

文章。 

［主题词］哲学/古罗马/文集 

［知识责任］琉善 著 

［知识责任］Loukianos 著 

［次知识责任］罗念生 译 

  

 

［正题名］物性论 

［第一责任人］（古罗马）卢克莱修(C.T.Lucrerius)著 

［译者］方书春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8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唯物主义/古罗马 

［知识责任］卢克莱修 著 

［知识责任］Lucrerius 著 

［次知识责任］方书春 译 

  

 

［正题名］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第一责任人］马清槐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7 

［知识责任］马清槐 译 

  

 

［正题名］蒙田 

［第一责任人］（英）P.博克(P.Burke)著 

［译者］孙乃修译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2 



［丛编题名］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Montaigne. 

［知识责任］博克 著 

［知识责任］Burke 著 

［次知识责任］孙乃修 译 

  

 

［正题名］马基雅维里 

［第一责任人］（英）昆廷·斯金那(Skinner, Q.)著 

［译者］王锐生，张阳译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2 

［丛编题名］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Machiavelli 

［附注内容］根据 1980 年英文本译出 

［知识责任］斯金那 著 

［知识责任］Skinner 著 

［次知识责任］王锐生 译 

［次知识责任］张阳 译 

  

 

［正题名］论原因、本原与太一 

［第一责任人］（意）Д.布鲁诺著 

［译者］汤侠声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10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据苏联敦尼克译自意大利的《布鲁诺对话集》转译 

［附注内容］布鲁诺(1548-1600)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思想家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О Причине, начале и едином 

［知识责任］布鲁诺 著 

［次知识责任］汤侠声 译 

  

 

［正题名］历史和阶级意识 

［副题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第一责任人］（匈）卢卡奇(Lukacs, G.)著 

［译者］王伟光，张峰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Histd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主题词］唯物辩证法/研究 

［知识责任］卢卡奇 著 



［知识责任］Lukacs 著 

［次知识责任］王伟光 译 

［次知识责任］张峰 译 

  

 

［正题名］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第一责任人］（俄）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著 

［译者］汝信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知识责任］普列汉诺夫 著 

［知识责任］Плеханов 著 

［次知识责任］汝信 译 

  

 

［正题名］俄罗斯思想 

［副题名］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 

［第一责任人］（俄）尼·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著 

［译者］雷永生，邱守娟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Русская идея: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ⅩⅠⅩ века и начала ⅩⅩ века 

［附注内容］书脊丛书名:学术文库 

［主题词］哲学思想/思想史/苏联/近代 

［知识责任］别尔嘉耶夫 著 

［知识责任］Бердяев 著 

［次知识责任］雷永生 译 

［次知识责任］邱守娟 译 

  

 

［正题名］在祖国的一年 

［副题名］1917－1918 年言论全集 

［第一责任人］（俄）普列汉诺夫(Плеханов, Г.В.)著 

［译者］王荫庭，杨永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7 

［附注内容］这本文集所收的，是 1917 年 4 月普列汉诺夫回到俄国至 1918 年逝世为止的全

部文章、演词、文告和宣言等。本书是一部反面教材，如果把《列宁全集》中的一些文章对

照起来读，就能深刻领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 

［知识责任］普列汉诺夫 著 

［知识责任］Плеханов 著 

［次知识责任］王荫庭 译 



［次知识责任］杨永 译 

  

 

［正题名］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书目卷册］第 5 卷 

［第一责任人］（俄）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著 

［译者］曹葆华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1 

［附注内容］本卷所收是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论文，共收自 1888 年起至 1913 年为止的美学论

文 19 篇。 

［主题词］哲学理论/苏联/选集 

［知识责任］普列汉诺夫 著 

［知识责任］Плеханов 著 

［次知识责任］曹葆华 译 

  

 

［正题名］唯物史观与哲学史 

［副题名］普列汉诺夫哲学史研究评述 

［第一责任人］李清崑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普列汉诺夫对于唯物史观的贡献与普氏对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贡献

等。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Ｇ.Ｖ./研究 

［知识责任］李清崑 著 

  

 

［正题名］哲学通俗讲座 

［第一责任人］（苏）卡尔普申主编 

［译者］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6 

［附注内容］全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共有 19 讲。本书编著者打

着马列主义旗帜，反对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竭力鼓吹和贩卖苏修叛徒集团历来主张的那套

修正主义货色，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平过渡”、“全民国家”等谬论。本书作为

反面教材，供阅读批判。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座 

［知识责任］卡尔普申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 

［第一责任人］（苏）康斯坦丁诺夫主编 

［译者］袁任达，伊尔哲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6.9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苏修高等院校教科书，是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作

“理论”论证的反面教材。初版于 1971 年，1972 年和 1974 年重版时，分别作了修订，越

来越卖力地为苏联统治集团的反革命“理论”观点辩护。本书中译本，是根据苏联政治书籍

出版社 1972 年第 2 版译出的。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康斯坦丁诺夫 著 

［次知识责任］袁任达 译 

［次知识责任］伊尔哲 译 

  

 

［正题名］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苏）格列则尔曼(Г.Е.Глезерман)著 

［译者］汤侠声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4 

［附注内容］本书是当前苏联哲学界有一定代表性的著作，是一部反面教材。书中从历史唯

物主义方面，歪曲、篡改马列主义一系列著名原理，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极

力为苏修叛徒集团所宣扬的“三和两全”、“发达的社会主义”等谬论，为苏修叛徒集团对内

强化法西斯专政和对外加紧进行侵略扩张系统地进行诡辩。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苏联/现代 

［主题词］社会主义社会/研究/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格列泽尔曼 著 

［知识责任］Глезерман 著 

［次知识责任］汤侠声 译 

  

 

［正题名］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苏）迪什列维(П.С.Дышлевый)，（苏）卡纳克(Ф.М.Калак)

著 

［译者］柳树滋，赵鸿志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主题词］唯物主义/哲学史 

［主题词］哲学史/唯物主义 

［知识责任］迪什列维 著 

［知识责任］Дышлевый 著 

［知识责任］卡纳克 著 

［知识责任］Калак 著 

［次知识责任］柳树滋 译 

［次知识责任］赵鸿志 译 

  

 



［正题名］苏联哲学纪事 

［副题名］1953-1976 

［第一责任人］贾泽林等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11 

［附注内容］本书以记事形式，辑录了从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后到 1976 年底这段

时期苏联哲学的重大事件、苏联领导集团对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有关指示、苏联哲

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和争论、苏联哲学家的重要文章和专著的论点，介绍了苏联的重要哲学

著作。 

［主题词］哲学史/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贾泽林 编译 

  

 

［正题名］当代苏联哲学论文选 

［副题名］在第 6 届世界哲学会议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三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室

编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附注内容］1978 年在西德召 了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本书收入了苏联主要哲学刊物

发表的有关这届会议议题的苏联学者的论文，其中有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以及会上散发的书

面报告，有就会议议题而作的评论等，共 26 篇。 

［主题词］哲学/苏联/现代/文集 

  

 

［正题名］自我论 

［副题名］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 

［第一责任人］（苏）科恩(Кон, И.С.)著 

［译者］佟景韩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6.12 

［丛编题名］文化生活译丛 19 

［主题词］个性心理学 

［主题词］自我意识 

［知识责任］科恩 著 

［知识责任］Кон 著 

［次知识责任］佟景韩 译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德国唯物主义史论丛 

［第一责任人］（德）斯蒂勒编 

［译者］郭官义，李黎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论述德国 17、18 世纪唯物主义和宗教批判人物文章 10 篇。在马克思

主义以前，德国哲学是唯心主义占主导，一般的哲学史著作往往忽视德国的唯物主义思想传

统。本书发掘了这方面的材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问题将有一定助益。 

［主题词］唯物主义/哲学史/德国 

［主题词］哲学史/唯物主义/德国 

［知识责任］斯蒂勒 编 

［次知识责任］郭官义 译 

［次知识责任］李黎 译 

  

 

［正题名］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 

［第一责任人］贺麟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7 

［知识责任］贺麟 著 

  

 

［正题名］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李秋零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附注内容］分历史哲学的史前史;赫尔德:历史与人道,黑格尔:历史与理性等 9 章。 

［主题词］历史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知识责任］李秋零 著 

  

 

［正题名］人类理智新论 

［第一责任人］（德）莱布尼茨(Leibniz, G.W.)著 

［译者］陈修斋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11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认识论/莱布尼茨,G.W/研究 

［知识责任］莱布尼茨 著 

［知识责任］Leibniz 著 

［次知识责任］陈修斋 译 

  

 

［正题名］先验唯心论体系 

［第一责任人］（德）谢林(Schelling, F.W.J.)著 

［译者］梁志学，石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12 

［附注内容］谢林是介乎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本书系谢林的主要



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详细地论述了他的先验哲学，以精神发展为对象，把精神发展过

程分为 3 个阶段：“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和“艺术哲学”，鼓吹“在知识中，主观事物决

不能为客观事物所决定”，人只有通过艺术哲学才能直观到绝对（上帝），主张自我展示在自

然之中，从精神伸引出自然。 

［主题词］先验唯心论/德国/近代 

［知识责任］谢林 著 

［知识责任］Schelling 著 

［次知识责任］石泉 译 

［次知识责任］梁志学 译 

  

 

［正题名］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第一责任人］（德）康德(I.Kant)著 

［译者］庞景仁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8 

［附注内容］康德（1724－1804）是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本书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缩写本，比原著简明、浅显。康德的庞大的先

验唯心主义体系就是在《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著作中建立的，所以，本书也是康德先验唯心

主义的一部纲要。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 

［知识责任］康德 著 

［知识责任］Kant 著 

［次知识责任］庞景仁 译 

  

 

［正题名］德国古典哲学 

［第一责任人］李质明等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一般特点，以及康德、费希特、谢

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生平及其哲学思想。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 

［知识责任］李质明 著 

  

 

［正题名］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德）费尔巴哈(Feuerbach, L.A.)著 

［译者］涂纪亮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11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费尔巴哈 1833 年发表的《从维鲁拉姆男爵培根到别涅狄·斯宾诺莎



的近代哲学史》。它叙述了培根、霍布斯、伽桑狄、波墨、笛卡尔、海林克斯、马勒伯朗士

和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 

［主题词］哲学史/欧洲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 

［知识责任］费尔巴哈 著 

［知识责任］Feuerbach 著 

［次知识责任］涂纪亮 译 

  

 

［正题名］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 

［第一责任人］（德）费尔巴哈(L.A.Feuerbach)著 

［译者］涂纪亮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10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全文。该书是费尔巴哈

早期的一部重要哲学史著作，写于 1836 年。书中概述了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叙述了莱布

尼茨的生平和著作，分析和批判了莱布尼茨的哲学观点。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 

［主题词］哲学思想/莱布尼茨,G.W./研究 

［主题词］哲学史/欧洲 

［知识责任］费尔巴哈 著 

［知识责任］Feuerbach 著 

［次知识责任］涂纪亮 译 

  

 

［正题名］批判哲学的批判 

［副题名］康德述评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3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0 章，介绍和评论了康德的哲学。书中论述了康德的思想来源和思

想发展过程、康德的认识论、伦理学，以及康德的美学和目的论。书前有各章的内容提要，

书末附论一篇和《康德年表》。 

［主题词］哲学思想/康德,I./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精神现象学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德）黑格尔(G.W.F.Hegel)著 

［译者］贺麟，王玖兴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6 

［附注内容］本书是黑格尔的第一部名著。上卷包括：序言；导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

等部分，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又通过哲学方式表达了他对当时的政治态度。黑格尔的

观点是唯心的，但书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伟大的历史感，对我们研究黑格尔思想是

一本较为重要的古典名著。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 

［知识责任］黑格尔 著 

［知识责任］Hegel 著 

［次知识责任］贺麟 译 

［次知识责任］王玖兴 译 

  

 

［正题名］精神现象学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德）黑格尔(G.W.F.Hegel)著 

［译者］贺麟，王玖兴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4 

［附注内容］下卷包括：精神、宗教、绝对知识三部分。精神讲的是现实历史，宗教讲的是

上层建筑，绝对知识即是绝对真理，是精神发展的顶点。在这部著作中充满了“否定性的辩

证法”和“伟大的历史感”。对于我们了解黑格尔哲学的秘密--辩证法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 

［知识责任］黑格尔 著 

［知识责任］Hegel 著 

［次知识责任］贺麟 译 

［次知识责任］王玖兴 译 

  

 

［正题名］黑格尔哲学 

［第一责任人］（苏）奥甫相尼科夫(М.Х.Овсянников)著 

［译者］侯鸿勋，李金山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10 

［附注内容］本书原为作者的哲学博士论文，书中对德国古典哲学 大代表黑格尔的哲学体

系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G.W.F./研究. 

［知识责任］奥甫相尼科夫 著 

［知识责任］Овсянников 著 

［次知识责任］侯鸿勋 译 

［次知识责任］李金山 译 

  

 

［正题名］论学者的使命 

［第一责任人］（德）费希特(J.G.Fichte)著 



［译者］梁志学，沈真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3 

［附注内容］费希特在德国古典唯心论的发展史上，是一位承先启后的重要哲学家。本书是

一部费希特阐述自己伦理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主要著作，原是费希特 1794 年在耶拿大学的讲

演稿。全书共分 5 讲，这 5 篇讲演公 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洋溢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 

［知识责任］费希特 著 

［知识责任］Fichte 著 

［次知识责任］梁志学 译 

［次知识责任］沈真 译 

  

 

［正题名］理性的历史 

［副题名］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历史的思考 

［第一责任人］（德）布尔(Buhr, Manfred)著 

［译者］王步涛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 18 世纪哲学家们对理性历史发展的讨论，阐明了德国古典哲学明确

提出历史哲学所作出的功劳。作者还多方面深入联系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对这一问题的观

点，对他们研究成果，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评价。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布尔 著 

［知识责任］Buhr 著 

［次知识责任］王步涛 译 

  

 

［正题名］康德传 

［第一责任人］（苏）古留加(А.Гулыга) 

［译者］贾泽林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7 

［附注内容］本书紧紧结合时代背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康德的生平和思想。 

［知识责任］古留加 著 

［知识责任］Гулыга 著 

［次知识责任］贾泽林 译 

  

 

［正题名］康德的时空观 

［第一责任人］陈元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本书是分析康德的时空观的著作，书中并着重分析了康德的时空观对近代某些



自然科学家的影响。 

［主题词］时空观/康德,I./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陈元晖 著 

  

 

［正题名］建构与范导 

［副题名］康德哲学的方法论 

［第一责任人］陈嘉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对康德哲学的主题、思想旨趣、理论归宿进行了分析。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康德, I/方法论 

［知识责任］陈嘉明 著 

  

 

［正题名］人的使命 

［第一责任人］（德）费希特(J.G. Fichte)著 

［译者］梁志学，沈真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7 

［附注内容］这是费希特用哲学观点阐述伦理学说的一部著作。全书共分 3 卷：怀疑；知识；

信仰。作者在书中对自然体系和自由体系，即机械因果性的主观目的性进行了观察，发挥了

主观能动性的哲学观点。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 

［知识责任］费希特 著 

［知识责任］Fichte 著 

［次知识责任］梁志学 译 

［次知识责任］沈真 译 

  

 

［正题名］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 

［第一责任人］（德）费希特(G.Fichte)著 

［译者］梁志学,沈真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10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 

［知识责任］费希特 著 

［知识责任］Fichte 著 

［次知识责任］梁志学 译 

［次知识责任］沈真 译 

  

 

［正题名］黑格尔《小逻辑》浅释 



［第一责任人］姜丕之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6 个部分：黑格尔《哲学全书》3 篇序言简介；黑格尔《哲学全书》

导言浅释；黑格尔《小逻辑》浅释；第 1 篇有论；第二篇本质论；第三篇概念论。 

［主题词］小逻辑/黑格尔,G.W.F./研究 

［知识责任］姜丕之 编著 

  

 

［正题名］论黑格尔的逻辑学 

［第一责任人］张世英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是对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些基本思想作了简要的、比较系统的概括和

阐述，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指示，对这些思想作了分析、批判。 

［主题词］辩证逻辑/黑格尔, G.W.F./著作研究 

［主题词］逻辑/德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世英 著 

  

 

［正题名］黑格尔通信百封 

［第一责任人］苗力田译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主题词］书信集/黑格尔,G.W.F. 

［知识责任］苗力田 译编 

  

 

［正题名］黑格尔《小逻辑》绎注 

［第一责任人］张世英编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黑格尔《小逻辑》是西方哲学史上晦涩难懂的著作之一。但它却有着“合理内

核”，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来源。本书逐节讲解和注释了《小逻辑》，还联系

介绍了西方一些黑格尔专家的观点、看法、以及研究成果，为读者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 

［主题词］小逻辑/黑格尔, G.W.F./研究 

［主题词］小逻辑/研究 

［知识责任］张世英 编著 

  

 

［正题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 

［第一责任人］（英）戴维·麦克莱伦(D.Mclellan)著 

［译者］夏威仪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4 

［附注内容］本书概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形成、发展、分裂与终结的历史，介绍了这一学派

的一般特征，特别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并分章扼要介绍了布鲁诺、

鲍威尔、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麦克斯·施蒂纳和莫泽斯·赫斯这 4 个代表人物的生平与学

说，着重介绍和论述了这些学说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关系。 

［主题词］青年黑格尔派 

［知识责任］麦克莱伦 著 

［知识责任］Mclellan 著 

［次知识责任］夏威仪 译 

  

 

［正题名］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附注内容］本书论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法

哲学、宗教哲学、美学等。 

  

 

［正题名］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第一责任人］侯鸿勋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主题词］思想评论/黑格尔, G.W. 

［知识责任］侯鸿勋 著 

  

 

［正题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第一责任人］邢贲思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主题词］人本主义/费尔巴哈, L.A./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邢贲思 著 

  

 

［正题名］基督教的本质 

［第一责任人］（德）费尔巴哈著 

［译者］荣震华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10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知识责任］费尔巴哈 著 

［次知识责任］荣震华 译 



  

 

［正题名］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 

［第一责任人］（德）费尔巴哈著 

［译者］涂纪亮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1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德国/中世纪 

［知识责任］费尔巴哈 著 

［次知识责任］涂纪亮 译 

  

 

［正题名］哲学教程 

［副题名］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第一责任人］（德）杜林(E.Duhring)著 

［译者］郭官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2 

［附注内容］本书译出的是《哲学教程》中的导言、第 1 篇、第 2 篇、第 4 篇、第 5 篇。这

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痛加批判了的有关篇章。 

［主题词］近代哲学/德国 

［知识责任］杜林 著 

［知识责任］Duhring 著 

［次知识责任］郭官义 译 

  

 

［正题名］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 

［第一责任人］（德）狄慈根(J.Dietzgen)著 

［译者］杨东莼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12 

［附注内容］本书选译狄慈根 4 篇主要哲学著作：《人脑活动的本质》、《论逻辑书简》、《一

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果》。 

［主题词］近代哲学/德国 

［知识责任］狄慈根 著 

［知识责任］Dietzgen 著 

［次知识责任］杨东莼 译 

  

 

［正题名］论冯特 

［第一责任人］陈元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0 



［附注内容］冯特是德国近代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本书内容包括两部分：论冯特在哲学史上

和心理学史上的地位；冯特成立心理实验室的前二百年和后一百年。书末附：心理学的方法

学。 

［主题词］哲学思想/冯特,W./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陈元晖 著 

  

 

［正题名］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第一责任人］（德）叔本华(A.Schopnhauer) 

［译者］石冲白译，杨一之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11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主题词］哲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叔本华 著 

［知识责任］Schop nhauer 著 

［次知识责任］石冲白 译 

［次知识责任］杨一之 校 

  

 

［正题名］尼采 

［第一责任人］（丹）乔治·勃兰兑斯(Brandes, G.)著 

［译者］安延明译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丛编题名］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Friedrich nietzsche 

［附注内容］根据威廉·海尼门公司 1915 年英文版译出 

［知识责任］勃兰兑斯 著 

［知识责任］Brandes 著 

［次知识责任］安延明 译 

  

 

［正题名］权力意志 

［副题名］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第一责任人］（德）弗里德里希·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著 

［译者］张念东，凌素心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涉及的面极广，除了没有涉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以外，几乎遍及当

时的各个主要学科领域，所涉及的历史人物竟达 220 位之多。 

［主题词］哲学理论/尼采,F.W. 

［知识责任］尼采 著 



［知识责任］Nietzsche 著 

［次知识责任］张念东 译 

［次知识责任］凌素心 译 

  

 

［正题名］评伯恩施坦的哲学思想 

［第一责任人］李家钟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着重批判伯恩施坦反

对马克思主义、为其政治主张和政治路线作论证的一些哲学观点，按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

观的顺序展 ；在末章，对概括地表现了他的理论和行动特点的修正主义公式作了剖析。 

［主题词］哲学思想/伯恩斯坦,E. 

［知识责任］李家钟 著 

  

 

［正题名］哲学的转变 

［第一责任人］（德）卡尔－奥托·阿佩尔(Apel, Karl-Otto)著 

［译者］胡万隆等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太阳神译丛 解释学专辑 范进主编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附注内容］本书译自英文版《哲学的转变》 

［附注内容］介绍了解释学的 新发展，提出许多新论点，阐述了解释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具

体应用。 

［主题词］解释学 

［知识责任］阿佩尔 著 

［知识责任］Apel 著 

［次知识责任］胡万隆 译 

  

 

［正题名］伽达默尔论黑格尔 

［第一责任人］（德）H.G.伽达默尔(Gadamer, Hans-Georg)著 

［译者］张志伟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太阳神译丛 解释学专辑 范进主编 

［附注内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英译本转译。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 Hegels dialektik.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黑格尔与古代哲学家的辩证法》、《黑格尔的逻辑学观念》等 5 篇

论文。 

［主题词］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G.W./研究 

［知识责任］加达默尔 著 



［知识责任］Gadamer 著 

［次知识责任］张志伟 译 

  

 

［正题名］否定的辩证法 

［第一责任人］（德）特奥多·阿多尔诺(Adorno, Theodor W.)著 

［译者］张峰译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丛编题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Negative dialektik 

［附注内容］据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休坎普出版社《阿多尔诺全集》第 6 卷 1984 年第 3

版,参考纽约海葬出版社《否定的辩证法》1973 年英译本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阿多尔诺德代表作。它不仅从哲学上概括了这个

学派的“批判理论”的精髓,而且还因为反映了 60 年代西方社会“新左派”的心声而被奉为

他们的政治纲领的理论论证。 

［主题词］法兰克福学派 

［主题词］否定（哲学）/辩证法/研究 

［知识责任］阿多尔诺 著 

［知识责任］Adorno 著 

［次知识责任］张峰 译 

  

 

［正题名］伽达默尔论柏拉图 

［第一责任人］（德）H.G.伽达默尔(Gadamer, Hans-Georg)著 

［译者］余纪元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太阳神译丛 解释学专集 范进主编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 Hans-Georg Gadamer Dialogue and Dialectic Eight Hermeneutical 

studies on Plato. 

［附注内容］据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0 年英文版转译。 

［附注内容］作者通过 8 篇论文与古代哲人讨论了友谊与残废、理想与现实、教育与政治、

哲学与生活等问题。 

［主题词］解释学 

［知识责任］加达默尔 著 

［知识责任］Gadamer 著 

［次知识责任］余纪元 译 

  

 

［正题名］现时代的人 

［第一责任人］（德）卡尔·雅斯贝尔斯(Jaspers, Karl)著 

［译者］周晓亮，宋祖良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作者认为：人是精神，人之为人所处的境况就是精神境况。本书论述作为精神

的人在现代的命运和处境，阐述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处境以及可能摆脱这一处境所凭借的精

神手段。 

［主题词］存在主义/人生哲学 

［知识责任］雅斯贝尔斯 著 

［知识责任］Jaspers 著 

［次知识责任］周晓亮 译 

［次知识责任］宋祖良 译 

  

 

［正题名］重建价值主体 

［副题名］卡尔·雅斯贝斯对近现代西方自由观的扬弃 

［第一责任人］方朝晖著 

［出版者］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的学术专著，作者阐述了雅斯贝斯哲

学中的主体性思想，特别是他的自由观。 

［主题词］哲学思想/雅斯贝尔斯,K./研究 

［主题词］存在主义/人生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方朝晖 著 

  

 

［正题名］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 

［第一责任人］张汝伦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博士丛书 

［主题词］哲学思想/海德格尔,M./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张汝伦 著 

  

 

［正题名］海德格尔哲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陈嘉映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5.4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eng 第二

辑 

［主题词］哲学思想/海德格尔,M./研究 

［知识责任］陈嘉映 著 

  

 

［正题名］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 

［副题名］终极视域的 启与交融 



［第一责任人］张祥龙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6.9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eng 第三

辑 

［主题词］哲学思想/海德格尔,M./思想评论 

［主题词］天道/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祥龙 著 

  

 

［正题名］交往行动理论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 

［第一责任人］（德）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著 

［译者］洪佩郁，蔺菁译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丛编题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Ⅰ,Handlungsrationalitat 

und Gesellschaftliche Rationalisierung 

［附注内容］据法兰克福苏尔卡姆普出版社 1985 年第 3 版译出。 

［主题词］哲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 

［知识责任］哈贝马斯 著 

［知识责任］Habermas 著 

［次知识责任］洪佩郁 译 

［次知识责任］蔺菁 译 

  

 

［正题名］交往行动理论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 

［第一责任人］（德）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著 

［译者］洪佩郁，蔺青译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9 

［丛编题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附注内容］版权页译者为:蔺菁。 

［附注内容］据德国法兰克福苏尔卡姆普出版社 1985 年第 3 版译出。 

［主题词］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理论 

［主题词］哲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 

［知识责任］哈贝马斯 著 

［知识责任］Habermas 著 

［次知识责任］洪佩郁 译 



［次知识责任］蔺青 译 

  

 

［正题名］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第一责任人］（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著 

［译者］韩光明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The modern western thought series eng 1 

［附注内容］英文书名：A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 

［附注内容］本书原译：自由主义 

［附注内容］据德国古斯塔夫·费雪尔出版社 1927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资助出版 

［主题词］哲学思想/奥地利/现代 

［知识责任］米塞斯 著 

［知识责任］Mises 著 

［次知识责任］韩光明 译 

  

 

［正题名］自然哲学 

［第一责任人］（德）莫里茨·石里克(M.Schick)著 

［译者］陈维杭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11 

［主题词］自然哲学 

［知识责任］石里克 著 

［知识责任］Schick 著 

［知识责任］陈维杭 译 

  

 

［正题名］感觉的分析 

［第一责任人］（奥）E.马赫著 

［译者］洪谦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感觉/奥地利/近代 

［知识责任］马赫 著 

［次知识责任］洪谦 译 

  

 

［正题名］一个诱引者的手记 

［第一责任人］（丹）日兰·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 Sφren)著 

［译者］王才勇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书是丹麦著名哲学家日兰·克尔凯郭尔关于人生哲理探讨的一部名著。作者

将自己传奇式的一段经历，用深邃的哲理加以分析，揭示了人类情感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情结：

对真实情感的追求的强烈与艰难。 

［主题词］存在主义/丹麦/近代 

［知识责任］克尔凯郭尔 著 

［知识责任］Kierkegaard 著 

［次知识责任］王才勇 译 

  

 

［正题名］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7 

［附注内容］南斯拉夫哲学界从 60 年代中期，形成两派------“正统派”和“实践派”。本书

收有这两派的论文 20 篇。它们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的形

成、发展和特点；铁托对马列主义理论发展的独特贡献；哲学上两派的分岐以至于对马克思、

列宁本人的评价等等。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南斯拉夫/现代 

  

 

［正题名］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 

［第一责任人］（南）马尔科维奇，（南）彼德洛维奇编 

［译者］郑一明，曲跃厚译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丛编题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主编 

［附注内容］据荷兰 D.雷德尔出版公司 1979 年英文版译出 

［主题词］实践/哲学学派/南斯拉夫/文集 

［知识责任］马尔科维奇 编 

［知识责任］彼德洛维奇 编 

［次知识责任］郑一明 译 

［次知识责任］曲跃厚 译 

  

 

［正题名］新科学 

［第一责任人］（意）维柯(Vico, G.)著 

［译者］朱光潜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Scienza nuova.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神、英雄和人三个时代，强调只有到了人的时代，

人类社会才有政治权利的平等、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文化的昌盛。他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十七、



十八世纪西方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 

［主题词］美学 

［知识责任］维柯 著 

［知识责任］Vico 著 

［次知识责任］朱光潜 译 

  

 

［正题名］西欧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苏）亚历山大洛夫(Александров, Г.Ф.)著 

［译者］王永江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哲学史/西欧 

［知识责任］亚历山德罗夫 著 

［知识责任］Александров 著 

［次知识责任］王永江 译 

  

 

［正题名］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哲学 

［第一责任人］夏增智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夏增智 著 

  

 

［正题名］培根论说文集 

［第一责任人］（英）培根(F.Bacon)著 

［译者］水天同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7 

［知识责任］培根 著 

［知识责任］Bacon 著 

［次知识责任］水天同 译 

  

 

［正题名］基督教并不神秘 

［第一责任人］（英）托兰德(Toland, J.)著 

［译者］张继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3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知识责任］托兰德 著 

［知识责任］Toland 著 

［次知识责任］张继安 译 



  

 

［正题名］人性论 

［第一责任人］（英）休谟(D.Hume)著 

［译者］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5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主题词］人性论 

［知识责任］休谟 著 

［知识责任］Hume 著 

［次知识责任］关文运 译 

［次知识责任］郑之骧 校 

  

 

［正题名］哲学大纲 

［第一责任人］罗素著 

［译者］正中书局编审委员会译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5 

［知识责任］罗素 著 

  

 

［正题名］哲学的还原 

［副题名］哲学与语言分析 

［第一责任人］查尔斯沃斯著 

［译者］田晓春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知识责任］查尔斯沃斯 著 

［次知识责任］田晓春 译 

  

 

［正题名］科学与近代世界 

［第一责任人］（英）怀特海著 

［译者］何钦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7 

［知识责任］怀特海 著 

［次知识责任］何钦 译 

  

 



［正题名］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 

［副题名］宗教和有关问题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英）罗素(B.Russell)著 

［译者］沈海康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书是罗素的论文集，收集了罗素的 15 篇论文，主要以无神论的观点谈论宗

教，还以非正统的观点讨论了道德、性、教育和学术讨论自由等问题。 

［主题词］宗教/关系/科学 

［知识责任］罗素 著 

［知识责任］Russell 著 

［次知识责任］沈海康 译 

  

 

［正题名］宗教与科学 

［第一责任人］（英）罗素(B.Russell)著 

［译者］徐奕春，林国夫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深刻地批判了宗

教神学。他认为，科学与神学的斗争，每次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后者在科学进步面前，

不得不步步退却，对自己的教义不得不一次次进行修饰和补充。作者用大量的事实材料，说

明了这一点。但是，对宗教的批判是不彻底的。 终还是为宗教信仰留下了地盘。 

［主题词］宗教/关系/科学 

［知识责任］罗素 著 

［知识责任］Russell 著 

［次知识责任］徐奕春 译 

［次知识责任］林国夫 译 

  

 

［正题名］我的哲学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英）罗素著 

［译者］温锡增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1 

［知识责任］罗素 著 

［次知识责任］温锡增 译 

  

 

［正题名］罗素论中西文化 

［第一责任人］刘福增主编 

［译者］胡品清译 

［出版者］水牛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8.2 



［丛编题名］哲学丛书 

［知识责任］刘福增 主编 

［次知识责任］胡品清 译 

  

 

［正题名］西方的智慧 

［副题名］西方哲学在它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的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英）伯特兰·罗素(Russell, B.)著 

［译者］马家驹，贺霖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附注内容］本书评述了西方自古希腊至当代 2500 余年哲学的发展史。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罗素 著 

［知识责任］Russell 著 

［次知识责任］马家驹 译 

［次知识责任］贺霖 译 

  

 

［正题名］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 

［第一责任人］（英）伯特兰·罗素(Russell, Bertrand)著 

［译者］任晓明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名著之一，共有 8 讲，主要讨论了科学哲学

的有关问题，同时论及语言哲学、心的哲学和行动哲学的内容。 

［主题词］科学哲学/罗素, B. 

［知识责任］罗素 著 

［知识责任］Russell 著 

［次知识责任］任晓明 译 

  

 

［正题名］罗素文集 

［第一责任人］（英）罗素(Bertrand Russell)著 

［译者］王正平译 

［出版者］改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9 

［知识责任］罗素 著 

［知识责任］Russell 著 

［次知识责任］王正平 译 

  

 

［正题名］贝特兰·罗素 

［第一责任人］（英）A.J.艾尔(A.J.Ayer)著 



［译者］尹大贻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主题词］哲学思想/罗素,B. 

［知识责任］艾尔 著 

［知识责任］Ayer 著 

［次知识责任］尹大贻 译 

  

 

［正题名］哲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英）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udwig）著 

［译者］汤潮，范光棣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2.3 

［丛编题名］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主题词］逻辑实证主义 

［知识责任］维特根斯坦 著 

［知识责任］Wittgenstein 著 

［次知识责任］汤潮 译 

［次知识责任］范光棣 译 

  

 

［正题名］重构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责任人］（英）乔治·莱尔因(Larrain, J.)著 

［译者］姜兴宏，刘明如译，王锐生校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附注内容］本书重新解释和建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者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提

出了独到见解，并分析了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在世界各国的不同命运。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莱尔因 著 

［知识责任］Larrain 著 

［次知识责任］姜兴宏 译 

［次知识责任］刘明如 译 

［次知识责任］王锐生 校 

  

 

［正题名］神学政治论 

［第一责任人］（荷兰）斯宾诺莎著 

［译者］温锡增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7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知识责任］斯宾诺莎 著 

［次知识责任］温锡增 译 

  

 

［正题名］斯宾诺莎书信集 

［第一责任人］（荷）斯宾诺莎(Spinoza, Benedict de)著 

［译者］洪汉鼎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收入斯宾诺莎与友人往返书信 87 封，其中著者写的 50 封，其通信人写的 37

封。这些书信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个人生活、性格和著述情况,同时展

现了一幅 17 世纪有关社会政治、科学研究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画面。 

［主题词］书信集/斯宾诺沙,B. 

［知识责任］斯宾诺莎 著 

［知识责任］Spinoza 著 

［次知识责任］洪汉鼎 译 

  

 

［正题名］自然的体系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法）霍尔巴赫著 

［译者］管士滨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1 

［附注内容］下卷内容：论神；论神存在的证明，神的属性；论神影响人类幸福的方式。书

末附霍尔巴赫生平和著作年表、人物索引和专题索引等。本卷主要是集中火力批判当时处于

支配地位的宗教、神学和有神论。目的是打击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 

［主题词］政治理论/法国/近代 

［知识责任］霍尔巴赫 著 

［次知识责任］管士滨 译 

  

 

［正题名］论法的精神 

［第一责任人］（法）孟德斯鸠著 

［译者］张雁深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1.11 

［知识责任］孟德斯鸠 著 

［次知识责任］张雁深 译 

  

 

［正题名］狄德罗哲学选集 

［第一责任人］（法）狄德罗(D.Diderot)著 

［译者］江天骥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59.10 

［附注内容］狄德罗是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本书收集了他的《哲学思想录》、《哲

学思想录增补》、《对自然的解释》、《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

《达朗贝的梦》、《谈话的继续》和《拉摩的侄儿》等主要著作。 

［主题词］近代哲学/法国/选集 

［知识责任］狄德罗 著 

［知识责任］Diderot 著 

［次知识责任］江天骥 译 

  

 

［正题名］笛卡尔哲学原理 

［副题名］依几何学方式证明 

［第一责任人］（荷）斯宾诺莎(B.Spinoza)著 

［译者］王荫庭，洪汉鼎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两部分：《笛卡尔哲学原理》和附录《形而上学思想》。前者采取几何

学方式讲述笛卡尔哲学原理，后者是对一些重要形而上学问题和概念分析说明的札记。 

［主题词］哲学思想/笛卡儿, R. 

［知识责任］斯宾诺莎 著 

［知识责任］spinoza 著 

［次知识责任］王荫庭 译 

［次知识责任］洪汉鼎 译 

  

 

［正题名］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 

［第一责任人］葛力，姚鹏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伏尔泰是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伟大思想家，本书对他富有戏剧性的一生作

了纵横交错、夹叙夹议、多侧面的记述，同时阐述了他的思想。 

［知识责任］葛力 著 

［知识责任］姚鹏 著 

  

 

［正题名］健全的思想 

［副题名］或和超自然观念对立的自然观念 

［第一责任人］（法）霍尔巴赫著 

［译者］王荫庭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5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Bon sens;ou idees naturelles,opposees aux idees surnaturelles 



［主题词］唯物主义/哲学理论/法国/近代 

［知识责任］霍尔巴赫 著 

［次知识责任］王荫庭 译 

  

 

［正题名］萨特及其存在主义 

［第一责任人］徐崇温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主题词］存在主义/萨特,J.P./研究 

［知识责任］徐崇温 著 

  

 

［正题名］一个绝望者的希望 

［副题名］萨特引论 

［第一责任人］杜小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丛编题名］人文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杜小真 著 

  

 

［正题名］存在与虚无 

［第一责任人］（法）萨特(Sartre, J.P.)著 

［译者］陈宣良等译，杜小真校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7.3 

［丛编题名］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L'etre et le neant 

［附注内容］根据 Gallimard 书店法文 1981 年版译出。 

［主题词］存在主义 

［知识责任］萨特 著 

［知识责任］Sartre 著 

［次知识责任］陈宣良 译 

［次知识责任］杜小真 校 

  

 

［正题名］七十述怀 

［第一责任人］（法）萨特著 

［译者］施康强译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一篇政论、两篇文论与一篇谈话记录。 

［知识责任］萨特 著 



［次知识责任］施康强 译 

  

 

［正题名］自由的迷惘 

［副题名］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剖视 

［第一责任人］李辛生等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存在主义/萨特,J.P./研究 

［知识责任］李辛生 著 

  

 

［正题名］原始思维 

［第一责任人］（法）列维-布留尔著 

［译者］丁由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5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原始思维学 

［知识责任］列维-布留尔 著 

［次知识责任］丁由 译 

  

 

［正题名］突变论 

［副题名］思想和应用 

［第一责任人］（法）托姆(Thom, R.)著 

［译者］周仲良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丛编题名］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第二辑 冯永宽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Mathematical modeis of morphpogenesis 

［主题词］突变理论 

［知识责任］托姆 著 

［知识责任］Thom 著 

［次知识责任］周仲良 译 

  

 

［正题名］弗莱研究 

［副题名］中国与西方 

［第一责任人］王宁，徐燕红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7 

［丛编题名］诺思洛普·弗莱研究丛书 

［主题词］文化哲学/弗莱,N./研究 



［知识责任］王宁 编著 

［知识责任］徐燕红 编 

  

 

［正题名］实用主义 

［副题名］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 

［第一责任人］（美）詹姆士(W.James)著 

［译者］陈羽纶，孙瑞禾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8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威廉·詹姆士是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本书收集了他的 8 篇讲稿

和 4 篇论文。实用主义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继承

了贝克莱和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路线，宣称客观世界可以按照人的主观意愿任意塑

造，否定物质第一性的原则和规律的客观性。这一哲学是先进的科学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敌人。 

［主题词］实用主义/美国/近代 

［知识责任］詹姆斯 著 

［知识责任］James 著 

［次知识责任］陈羽纶 译 

［次知识责任］孙瑞禾 译 

  

 

［正题名］从现代背景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 

［第一责任人］（美）桑德拉·罗森塔尔(Rosenthal, Sardal B.)著 

［译者］陈维刚译 

［出版者］ 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作者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广阔背景上，就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关于经验、实在、科

学方法、意义和实证、伦理价值、个人与社会等基本观点及其与分析哲学和存在论现象学两

大哲学思潮的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叙述和阐释。 

［主题词］实用主义/研究/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罗森塔尔 著 

［知识责任］Rosenthal 著 

［次知识责任］陈维刚 译 

  

 

［正题名］维纳著作选 

［第一责任人］（美）维纳(N.Wiener)著 

［译者］钟韧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7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控制论的创始人。他不仅首先把“控制论”这个新名词引进自然科

学，还把控制论的思想引伸到人类和社会，提出了一整套哲学观。本书选编了他的《人当作

人来使用》和《上帝和高兰合股公司》两篇著作，集中阐述了作者的自然科学 哲学观点。 



［主题词］科学哲学/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维纳 著 

［知识责任］Wiener 著 

［次知识责任］钟韧 译 

  

 

［正题名］人有人的用处 

［副题名］控制论和社会 

［第一责任人］（美）维纳(N.Wiener)著 

［译者］陈步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控制论发展的历史，阐述了控制论涉及各方面内容，特点是阐述了

控制化与社会的关系。书中既有科学内容也有哲学上的探讨。对机器是否比人聪明，人还有

没有人的用处，从哲学上发表了有哲学意义的论见。 

［主题词］控制论/应用/哲学 

［知识责任］维纳 著 

［知识责任］Wiener 著 

［次知识责任］陈步 译 

  

 

［正题名］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 

［副题名］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哲学论著选译 

［书目卷册］第 1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1 

［附注内容］全书共分 4 集。第 1 集收入实用主义、绝对唯心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流派的论著；

第 2 集收入存在主义、现象学、人格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流派的论著；第 3 集收入分析哲

学、普通语义学、符号学、操作论和结构主义等流派的论著；第 4 集收入自由主义、保守主

义、新激进主义等流派有关社会政治哲学的论著。 

［主题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美国/文集 

  

 

［正题名］实证相对主义 

［副题名］一个崭新的教育哲学 

［第一责任人］（美）比格(M.L.Bigge)著 

［译者］金冬日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主题词］教育哲学 

［知识责任］比格 著 

［知识责任］Bigge 著 

［次知识责任］金冬日 译 



  

 

［正题名］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 

［第一责任人］（美）L.德赖弗斯(Dreyfus, L.)，（美）保罗·拉比诺(Rabinow, Paul)著 

［译者］张建超，张静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太阳神译丛 解释学专辑 范进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附注内容］封面及书脊著者国籍：法 

［附注内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3 版译 

［附注内容］本书按时间顺序探讨了福柯的主要著作，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弊端，评述了福

柯的知识考古学、西方性欲史、解释分析学以及权利与知识理论，并与其他思想家的理论作

了分析比较。 

［主题词］结构主义（哲学）/福柯,M./研究 

［主题词］解释学/研究 

［知识责任］德赖弗斯 著 

［知识责任］Dreyfus 著 

［知识责任］拉比诺 著 

［知识责任］Rabinow 著 

［次知识责任］张建超 译 

［次知识责任］张静 译 

  

 

［正题名］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 

［副题名］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哲学论著选译 

［书目卷册］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8 

［附注内容］本集收入存在主义、现象学、宗教哲学、人格主义等方面的论著。在每篇译文

前，译校者对作者的生平、观点都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对他们的观点作了简要的批判。 

［主题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美国/文集 

  

 

［正题名］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 

［副题名］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哲学论著选译 

［书目卷册］第 3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10 

［主题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美国/文集 

  

 



［正题名］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 

［副题名］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哲学论著选译 

［书目卷册］第 4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集收入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等方面的论著。每篇译文前，对作

者的生平、观点都作了简要介绍，并对他们的观点作了简要的批判。 

［主题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美国/文集 

  

 

［正题名］批判的实在论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美）德雷克等著 

［译者］郑之骧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8 

［附注内容］本书是 7 个人 7 篇文章的小集子，他们是美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 初持新

实在论观点，后来这 7 个人形成新的一派-----批判的实在论，本书实系宣言书。对于 20 世

纪初美国哲学界的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本书提供了重要的情况。 

［主题词］批判实在论/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德雷克 著 

［次知识责任］郑之骧 译 

  

 

［正题名］新实在论 

［副题名］哲学研究合作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美）霍尔特(E.B.Holt)等著 

［译者］伍仁益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5 

［附注内容］本书除绪论外：包括《把形而上学从认识论中解放出来》；《实在论的独立性理

论》；《对于分析的辩护》；《实在论的真与错的学说》；《虚幻的经验在实在论的世界中之地位》

和《生物学的一些实在论的含义》等 6 篇文章。附录中载有少数争辩的问题。 

［主题词］新实在论 

［知识责任］霍尔特 著 

［知识责任］Holt 著 

［次知识责任］伍仁益 译 

  

 

［正题名］实验心理学史 

［第一责任人］（美）波林(E.G.Boring)著 

［译者］高觉敷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8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实验心理学/心理学史 

［主题词］心理学史/实验心理学 

［知识责任］波林 著 

［知识责任］Boring 著 

［次知识责任］高觉敷 译 

  

 

［正题名］主体性的黄昏 

［第一责任人］（美）弗莱德·R·多尔迈(Dallmayr, Fred R.)著 

［译者］万俊人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丛编题名］西方学术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wilight of subjectivity 

［附注内容］据美国马萨诸塞（麻省）大学 1981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书后有中英文对照索引 

［附注内容］介绍了现代西方哲学主体性观念的历史发生、发展和衰退，及其作者的“批判

性后现象学”或“实践本体论”的立意、思路和方式，乃至这种新型哲学理论的框架。 

［主题词］现象学/研究/欧洲/现代 

［主题词］本体论/研究/欧洲/现代 

［知识责任］多迈尔 著 

［知识责任］Dallmayr 著 

［次知识责任］万俊人 译 

  

 

［正题名］中国思维偏向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成中英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综合、直觉、意象、阴性的偏向，指出与西

方思维的局部、分析、推理、阳性特征有明显不同，须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转换。 

［主题词］传统/思维/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知识责任］成中英 著 

  

 

［正题名］现代思维科学 

［第一责任人］丁润生等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现代社会科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现代思维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论述了思维的实质与思维科

学的对象、体系和方法，总结了思维的特点和规律。 



［主题词］思维科学 

［知识责任］丁润生 著 

  

 

［正题名］思想·文化·道德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 50 多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哲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与价值学说及文化

问题。 

［主题词］伦理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正题名］新方法·新观念 

［第一责任人］傅殿英主编 

［译者］王箴禹等撰写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现代思维模式丛书 苏越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对经济、政治和思维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方法和新观念进行了剖析。 

［主题词］社会科学/方法论 

［主题词］方法论/社会科学 

［主题词］观念 

［知识责任］傅殿英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箴禹 撰写 

  

 

［正题名］因明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刘培育等编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主题词］因照（印度逻辑）/研究/印度/古代 

［知识责任］刘培育 编 

  

 

［正题名］中国近古逻辑史 

［第一责任人］温公颐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本卷描写了北宋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夜为止，许多巨大政治经济的变化给逻

辑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 



［主题词］逻辑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温公颐 著 

  

 

［正题名］因明学 

［第一责任人］虞愚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9.11 

［附注内容］“因明”是梵文 Hctvidya 的意译，是古代印度佛教思想中关于逻辑推理的学说。

本书较系统地论述了因明学的历史沿革、推理程序和主论原则等。 

［主题词］因明（印度逻辑）/研究 

［知识责任］虞愚 著 

  

 

［正题名］逻辑学文集 

［第一责任人］《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丛编题名］哲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逻辑/文集 

  

 

［正题名］上海市逻辑学会 1980 年年会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逻辑学会编 

［出版者］上海市逻辑学会 

［出版日期］1980.12 

 

［正题名］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 

［副题名］1949-1979 

［第一责任人］北京三联书店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1.2 

［主题词］逻辑史/中国/文集 

  

 

［正题名］逻辑学小辞典 

［第一责任人］《逻辑学辞典》编委会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 

［主题词］逻辑/词典 

  

 

［正题名］逻辑浅说 

［第一责任人］李方明著 



［出版者］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编辑部 

［出版日期］1979 

［知识责任］李方明 著 

  

 

［正题名］普通逻辑 

［第一责任人］《普通逻辑》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0 

［主题词］形式逻辑 

  

 

［正题名］故事里的逻辑 

［第一责任人］吴家麟编著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2 

［主题词］形式逻辑/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吴家麟 编著 

  

 

［正题名］学点逻辑 

［第一责任人］倪鼎夫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形式逻辑 

［知识责任］倪鼎夫 编 

  

 

［正题名］简明逻辑史 

［第一责任人］（德）W.肖尔兹著 

［译者］张家龙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逻辑史 

［知识责任］肖尔兹 著 

［次知识责任］张家龙 译 

  

 

［正题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 

［第一责任人］（苏）阿赫曼诺夫(А.С.Ахманов)著 

［译者］马兵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主题词］逻辑/亚里士多德 



［知识责任］阿赫曼诺 著 

［知识责任］Ахманов 著 

［次知识责任］马兵 译 

  

 

［正题名］中国逻辑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汪奠基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逻辑/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汪奠基 著 

  

 

［正题名］中国逻辑思想史稿 

［第一责任人］周文英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2 

［主题词］逻辑/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周文英 著 

  

 

［正题名］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 

［第一责任人］陶文楼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主题词］辩证思维 

［知识责任］陶文楼 著 

  

 

［正题名］辩证逻辑思想简史 

［第一责任人］陶文楼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9 

［主题词］辩证逻辑/逻辑史 

［知识责任］陶文楼 著 

  

 

［正题名］形式逻辑简明读本 

［第一责任人］金岳霖等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形式逻辑 

［知识责任］金岳霖 著 



  

 

［正题名］墨辩逻辑学 

［第一责任人］陈孟麟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逻辑/墨辩/研究 

［主题词］墨家/研究 

［知识责任］陈孟麟 著 

  

 

［正题名］印度逻辑学的基本性质 

［第一责任人］（日）梶山雄一著 

［译者］张春波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7 

［主题词］形式逻辑/印度 

［知识责任］梶山雄一 著 

［次知识责任］张春波 译 

  

 

［正题名］自我突破思考法 

［第一责任人］饶明华著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丛编题名］五角丛书 第 6 辑 

［主题词］创造性思维方法 

［知识责任］饶明华 著 

  

 

［正题名］GEB------一条永恒的金带 

［第一责任人］（美）霍夫斯塔特著 

［译者］乐秀成编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6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主题词］未来学/研究 

［知识责任］霍夫斯塔特 著 

［次知识责任］乐秀成 编译 

  

 

［正题名］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副题名］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 

［第一责任人］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研究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第一责任人］罗国杰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4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7 章，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依次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

本理论、共产主义道德的规范体系、人生观和行为品质要求、道德评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

养等问题。 

［主题词］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知识责任］罗国杰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第一责任人］（苏）季塔连科主编 

［译者］愚生，重耳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主题词］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知识责任］季塔连科 主编 

［次知识责任］愚生 译 

［次知识责任］重耳 译 

  

 

［正题名］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国内关于“人”的问题论文 39 篇。分 3 部分：

㈠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㈡人性、人的本质；㈢异化问题。书后附有《近几年

关于“人”的问题论文索引》。 

［主题词］人道主义/研究 

［主题词］人性论/研究 

  

 

［正题名］中国伦理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伦理学/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章海山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思想史 

［知识责任］章海山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对象、结构、基本方面 

［第一责任人］（苏）阿尔汉格尔斯基(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 Л.М.)著 

［译者］杨远，石毓彬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丛编题名］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этика:прдмет,струк

тура,структура,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附注内容］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85 年版译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 

［知识责任］阿尔汉格尔斯基 著 

［知识责任］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 著 

［次知识责任］杨远 译 

［次知识责任］石毓彬 译 

  

 

［正题名］正义论 

［第一责任人］（美）约翰·罗尔斯(Rawls, J.)著 

［译者］何怀宏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丛编题名］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 罗国杰，郑文林主编 

［附注内容］约翰·罗尔斯(1921- )，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家 

［附注内容］本书充分表达作者严密的条理一贯的思想体系---即一种继承西方契约论的传

统，试图代替现行功利主义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 

［主题词］理论学/西方国家 

［主题词］罗尔斯,J.-正义/理论 

［知识责任］罗尔斯 著 

［知识责任］Rawls 著 

［次知识责任］何怀宏 译 

  

 

［正题名］超越的爱 



［第一责任人］（美）欧文·辛格(Irving Singer)著 

［译者］沈彬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主题词］爱的理论 

［知识责任］辛格 著 

［知识责任］Singer 著 

［次知识责任］沈彬 译 

  

 

［正题名］辨奸新论 

［第一责任人］景志远，黄静林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知识责任］景志远 著 

［知识责任］黄静林 著 

  

 

［正题名］新伦理学原理 

［第一责任人］邓悦生，王海明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卷，共八章。通过研究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阐述人际行

为应遵守的道德原则，从而创立了一种新伦理学理论。 

［主题词］伦理学 

［知识责任］邓悦生 著 

［知识责任］王海明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 

［第一责任人］韩庆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对多年来国内外人学的争论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对人

的本质、人性、人道、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探讨。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 

［知识责任］韩庆祥 著 

  

 

［正题名］共产主义 ABC 

［第一责任人］（苏）布哈林(Вухарин, Н.И.)，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Преобра

женский, Е.)著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1919 年 3 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这是俄国无产阶级

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政党通过的一第一个成 

［主题词］政论/苏联 

［知识责任］布哈林 著 

［知识责任］Вухарин 著 

［知识责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著 

［知识责任］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著 

  

 

［正题名］新个体主义伦理观 

［副题名］爱因·兰德文选 

［第一责任人］（美）爱因·兰 德(Ayn-Rand)著 

［译者］秦裕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3.8 

［丛编题名］猫头鹰文库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姚鹏主编 第 5 辑 

［附注内容］根据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 1964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共选文章 16 篇，有《人类利益的冲突》、《种族主义》、《快乐的心理》等。 

［主题词］伦理学/美国/文集 

［知识责任］兰德 著 

［知识责任］Ayn-Rand 著 

［次知识责任］秦裕 译 

  

 

［正题名］契约伦理与社会主义 

［副题名］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 

［第一责任人］何怀宏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罗国杰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罗尔斯正义论的历史内涵，探讨了正义原则的逻辑与根据、正义原

则的优先性、正义原则的内在冲突、正义原则的证明方法诸问题。 

［主题词］正义/研究 

［知识责任］何怀宏 著 

  

 

［正题名］良心论 

［副题名］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 

［第一责任人］何怀宏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4.11 

［丛编题名］上海三联文库 学术系列 

［主题词］良心/研究 



［知识责任］何怀宏 著 

  

 

［正题名］中国传统人格批判 

［第一责任人］刘广明，王志跃编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广明 编著 

［知识责任］王志跃 主编 

  

 

［正题名］价值和评价 

［副题名］现代英美价值论集粹 

［第一责任人］（美）培里等著 

［译者］刘继编选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丛编题名］价值论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价值、评价、价值尺度、关于实际意义的价值论、事实与价值等问

题。 

［主题词］价值（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培里 著 

［次知识责任］刘继 编选 

  

 

［正题名］环境伦理学 

［副题名］中西环保哲学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冯沪祥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冯沪祥 著 

  

 

［正题名］日本伦理思想与日本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吴潜涛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书屋 罗国杰主编 

［附注内容］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论述日本伦理思想和特征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揭示作为非经济因素的伦理精神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主题词］伦理学/思想史/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吴潜涛 著 



  

 

［正题名］人道主义思想论库 

［第一责任人］罗国杰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收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苏联东欧思想家、西方思想家、中国思想

家和东方思想家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论述。 

［主题词］人道主义/思想史/文摘/世界 

［知识责任］罗国杰 主编 

  

 

［正题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 

［第一责任人］陈明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人道主义研究丛书 陈明主编 

［主题词］人道主义/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明 主编 

  

 

［正题名］中国道德百家 

［第一责任人］陈铭等编写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知识责任］陈铭 编写 

  

 

［正题名］中国伦理学说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沈善洪，王凤贤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主题词］伦理学/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沈善洪 著 

［知识责任］王凤贤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上的人性论 

［第一责任人］姜国柱，朱葵菊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附注内容］本书评述了中国历史上有关人性的理论，并且探讨了人性论发展的基本线索和

内在联系。 



［主题词］人性论/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姜国柱 著 

［知识责任］朱葵菊 著 

  

 

［正题名］中国伦理学史略 

［第一责任人］姜法曾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有关伦理学即道德学说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介绍和分析了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等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思想家和重要思想流派的伦理道德学说。 

［主题词］伦理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姜法曾 著 

  

 

［正题名］六经责我 生面 

［副题名］王船山伦理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唐凯麟，张怀承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论述了王船山的伦理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等。 

［主题词］伦理学/王夫之/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唐凯麟 著 

［知识责任］张怀承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顺教，季甄馥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主题词］伦理学/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徐顺教 主编 

［知识责任］季甄馥 主编 

  

 

［正题名］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张岂之，陈国庆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3.10 

［丛编题名］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近代新伦理思想的孕育、萌发和变革，论述了康有为、梁启超、严

复、孙中山等人的伦理观，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揭露与抨击。 

［主题词］伦理学/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岂之 著 



［知识责任］陈国庆 著 

  

 

［正题名］中国伦理学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陈少峰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主题词］伦理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陈少峰 著 

  

 

［正题名］人生的支柱 

［第一责任人］（美）马尔茨(Maltz, M.)著 

［译者］毛宗毅，蒋成红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丛编题名］青年译丛 

［附注内容］著者原题:莫尔兹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houghts to live by 

［附注内容］在生活中，常会遇到各种挫折、压力、心理产生不平衡，本书介绍了在纷扰的

生活中如何做到自我心理平衡，学会自我完善。 

［主题词］人生观/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马尔茨 著 

［知识责任］Maltz 著 

［次知识责任］毛宗毅 译 

［次知识责任］蒋成红 译 

  

 

［正题名］道德科学初学集 

［第一责任人］李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9 

［主题词］伦理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奇 著 

  

 

［正题名］云南大学伦理学讨论会文集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0.6 

 

［正题名］伦理学文选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伦理学会编 

［出版者］吉林省伦理学会 



［出版日期］1984.3 

 

［正题名］人生哲学宝库 

［第一责任人］张品兴，乔继堂主编 

［译者］《人生哲学宝库》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创造弘扬的人生哲学思想精华，包括古今中外

关于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与自我、人的活动、人生价值、伦理道德、人

生境界、人生际遇、个人修养和生活艺术等。 

［主题词］人生哲学/手册 

［知识责任］张品兴 主编 

［知识责任］乔继堂 主编 

  

 

［正题名］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探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附注内容］本论集收入 16 篇论文，都是首次公 发表的。文章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探讨人和哲学的关系，人性概念的含义、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等问题。一些文章还专门探讨

了人性观与伦理观的关系，人的需要与人的本性的关系，人与外部世界的价值关系，人的本

质与人的幸福的关系，人的精神文明与人性的关系。书中还收有探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人道

主义思想和人性观的文章。 

［主题词］人学/研究 

  

 

［正题名］和平、人生与哲学 

［副题名］池田大作与基辛格对话集 

［第一责任人］卞立强译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知识责任］卞立强 译 

  

 

［正题名］第三条虹桥 

［第一责任人］（日）池田大作，（苏）А.А.罗古诺夫著 

［译者］卞立强译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附注内容］池田大作和罗古诺夫两位世界著名学者在这对话集里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与人

生经验，纵谈人生，展望未来。对话内容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 

［主题词］日苏关系/文化交流/文集 

［主题词］文化交流/日美关系/文集 

［知识责任］池田大作 著 



［知识责任］罗古诺夫 著 

［次知识责任］卞立强 译 

  

 

［正题名］中国人生理论史鉴 

［第一责任人］郑晓江，程林辉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史鉴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历史发展为线索，对各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思想流派和著

名文人的人生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主题词］人生哲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郑晓江 著 

［知识责任］程林辉 著 

  

 

［正题名］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纵横谈 

［第一责任人］紫竹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分价值观、人性论、人格论、命运观、生死观、苦乐观、朋友论、修身论、

善恶论、忠孝观、婚姻观、养生论、解脱论十三个专题，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作了有益的探

索。 

［主题词］人生哲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紫竹 编 

  

 

［正题名］中国人的人生之道 

［并列题名］The Chinese ways of life 

［第一责任人］曾凡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丛编题名］中国人的奥秘丛书 The Chinese nation's mysteries series eng 孙荪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人生存的自然、社会条件、传统文化为背景，研究概括了中国人的

人生之道的特点。 

［主题词］人生哲学/中国 

［知识责任］曾凡 著 

  

 

［正题名］梁漱溟随想录 

［第一责任人］梁漱溟著 

［译者］鲁薇娜编 

［出版者］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赛德文库 人生的启示 

［附注内容］摘取梁氏著述箐华，可窥其为人与为学。包括:合理的人生态度、生命的意义、

人生修养要诀、求学与择业、东亚文化问题等 5 部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摘/中国 

［知识责任］梁漱溟 著 

［次知识责任］鲁薇娜 编 

  

 

［正题名］人类信仰论 

［第一责任人］荆学民著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丛编题名］万物之灵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信仰的本质、特性、类型的研究,信仰机制的静态、动态考察,

信仰尺度研究和信仰控制研究等。 

［主题词］信仰/概论 

［知识责任］荆学民 著 

  

 

［正题名］信仰探幽 

［第一责任人］顾伟康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信仰的发生、指归、传播方式、外在运作及信仰危机、信仰革命和

新信仰的建立等。 

［主题词］信仰/研究 

［知识责任］顾伟康 著 

  

 

［正题名］我的人学 

［第一责任人］（日）池田大作著 

［译者］铭九等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知识责任］池田大作 著 

［次知识责任］铭九 译 

  

 

［正题名］儒道人生哲学 

［第一责任人］邵汉明著 

［出版者］吉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儒、道两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孔子、孟子有关人生哲学的

观点。 



［主题词］儒家/人生哲学 

［主题词］道家/人生哲学 

［知识责任］邵汉明 著 

  

 

［正题名］人文精神寻思录 

［第一责任人］王晓明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丛编题名］海上风丛书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哲学思想/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晓明 编 

  

 

［正题名］碧血烽火铸国魂 

［副题名］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孔庆榕主编 

［译者］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等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丛书 

［主题词］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孔庆榕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的家庭与伦理 

［第一责任人］张怀承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丛编题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 张立文，周文柏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人类家庭的本质、传统家庭的源流、婚姻的时代省视、家庭的亲属关

系、中国模式的展望等十章，论述中国家庭伦理问题。 

［主题词］家庭道德/中国 

［知识责任］张怀承 著 

  

 

［正题名］名人名言录 

［第一责任人］王涵等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丛编题名］年青之友丛书 

［主题词］名人/格言/世界 



［主题词］思想政治教育/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王涵 编 

  

 

［正题名］古今中外名言集 

［第一责任人］曹一凡辑录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主题词］思想修养/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曹一凡 辑录 

  

 

［正题名］外国名言一千句 

［第一责任人］洪松编译 

［出版者］新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主题词］思想政治教育/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洪松 编译 

  

 

［正题名］喜怒哀乐论 

［第一责任人］永毅，晓华编 

［出版者］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知识责任］永毅 编 

［知识责任］晓华 编 

  

 

［正题名］错误与人生 

［第一责任人］雷音，向裴编译 

［出版者］中国城市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丛编题名］人生哲理丛书 

［知识责任］雷音 编译 

［知识责任］向裴 编译 

  

 

［正题名］批评与人生 

［第一责任人］（美）韦辛克，（美）罗森斯著 

［译者］吕晓明编译 

［出版者］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丛编题名］人生哲理丛书 

［附注内容］批评与被批评，作为思想交流的手段，是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上



级和下级之间、同事和同事之间、夫妻之间等都会遇到。所以,掌握正确的批评方式,端正接

受批评时的态度，是使批评收到 佳效果的关键所在。 

［知识责任］韦辛克 著 

［知识责任］罗森斯 著 

［次知识责任］吕晓明 编译 

  

 

［正题名］批评的艺术 

［第一责任人］（美）H.韦西格著 

［译者］笙铎译 

［出版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1 

［丛编题名］大众心理学丛书 7 

［附注内容］本书从心理学角度论述了如何有效地批评别人。 

［主题词］批评/方法 

［知识责任］韦西格 著 

［次知识责任］笙铎 译 

  

 

［正题名］创业守业人生 

［第一责任人］杨钊著 

［译者］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杨钊 著 

  

 

［正题名］吴大澄手批本弟子箴言 

［第一责任人］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正题名］批判《女儿经》参政材料 

［第一责任人］全国妇联“五·七”干校大批判组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批判《神童诗》 

［第一责任人］北京特殊钢厂工人理论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反动的“启蒙读物”必须批判 

［第一责任人］秦华著 

［译者］北京人民出版社编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汉语/古代/启蒙读物/研究 

［知识责任］秦华 著 

  

 

［正题名］《三字经》批注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图书馆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图书馆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谷中清泉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曾文正公嘉言钞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梁启超 编 

  

 

［正题名］颜氏家训集解 

［书目卷册］第 7 卷 

［第一责任人］（北齐）颜之推撰 

［译者］王利器集解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7 

［主题词］家庭道德/中国/北齐 

［知识责任］颜之推 撰 

［次知识责任］王利器 集解 

  

 

［正题名］美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王朝闻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本书除绪论外，共分 6 章。分别论述了审美对象和审美意识问题，探讨了美的

本质、美的形态、真善美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以及审美感受的各种心理形式；艺术

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了艺术家、艺术创作活动、艺术作品及艺术的欣赏和批评等问题。 



［主题词］美学理论 

［知识责任］王朝闻 主编 

  

 

［正题名］美学论著初编 

［第一责任人］蔡仪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知识责任］蔡仪 著 

  

 

［正题名］探讨集 

［第一责任人］蔡仪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蔡仪 著 

  

 

［正题名］美学论要 

［第一责任人］华岗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中外美学史料的考察和研究，系统地探讨了美学领域的许多基本理

论问题。 

［主题词］美学理论 

［知识责任］华岗 著 

  

 

［正题名］美学向导 

［第一责任人］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一、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蔡仪、李泽厚等著名美学家谈

怎样学美学；二、美学基本知识；三、西方美学简史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家举要；四、中国

现代、当代美学研究综述、美国当代美学概观、苏联当代美学掠影；五、美苏大百科全书美

学词条选译；六、解放以来美学论文、译文要目索引；1919 年以来美学专著和译著要目索

引等。 

［主题词］美学理论 

  

 

［正题名］美学讲演集 

［第一责任人］全国高等院校美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入有关美学的文章 20 篇，内容涉及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美的本

质、美感、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中外美学史、各艺术门类的美学研究、艺术的创作与

欣赏，以及怎样学美学等各方面。 

［主题词］美学理论/文集 

  

 

［正题名］美学散步 

［第一责任人］宗白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 20 余篇美学论文；分为 4 组：美学散论；中国美学史专题；外国美

学专题；诗论。 

［主题词］美学 

［知识责任］宗白华 著 

  

 

［正题名］实践与美学 

［副题名］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著 

［第一责任人］何洛等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丛编题名］阅读辅导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美学中实践观点出发，着重讲了 4 个方面的问题：美学史上的实践观点；

建立在实践观点基础上的美论和美感论；艺术审美实践认识规律的形象思维问题；艺术美论。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美学/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何洛 编著 

  

 

［正题名］朱光潜美学文集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朱光潜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主题词］美学/文集 

［知识责任］朱光潜 著 

  

 

［正题名］美学入门 

［第一责任人］黄德志等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主题词］美学 

［知识责任］黄德志 著 



  

 

［正题名］美学与人学 

［副题名］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超越 

［第一责任人］李春青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美学只有作为人学即作为对人自身奥秘探索的一个环节

才能获得伟大价值的规律。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知识责任］李青春 著 

  

 

［正题名］模糊美学 

［第一责任人］王明居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共 9 章，内容包括：模糊美学和经典美学、模糊美学和哲学、模糊美学的

范畴等。 

［主题词］美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王明居 著 

  

 

［正题名］崇高论 

［副题名］对一种美学范畴和美学形态的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陈伟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青年学者丛书 

［附注内容］分析了崇高的历史发展并分别对崇高与真、善、美、丑、喜剧、悲剧等作了论

述。 

［主题词］崇高/研究 

［知识责任］陈伟 著 

  

 

［正题名］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 

［副题名］论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 

［第一责任人］朱立元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手稿》产生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等，解答了“美学之

谜”，对异化劳动理论、艺术生产理论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美学思想/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朱立元 著 



  

 

［正题名］从“同构”到“人化”之旅 

［副题名］中国美术掠影 

［第一责任人］王生平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阐述人作为主体和自然作为客体的认同，人与自然之间在形体结构、情感意志、

伦理道德有一种相通和类似的关系的美学观点和源流。 

［主题词］美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生平 著 

  

 

［正题名］审美文化学 

［第一责任人］林同华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真善美问题，以及风景美、技术美、艺术美、东方审美文化、西方

审美文化、马克思早期的审美文化思想等。 

［主题词］美学/研究 

［知识责任］林同华 著 

  

 

［正题名］印象派的再认识 

［第一责任人］吴甲丰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12 

［主题词］油画/印象画派/技法（美术） 

［主题词］印象画派/油画/技法（美术） 

［知识责任］吴甲丰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 

［第一责任人］赵士林著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丛编题名］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士林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美学新学派 

［副题名］蒋孔阳美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立元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本书为蒋孔阳美学思想研讨会的论文集。对其美学理论的体系、创造美学的特

征、中西美学的研究成果等作了评析与阐述。 

［主题词］美学思想/蒋孔阳/研究 

［知识责任］朱立元 编 

  

 

［正题名］德国古典美学 

［第一责任人］蒋孔阳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6 

［主题词］美学史/德国/古代 

［知识责任］蒋孔阳 著 

  

 

［正题名］近代中西美学比较 

［第一责任人］卢善庆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丛编题名］比较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近代接纳西方美学全过程为研究对象，进行中西美学对比，着重探

讨既不同于中国古典美学，又不同于西方美学的中国近代美学形态的种种特点。 

［主题词］美学/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卢善庆 主编 

  

 

［正题名］西方古典美学史论 

［第一责任人］李思孝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前柏拉图美学思想描述、亚里士多德《诗学》面面观、英国经

验派美学的发展、启蒙主义美学的“百科全书”等 15 章。 

［主题词］美学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李思孝 编著 

  

 

［正题名］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9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册。书中选录从先秦至清末（鸦片战争以前）有关美学思想的

文献资料，按人或书为单位编录。各节有题解，对作者或专书及其美学思想作简单介绍。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 

  

 

［正题名］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4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 

  

 

［正题名］美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3 

［主题词］艺术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汉代美学思想述评 

［第一责任人］施昌东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7 

［附注内容］本书选择了董仲舒、杨雄、王充等几个主要的代表作家和著作加以评述，使读

者可以从中了解汉代美学思想的一般情况及其历史特点。 

［主题词］美学思想/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知识责任］施昌东 著 

  

 

［正题名］中国美学史大纲 

［第一责任人］叶朗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叶朗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聂振斌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评述了 1840～1949 年间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美学家、美学思潮的性质、特

征和成就。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1840-1949 年 



［知识责任］聂振斌 著 

  

 

［正题名］从老子到王国维 

［副题名］美的神游 

［第一责任人］云告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老子至王国维各历史时期各名家的美学观点，勾勒了中国美学史的

脉络。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云告 著 

  

 

［正题名］中国美学家评传 

［第一责任人］姜小东等主编 

［出版者］吉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历代美学家 60 余人，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代表作品、

主要美学观点。 

［主题词］美学家/评传/中国 

［知识责任］姜小东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 

［第一责任人］陈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勾划了“五四”运动到建国之前的中国美学发展史，并对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了介绍和评价。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伟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卢善庆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中国 1840 年至 1919 年美学思想发展史，它以代表性人物为重点，

介绍了中国这一时期启蒙意义的美学思想、古典传统美学思想、改良主义美学思想以及民主

主义美学思想的演变概况。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卢善庆 著 

  



 

［正题名］美学论丛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9 

［主题词］美学/丛刊 

  

 

［正题名］美学论丛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8 

［附注内容］本辑编入 8 篇文章，分为两类，一是论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思想的，另一是论

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的。 

［主题词］美学/丛刊 

  

 

［正题名］美学论丛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辑内容包括：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 3 篇论文，从哲学和美

学两个方面论述了这部著作的重大理论价值；阐述马克思论古希腊艺术的不朽魅力和恩格斯

论歌德的文章，着重研究了两位革命导师的文艺思想和科学的文艺批评方法，论述杜甫美学

思想的论文，探讨了诗人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及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然美和艺术美。 

［主题词］美学/丛刊 

  

 

［正题名］美学论丛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 10 篇论文和摘译，其中有《狄德罗的戏剧观》、《列宁论两种文化及

有关文学理论问题》、《<美学原理>提纲》等。 

［主题词］美学/丛刊 

  

 

［正题名］上海市美学研究会文选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美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上海市美学研究会 



［出版日期］1981.1 

 

［正题名］美学译文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主题词］美学/文集 

  

 

［正题名］美学译文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4 

［主题词］美学/文集 

  

 

［正题名］美学拾穗集 

［第一责任人］朱光潜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0 

［主题词］美学/文集 

［知识责任］朱光潜 著 

  

 

［正题名］中国美学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美学学会编 

［出版者］江苏省美学学会 

［出版日期］1983.10 

 

［正题名］中国美学论集 

［第一责任人］汉宝德等著 

［出版者］宝文堂书店 

［出版日期］1989.10 

［附注内容］本书是台湾学者美学 新研究成果的一部结集，分别就建筑，戏剧、绘画、书

法、易经、庄子、儒家及古典诗歌的不同范畴探讨类学及艺术特点，并从中国与西方文化的

比较中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 

［主题词］美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汉宝德 著 

  

 

［正题名］简明美学辞典 

［第一责任人］（苏）奥夫相尼柯夫(М.Ф.Овсянников)，（苏）拉祖姆内依(В.



А.Разумный)主编 

［译者］冯申译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主题词］美学/词典 

［知识责任］奥夫相尼柯夫 主编 

［知识责任］Овсянников 主编 

［知识责任］拉祖姆内依 主编 

［知识责任］Разумный 主编 

［次知识责任］冯申 译 

  

 

［正题名］美学简明词典 

［第一责任人］（苏）М.Ф.奥甫相尼科夫，（苏）В.А.拉祖姆内依编 

［译者］苏杭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美学/词典 

［知识责任］奥甫相尼科夫 编 

［知识责任］拉祖姆内依 编 

［次知识责任］苏杭 译 

  

 

［正题名］美学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汝信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条目 1332 条。 

［主题词］美学/百科全书 

［知识责任］李泽厚 主编 

［知识责任］汝信 主编 

  

 

［正题名］美学 

［书目卷册］第一、二卷 

［第一责任人］（德）黑格尔著 

［译者］朱光潜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 

［知识责任］黑格尔 著 

［次知识责任］朱光潜 译 

  

 

［正题名］美学 



［书目卷册］第 3 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德）黑格尔(Hegl, G.W.F.)著 

［译者］朱光潜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7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黑格尔名著《美学》的 后一册，对于艺术的 高形式------诗作了详尽

的介绍、分析、评论，从诗和散文的区别讲到诗的表现形式，诗的各种体裁。 

［主题词］美学 

［知识责任］黑格尔 著 

［知识责任］Hegl 著 

［次知识责任］朱光潜 译 

  

 

［正题名］美学论集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7 

［主题词］美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美学四讲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9.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认为美学是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三者的某种形式的结

合、在不同的结合中、又经常是各有不同的侧重，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美学理论派别和现象。 

［主题词］美学理论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论音乐的美 

［副题名］音乐美学的修改新议 

［第一责任人］（奥）汉斯立克(E.Hanslick)著 

［译者］杨业治译 

［出版者］人民音乐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音乐美学/研究 

［知识责任］汉斯立克 著 

［知识责任］Hanslick 著 

［次知识责任］杨业治 译 

  



 

［正题名］近代美学史评述 

［第一责任人］（英）李斯托威尔著 

［译者］蒋孔阳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知识责任］李斯托威尔 著 

［次知识责任］蒋孔阳 译 

  

 

［正题名］心理学原理 

［第一责任人］车文博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心理学/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车文博 主编 

  

 

［正题名］美国人谈生活的艺术 

［第一责任人］（美）奥尔布雷克特等著 

［译者］宋启宣等译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主题词］生活知识/普及读物 

［知识责任］奥尔布雷克特 著 

［次知识责任］宋启宣 译 

  

 

［正题名］弗洛伊德著作选 

［第一责任人］（奥）弗洛伊德(Freud, S.)著 

［译者］里克曼选编 

［译者］贺明明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主题词］精神分析/文集 

［知识责任］弗洛伊德 著 

［知识责任］Freud 著 

［次知识责任］里克曼 选编 

［次知识责任］贺明明 译 

  

 

［正题名］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 

［第一责任人］（奥）弗洛伊德(Freud, S.)著 



［译者］林尘等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附注内容］根据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标准版全集》译出 

［主题词］精神分析/弗洛伊德,S. 

［主题词］精神分析 

［知识责任］弗洛伊德 著 

［知识责任］Freud 著 

［次知识责任］林尘 译 

  

 

［正题名］一个幻觉的未来 

［第一责任人］（奥）弗洛伊德(Freud, S.)著 

［译者］杨韶刚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库 

［主题词］精神分析/文集 

［知识责任］弗洛伊德 著 

［知识责任］Freud 著 

［知识责任］杨韶刚 译 

  

 

［正题名］从弗洛伊德到海德格尔 

［副题名］存在精神分析评述 

［第一责任人］（苏）鲁特凯维奇(Руткевич, А.М.)著 

［译者］吴谷鹰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丛编题名］现代思想文化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名∶От Фрейда к Хайдеггеру 

［主题词］精神分析学派 

［知识责任］鲁特凯维奇 著 

［知识责任］Руткевич 著 

［次知识责任］关谷鹰 译 

  

 

［正题名］认知科学导论 

［第一责任人］章士嵘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书对认知科学的产生、发展及研究对象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述。 

［主题词］人工智能/研究 

［主题词］认知心理学 

［主题词］智能/研究 

［知识责任］章士嵘 著 

  

 

［正题名］微精神分析学 

［第一责任人］（瑞士）方迪(Fanti, Silvio)著 

［译者］尚衡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3.5 

［主题词］精神分析 

［知识责任］方迪 著 

［知识责任］Fand 著 

［次知识责任］尚衡 译 

  

 

［正题名］荣格 

［第一责任人］（英）安东尼·斯托尔(Storr, A.)著 

［译者］陈静，章建刚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丛编题名］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知识责任］斯托尔 著 

［知识责任］Storr 著 

［次知识责任］陈静 译 

［次知识责任］章建刚 译 

  

 

［正题名］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 

［第一责任人］（美）墨菲(G.Murphy)，（美）柯瓦奇(J.K.Kovach)著 

［译者］林方，王景和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6 

［主题词］心理学史/近代 

［知识责任］墨菲 著 

［知识责任］Murphy 著 

［知识责任］柯瓦奇 著 

［知识责任］Kovach 著 

［次知识责任］林方 译 

［次知识责任］王景和 译 

  

 



［正题名］中国心理学史 

［第一责任人］高觉敷主编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心理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高觉敷 主编 

  

 

［正题名］明清心理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燕国材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知识责任］燕国材 著 

  

 

［正题名］中国人的心理 

［第一责任人］（英）迈克·彭等著 

［译者］邹海燕等译，封长虹校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文化、社会、语言、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方面对中国人与西方人

心理活动的差异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展示了中国人的心理活动及其特点。 

［主题词］民族心理/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彭 著 

［次知识责任］邹海燕 译 

［次知识责任］封长虹 校 

  

 

［正题名］你的误区 

［第一责任人］（美）W.W.戴埃著 

［译者］崔京瑞，王南译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丛编题名］朋友译丛 

［主题词］个性心理学 

［知识责任］戴埃 著 

［次知识责任］崔京瑞 译 

［次知识责任］王南 译 

  

 

［正题名］男性之谜 

［第一责任人］（日）国分康孝，（日）国分久子著 

［译者］赵建华，赵济译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主要涉及男、女气质，以及附带条件的判断研究。分男人和女人、男

人的真心话、胆怯的男人心理、结婚的心理等 11 章。 

［主题词］男性/心理学 

［知识责任］国分康孝 著 

［知识责任］国分久子 著 

［次知识责任］赵建华 译 

［次知识责任］赵济 译 

  

 

［正题名］生活心理学 

［第一责任人］吴静吉著 

［出版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8 

［知识责任］吴静吉 著 

  

 

［正题名］快乐哲学 

［第一责任人］（英）罗素(Russell, Bertrand)著 

［译者］王正平，杨承滨译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丛编题名］罗素人文译丛 罗素著 

［附注内容］据美国纽约霍勒斯·利物雷特图书公司 1930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附注内容］本书是研究人生快乐的专著，分析了不快乐与快乐的缘由。 

［主题词］快乐/人生哲学 

［主题词］人生哲学/快乐 

［知识责任］罗素 著 

［知识责任］Russell 著 

［次知识责任］王正平 译 

［次知识责任］杨承滨 译 

  

 

［正题名］活动意识个性 

［第一责任人］（苏）列昂捷夫著 

［译者］李沂等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2 

［知识责任］列昂捷夫 著 

［次知识责任］李沂 译 

  

 

［正题名］记忆力漫谈 



［第一责任人］（苏）罗泽特著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罗泽特 著 

  

 

［正题名］欺骗与反欺骗 

［第一责任人］（日）多湖辉原著 

［译者］陆林编译 

［出版者］海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附注内容］分：让人确信谎言的骗术、伪装恶意为善意的骗术、让人高高兴兴吃亏的骗术

等 5 章。 

［主题词］欺骗/分析 

［知识责任］多湖辉 原著 

［次知识责任］陆林 编译 

  

 

［正题名］发生认识论原理 

［第一责任人］（瑞士）皮亚杰(J.Piaget)著 

［译者］王宪钿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5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发生心理学/认识论 

［主题词］认识论/发生心理学 

［知识责任］皮亚杰 著 

［知识责任］Piaget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宪钿 译 

  

 

［正题名］我行━你也行 

［第一责任人］（美）托马斯·A·哈尔斯(Harris, T.A.)著 

［译者］杨菁等译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丛编题名］相互作用分析心理学译丛 

［知识责任］哈尔斯 著 

［知识责任］Harris 著 

［次知识责任］杨菁 译 

  

 

［正题名］躯体的智慧 

［第一责任人］（美）坎农(W.B.Cannon)著 



［译者］范岳年，魏有仁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7 

［主题词］人体生理学 

［知识责任］坎农 著 

［知识责任］Cannon 著 

［次知识责任］范岳年 译 

［次知识责任］魏有仁 译 

  

 

［正题名］如何改变自己 

［第一责任人］（美）威伯格著 

［译者］黄翊译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个性心理学/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威伯格 著 

［知识责任］黄翊 译 

  

 

［正题名］跨文化心理学 

［第一责任人］（美）马尔塞拉(Marsella, A.J.)等主编 

［译者］肖振远等译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跨文化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历史形成、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 

［主题词］跨文化心理学 

［知识责任］马尔塞拉 著 

［知识责任］Marsella 著 

［次知识责任］肖振远 译 

  

 

［正题名］台湾心理学 

［第一责任人］张人骏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丛编题名］现代心理学丛书 

［知识责任］张人骏 编 

  

 

［正题名］世界宗教研究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8 

［附注内容］本集包括研究佛教、道教方面的十余篇论文。阐述我国宗教学研究的历史，尚

待研究的课题；探讨日本佛教的历史事件；介绍佛教、道教、喇嘛教中的一些教派、一些重

要典笈，并作了评价。 

［主题词］宗教/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编 

  

 

［正题名］中国无神论思想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正题名］中国无神论史纲 

［第一责任人］王友三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无神论史的专著。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自殷商以来至近代

我国无神论在和有神论斗争中发展的历史，批判了我国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宗教和封建迷信，

较客观地评介了历代无神论者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 

［主题词］无神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友三 编著 

  

 

［正题名］中国无神论史纲 

［第一责任人］王友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无神论/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王友三 著 

  

 

［正题名］中国无神论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王友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无神论/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友三 著 

  

 

［正题名］中国无神论史 

［第一责任人］牙含章，王友三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中国各民族无神论思想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本书内

容上起先秦，下迄近代，并用专编探讨了少数民族的无神论思想。 

［主题词］无神论/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牙含章 主编 

［知识责任］王友三 主编 

  

 

［正题名］西方无神论简史 

［第一责任人］（）斯鲁威尔(Thrower, J)著 

［译者］张继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书简要地介绍了西方从古典时期直至现代两千余年的无神论史。西方哲学史

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理论著作都有所论述。 

［主题词］无神论/历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斯鲁威尔 著 

［知识责任］Thrower 著 

［次知识责任］张继安 译 

  

 

［正题名］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 

［第一责任人］薛华著 

［出版者］北京社会科学院 

［出版日期］1980.8 

［知识责任］薛华 著 

  

 

［正题名］宗教词典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词目 6719 条。包括宗教一般、史前和原始宗教、古代宗教、佛教

（包括藏传佛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伊斯兰教、道教、中国部分少数

民族宗教、中国民间宗教、其他宗教（包括犹太教、摩尼教、印度教、耆那教、神道教等）

10 类。 

［主题词］宗教/词典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一责任人］（德）韦伯(M.Weber)著 

［译者］黄晓京，彭强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主题词］宗教/关系/资本主义/精神（哲学） 

［知识责任］韦伯 著 

［知识责任］Weber 著 

［次知识责任］黄晓京 译 

［次知识责任］彭强 译 

  

 

［正题名］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 

［第一责任人］严耀中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丛编题名］青年学者丛书 

［主题词］宗教哲学/生存/意识/中国 

［知识责任］严耀中 著 

  

 

［正题名］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 

［第一责任人］（英）阿诺德·汤因比(Toynbee, A.)著 

［译者］晏可佳，张龙华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丛编题名］宗教与世界丛书 何光沪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An historian's approach to religion. 

［附注内容］附英文索引。 

［附注内容］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概括了作者的全部宗教思想。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宗教在世界历史及文

明史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及其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 

［主题词］宗教哲学 

［知识责任］汤因比 著 

［知识责任］Toynbee 著 

［次知识责任］晏可佳 译 

［次知识责任］张龙华 译 

  

 

［正题名］社会与宗教 

［第一责任人］（日）池田大作，（英）B.威尔逊(Bryan Wilson) 

［译者］梁鸿飞，王健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宗教与世界丛书 

［附注内容］据日本讲谈社 1985 年版译出 

［主题词］宗教社会学 



［知识责任］池田大作 著 

［知识责任］威尔逊 著 

［知识责任］Wilson 著 

［次知识责任］梁鸿飞 译 

［次知识责任］王健 译 

  

 

［正题名］巫术与宗教 

［副题名］公众信仰的政治学 

［第一责任人］（英）克里斯蒂纳·拉娜著 

［译者］刘靖华，周晓慧译 

［出版者］今日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宗教文化丛书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王志远主编 eng 

［附注内容］本书将原始信仰、巫术与宗教联系起来,从信仰中的政治层面进行剖析研究,通

过对 16 至 17 世纪欧洲的巫术迷狂、巫术诉讼以及官方对巫士迫害等情况的描述,阐述了许

多与巫术有关的政治文化问题。 

［主题词］巫术/关系/宗教 

［主题词］宗教/关系/巫术 

［知识责任］拉娜 著 

［次知识责任］刘靖华 译 

［次知识责任］周晓慧 译 

  

 

［正题名］宗教经籍选编 

［第一责任人］罗竹风主编 

［译者］米寿江等编注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古代印度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伊斯兰教经籍选，选文后

附注释，对原注、译者或编者注也在各编前言和选文中予以说明。 

［主题词］宗教经典/选集 

［知识责任］罗竹风 主编 

［次知识责任］米寿江 编注 

  

 

［正题名］宗教人类学 

［第一责任人］（英）布赖恩·莫里斯著 

［译者］周国黎译 

［出版者］今日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宗教文化丛书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eng 王志远主编 

［附注内容］介绍黑格尔、马克思、泰勒、斯宾塞、杜尔凯姆、韦伯、弗洛伊德及荣格等学

者的宗教专著或观点。 



［主题词］宗教学∶人类学 

［知识责任］莫里斯 著 

［次知识责任］周国黎 译 

  

 

［正题名］世界宗教中的神秘主义 

［第一责任人］（英）杰弗里·帕林德尔著 

［译者］舒晓炜，徐钧尧译 

［出版者］今日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宗教文化丛书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eng 王志远主编 

［附注内容］作者探讨分析了宗教神秘主义的起源、本质和特征，并揭示了重要宗教的神秘

主义中的共性与个性。 

［主题词］宗教/神秘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帕林德尔 著 

［次知识责任］舒晓炜 译 

［次知识责任］徐钧尧 译 

  

 

［正题名］比较宗教学 

［第一责任人］陈荣富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从比较宗教研究看宗教的起源和本质，发展和传播之比较、基

本教义之比较等 9 部分。 

［主题词］比较宗教学 

［知识责任］陈荣富 著 

  

 

［正题名］宗教生活论 

［第一责任人］（美）弗雷德里克·J·斯特伦著 

［译者］徐钧尧等译 

［出版者］今日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宗教文化丛书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eng 王志远主编 

［主题词］宗教/研究 

［知识责任］斯特伦 著 

［次知识责任］徐钧尧 合译 

  

 

［正题名］人生的亲证 

［第一责任人］（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Tagore, Rabindranath)著 

［译者］宫静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论文集，探讨了个人与宇宙的关系、灵魂意识、善与恶、美与丑、

真理与谬误、有限与无限、自我、爱、解脱等问题。 

［主题词］哲学理论/印度/近代 

［知识责任］泰戈尔 著 

［知识责任］Tagore 著 

［次知识责任］宫静 译 

  

 

［正题名］中国民众宗教意识 

［第一责任人］侯杰，范丽珠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 

［出版日期］1994.2 

［丛编题名］社会史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生成环境、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功利性格、中

国民众的鬼信仰等 9 章。 

［主题词］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侯杰 著 

［知识责任］范丽珠 著 

  

 

［正题名］儒教与道教 

［第一责任人］（德）马克斯·韦伯(Weber, Max)著 

［译者］洪天富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第二批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附注内容］据图宾根摩尔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对世界各主要文化的经济伦理原则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个主

要方面，并将它们与西欧及其他社会中的类似方面进行比较。 

［主题词］宗教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制度/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韦伯 著 

［知识责任］Weber 著 

［次知识责任］洪天富 译 

  

 

［正题名］儒教与道教 

［第一责任人］（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 

［译者］王容芬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宗教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制度/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韦伯 著 

［知识责任］Weber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容芬 译 

  

 

［正题名］世界宗教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出版日期］1982.12 

 

［正题名］世界三大宗教 

［第一责任人］黄心川等编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8 

［主题词］宗教史/世界 

［知识责任］黄心川 编著 

  

 

［正题名］世界十大宗教 

［第一责任人］黄心川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知识责任］黄心川 主编 

  

 

［正题名］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曹琦，彭耀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9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曹琦 编著 

［知识责任］彭耀 编著 

  

 

［正题名］世界七大宗教 

［第一责任人］陈麟书，朱森溥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8 

［主题词］宗教/世界 

［知识责任］陈麟书 著 

［知识责任］朱森溥 著 



  

 

［正题名］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 

［第一责任人］于可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历史、教义、派别、流

传及发展情况。 

［主题词］基督教史 

［主题词］基督教教派 

［主题词］佛教史 

［主题词］佛教教派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 

［主题词］伊斯兰教教派 

［知识责任］于可 主编 

  

 

［正题名］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 

 

［正题名］道教与中国艺术 

［第一责任人］张锡坤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知识责任］张锡坤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 

［第一责任人］罗竹风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主题词］宗教/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罗竹风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的文化与宗教 

［第一责任人］（美）斯图尔特(Steward, James Livingstones）著 

［译者］闵甲等译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丛编题名］文化：宗教与人系列论丛 方立天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中国文化与基督教 

［附注内容］著者通译：斯图尔德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中国宗教的产生、发展、历史概况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主题词］宗教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斯图尔德 著 

［知识责任］Steward 著 

［次知识责任］闵甲 译 

  

 

［正题名］今日中国宗教 

［第一责任人］朱越利主编 

［译者］马宁等编著 

［出版者］今日中国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宗教文化丛书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介绍了大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的现状。 

［主题词］宗教/中国/手册 

［知识责任］朱越利 主编 

［次知识责任］马宁 编著 

  

 

［正题名］宗教史 

［第一责任人］（苏）约·阿·克雷维列夫著 

［译者］王先睿等译 

［译者］王先睿校 

［出版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知识责任］克雷维列夫 著 

［次知识责任］王先睿 译 

  

 

［正题名］世界古今宗教史话 

［副题名］合订本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文庸等著 

［译者］商务印书馆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3.11 

［丛编题名］外国历史小丛书 陈翰笙主编 

［附注内容］收录了有关世界三大宗教的 9 个单本,《圣经史话》、《圣经中的耶稣》、《经院

哲学》、《马丁·路德》、《让·加尔文》、《佛经史话》等。 

［主题词］宗教史/世界/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文庸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宗教初探 

［第一责任人］朱天顺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7 

［主题词］宗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朱天顺 著 

  

 

［正题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7.4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中国僧官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比丘明复撰 

［出版者］明文书局 

［出版日期］1981.3 

［知识责任］比丘明 复撰 

  

 

［正题名］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 

［第一责任人］王治心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8.2 

［知识责任］王治心 著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 

［第一责任人］覃光广等编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覃光广 编著 

  

 

［正题名］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刘国梁著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主题词］宗教/影响/传统文化/中国 

［主题词］传统文化/影响因素/宗教/中国 

［知识责任］刘国梁 著 

  

 

［正题名］中国宗教与基督教 

［第一责任人］（加）秦家懿，（德）孔汉思(Kung, Hans)著 



［译者］吴华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0.12 

［丛编题名］海外学人丛书 

［附注内容］这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同一位著名的德国学者就中国宗教问题的书面对谈。

他们讨论了中国宗教-儒学,道教、佛教的产生、理论、现状和前途,从现代基督教神学观点来

看它们的特点,特别是将之同西方基督教进行比较。 

［主题词］宗教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知识责任］秦家懿 著 

［知识责任］孔汉思 著 

［知识责任］Kung 著 

［次知识责任］吴华 译 

  

 

［正题名］中国宗教与基督教 

［并列题名］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 

［第一责任人］秦家懿(Julia Ching)，孔汉思(Hans Kiing)著 

［译者］吴华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三联精选 4 

［知识责任］秦家懿 著 

［知识责任］Julia Ching 著 

［知识责任］孔汉思 著 

［知识责任］Hans Kiing 著 

［次知识责任］吴华 译 

  

 

［正题名］中国民间秘密宗教 

［第一责任人］濮文起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丛书 蔡少卿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特别是白莲教的产生、发展、蜕变的过程，同

时也阐述了各教门的组织形式、社会成分、经卷教义，以及仪式和修持等。 

［主题词］白莲教/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濮文起 著 

  

 

［正题名］中国宗教史 

［第一责任人］王友三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阐述中国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产生与发展的源流，研究宗教与诸多传统文化现

象之间相互冲突、交融和影响。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王友三 主编 

  

 

［正题名］中国宗教纵览 

［第一责任人］周燮藩等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书对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民间宗教的起源、

特点、传播、发展作了叙述和分析。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周燮藩 著 

  

 

［正题名］宗教协调论 

［副题名］中国宗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一责任人］顾伟康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通过本质分析到具体的结构分析，再到动态的实现分析，说明了宗教

的超越性现象，论述宗教如何作用于世俗社会，得出宗教对于社会的作用是肯定的、维系的。 

［主题词］宗教/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顾伟康 著 

  

 

［正题名］中国民间宗教史 

［第一责任人］马西沙，韩秉方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上起汉代、下止清末、历时两千载,涉及流行下层社会的数十种民间教派。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西沙 著 

［知识责任］韩秉方 著 

  

 

［正题名］白莲教探奥 

［第一责任人］王兆祥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文库 周天游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白莲教的发生、发展、教派、教义、经卷及其与气功、武术等的关

系。 



［主题词］白莲教/研究 

［知识责任］王兆祥 著 

  

 

［正题名］上海宗教史 

［第一责任人］阮仁泽，高振农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各教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教堂寺观,著名人物,慈善事业等等。 

［主题词］宗教史/上海 

［知识责任］阮仁泽 主编 

［知识责任］高振农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 

［第一责任人］（美）欧大年(Overmyer, Daniel L.)著 

［译者］刘心勇等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丛编题名］海外汉学丛书 王元化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纵观了从汉代到本世纪上半叶民间宗教教派的历史以及与佛教各宗、道教、

儒教、秘密结社、农民战争的关系、印度教的历史等。 

［主题词］宗教/教派/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欧大年 著 

［知识责任］Overmyer 著 

［次知识责任］刘心勇 译 

  

 

［正题名］第二届中国政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郑梁生主编 

［出版者］淡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6（1991.6） 

［主题词］政治与宗教关系 

［主题词］宗教思想史研究 

［知识责任］郑梁生 主编 

  

 

［正题名］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宋家珩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传教士/加拿大/史料 

［知识责任］宋家珩 主编 



  

 

［正题名］北京的宗教 

［第一责任人］姜立勋等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知识责任］姜立勋 著 

  

 

［正题名］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台湾总督府编著 

［出版者］捷幼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9（1993.9） 

 

［正题名］港澳台宗教概况 

［第一责任人］李桂玲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知识责任］李桂玲 编著 

  

 

［正题名］人的发现 

［副题名］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第一责任人］李平晔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主题词］宗教改革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李平晔 著 

  

 

［正题名］名僧录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宗教组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附注内容］本书以真实生动的史料,记述了我国近现代 24 位佛教著名高僧的生平事迹,以及

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弘扬佛教的业绩。 

［主题词］僧侣/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正题名］细说中国民间信仰 

［副题名］由神话起源探讨民俗信仰 



［第一责任人］王世祯编著 

［出版者］武陵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9 

［知识责任］王世祯 编著 

  

 

［正题名］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 

［丛书］纳西族，羌族，独龙族，傈僳族，怒族 

［第一责任人］吕大吉，何耀华主编 

［译者］和志武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主题词］原始宗教/中国/研究资料 

［知识责任］吕大吉 主编 

［知识责任］何耀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和志武 主编 

  

 

［正题名］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第一责任人］（英）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著 

［译者］李安宅译 

［出版者］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丛编题名］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 

［主题词］巫术/关系/宗教 

［主题词］心理/关系/神话 

［知识责任］马林诺夫斯基 著 

［知识责任］Malinowski 著 

［次知识责任］李安宅 译 

  

 

［正题名］神话思维 

［第一责任人］（德）恩斯特·卡西尔(Cassirer, Ernst)著 

［译者］黄龙保等校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的文化人类学名著。作者将神话视为人类无限创

造活动所创造的 早的文化现象,探讨了神话意识向哲学思维的转变等。 

［主题词］文化哲学/神 

［知识责任］卡西雷尔 著 

［知识责任］Cassirer 著 

［次知识责任］黄龙保 校 

  

 



［正题名］中国鬼文化 

［第一责任人］徐华龙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鬼的物质文化现象和精神文化现象

进行了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鬼话-中国神话形成的中介、鬼话发展的三种形态、祭鬼、驱鬼、

鬼节考等等。 

［主题词］鬼/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徐华龙 著 

  

 

［正题名］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 

［第一责任人］何星亮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2.5 

［丛编题名］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中国各种自然神的观念、形象、名称、祭祀仪式、场所、禁忌和神

揭示了中国自然崇拜的结构、状态、起源和发展演变。 

［主题词］自然/崇拜/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何星亮 著 

  

 

［正题名］鬼神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蒋梓骅等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中外传说的鬼神、精灵及鬼神术语 1300 余条。 

［主题词］鬼/研究/词典 

［主题词］神/研究/词典 

［知识责任］蒋梓骅 编 

  

 

［正题名］水与水神 

［第一责任人］王孝廉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等主编 1 

［主题词］神,水神/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孝廉 著 

  

 

［正题名］灶与灶神 

［第一责任人］杨福泉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3 

［主题词］灶君/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杨福泉 著 

  

 

［正题名］石与石神 

［第一责任人］马昌仪，刘锡诚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等主编 4 

［主题词］神,石神/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马昌仪 著 

［知识责任］刘锡成 著 

  

 

［正题名］观音信仰 

［第一责任人］邢莉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等主编 5 

［主题词］信仰/观音/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邢莉 著 

  

 

［正题名］妈祖信仰 

［第一责任人］李露露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等主编 6 

［主题词］神,妈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露露 著 

  

 

［正题名］玉皇大帝信仰 

［第一责任人］陈建宪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等主编 7 

［主题词］信仰/玉皇/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建宪 著 

  

 

［正题名］泰山娘娘信仰 



［第一责任人］吕继祥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等主编 8 

［主题词］山神/信仰/中国 

［知识责任］吕继祥 著 

  

 

［正题名］炎帝神农信仰 

［第一责任人］钟宗宪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等主编 9 

［主题词］信仰/炎帝/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钟宗宪 著 

  

 

［正题名］中国民间神像 

［第一责任人］宋兆麟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等主编 10 

［主题词］神/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宋兆麟 著 

  

 

［正题名］神秘的关东奇俗 

［第一责任人］曹保明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等主编 11 

［附注内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奇景异象、游戏与娱乐等。 

［主题词］风俗习惯/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曹保明 著 

  

 

［正题名］天神之谜 

［第一责任人］邢莉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主编 12 

［主题词］神/信仰/中国 

［知识责任］邢莉 著 

  



 

［正题名］门与门神 

［第一责任人］王树村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主编 13 

［主题词］神/信仰/中国 

［知识责任］王树村 著 

  

 

［正题名］山与山神 

［第一责任人］徐华龙，王有钧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14 

［主题词］山神/信仰/中国 

［知识责任］徐华龙 著 

［知识责任］王有钧 著 

  

 

［正题名］八仙信仰 

［第一责任人］山曼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主编 15 

［主题词］神/信仰/中国 

［知识责任］山曼 著 

  

 

［正题名］财神信仰 

［第一责任人］吕威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主编 16 

［主题词］神/信仰/中国 

［知识责任］吕威 著 

  

 

［正题名］关公信仰 

［第一责任人］郑土有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主编 17 

［主题词］神/信仰/中国 



［知识责任］郑土有 著 

  

 

［正题名］土地与城隍信仰 

［第一责任人］王永谦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主编 18 

［主题词］城隍/信仰/中国 

［主题词］土地神/信仰/中国 

［知识责任］王永谦 著 

  

 

［正题名］狐狸信仰之谜 

［第一责任人］山民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主编 19 

［主题词］神/信仰/中国 

［知识责任］山民 著 

  

 

［正题名］花巫术之谜 

［第一责任人］彭荣德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中华民俗文丛 刘锡诚主编 20 

［主题词］花卉/巫术/中国 

［知识责任］彭荣德 著 

  

 

［正题名］宋元佛教 

［第一责任人］郭明编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宋元佛教的发展情况和两朝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详细地论述了宋

元佛教各支派的特点、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主要著述，并论述了佛教同儒教之间的相互关

系。 

［主题词］佛教/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主题词］佛教/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郭明 编著 

  

 

［正题名］佛学精华 



［副题名］500 卷佛学经典精义 

［第一责任人］菩提学社编辑组选编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浓缩了佛陀的遗训,分为佛陀、教法、修道、教徒、附录 5 个部分。 

［主题词］佛教/宗教经典 

  

 

［正题名］佛典精解 

［第一责任人］陈士强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全书按部、门、品、类、附五级分类法编制,分为经录、教史、传记、宗系、

纂集、护法、地志、杂记八大部,共汇解典籍二百二十六部二千四百五十三卷。 

［主题词］佛教/宗教经典/考证 

［知识责任］陈士强 撰 

  

 

［正题名］弘一大师李叔同讲演集 

［第一责任人］李叔同著 

［译者］秦启明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李叔同是我国近代文学家、艺术家、佛学大师。本书所收讲演内容包括:佛学

讲录、弘法 示、生平自述等。 

［知识责任］李叔同 著 

［次知识责任］秦启明 编 

  

 

［正题名］论儒教 

［第一责任人］（日）加地伸行著 

［译者］于时化译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分:儒教的宗教性、儒教的创立、儒教与现代等 6 章。 

［主题词］儒家/宗教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加地伸行 著 

［次知识责任］于时化 译 

  

 

［正题名］岐路指南 

［第一责任人］战德克原编 

［译者］印光法师鉴定 

［出版者］北平中央刻经院佛经善书局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战德克 原编 

［次知识责任］印光法师 鉴定 

  

 

［正题名］太虚大师全书 

［第一责任人］《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上海大法轮书局 

［出版日期］1948.10 

 

［正题名］佛学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丁福保编纂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辞目三万余条，包括佛家各种专门名词、术语、典故、典籍、专著、

名僧、史迹等等。 

［主题词］佛教/词典 

［知识责任］丁福保 编纂 

  

 

［正题名］佛学小辞典 

［第一责任人］丁福保编纂 

［出版者］长春市古籍书店 

［出版日期］1984.6 

［丛编题名］佛学丛书 15 

［附注内容］孙祖烈即孙继之 

［附注内容］据 1938 年医学书局石印本影印。 

［附注内容］附录丁福保序和例言。 

［主题词］佛教/词典 

［知识责任］丁福保 编纂 

  

 

［正题名］实用佛学辞典 

［第一责任人］上海佛学书局编辑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佛教/词典 

  

 

［正题名］中国佛学人名辞典 

［第一责任人］比立明复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8.1 

［主题词］佛教/名人/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比立明复 编 

  

 

［正题名］五百罗汉 

［第一责任人］李增新，高寿仙撰文 

［译者］晓雪等编绘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罗汉/简介 

［知识责任］李增新 撰文 

［知识责任］高寿仙 撰文 

［次知识责任］晓雪 编绘 

  

 

［正题名］佛教大藏经史 

［副题名］八—十世纪 

［第一责任人］方广锠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汉语/佛经/版本/研究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方广閟 著 

  

 

［正题名］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第一责任人］吕澄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0.5 

［主题词］图书目录-大藏经 

［知识责任］吕澄 编 

  

 

［正题名］佛教经籍选编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选编 

［译者］李富华校注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佛经 

［知识责任］任继愈 选编 

［次知识责任］李富华 校注 

  

 

［正题名］敦煌碎金 

［第一责任人］陶秋英辑录 



［译者］姜亮夫校订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敦煌经卷中零杂而又精要的资料五种:《释式录》、《题名录》、《寺名

录》、《正俗字谱》、《道教佚经录》。 

［主题词］敦煌学/佛经/资料 

［主题词］敦煌学/道教/资料 

［知识责任］陶秋英 辑录 

［次知识责任］姜亮夫 校订 

  

 

［正题名］大乘起信论科学、大乘起信论指要大乘起信论表解合刊 

［第一责任人］李荣祥编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丛编题名］佛学研究丛书 第一种 

［知识责任］李荣祥 编述 

  

 

［正题名］禅宗历史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张文达，张莉编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丛编题名］ 放丛书 思想文化系列 

［主题词］禅宗/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张文达 编 

［知识责任］张莉 编 

  

 

［正题名］禅风禅骨 

［第一责任人］铃木大拙著 

［译者］耿仁秋译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附注内容］本书描写了人生的意义及东西方智慧的精华。 

［主题词］禅宗/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铃木大拙 著 

［次知识责任］耿仁秋 译 

  

 

［正题名］中国禅门公案 

［第一责任人］刘长久编著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了近 300 则禅门公案,内容分为三部分:一、与中国有关的少数印度僧

人的公案;二、中国禅宗各流派祖师、高僧公案;三、一般禅师及文人公案。 

［主题词］禅宗/佛教史/中国/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刘长久 编著 

  

 

［正题名］胡适说禅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潘平，明立志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书收编了胡适论中国禅宗史的文章 10 余篇,包括《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

《论禅小札》、《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等。 

［主题词］禅宗/佛教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潘平 编 

［次知识责任］明立志 编 

  

 

［正题名］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 

［第一责任人］丁汉儒等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主题词］喇嘛教/佛教史/研究 

［知识责任］丁汉儒 著 

  

 

［正题名］喇嘛庙 

［副题名］佛的世界 

［并列题名］The lamasery-world of the buddha 

［第一责任人］金申著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在介绍藏传佛教的历史、艺术、文化等有关知识的基础上,对藏传佛教中

迄今少人问津的佛像、法器作了重点介绍,并配有大量珍贵图片。 

［主题词］喇嘛教/佛像/简介 

［主题词］喇嘛教/基本知识 

［知识责任］金申 著 

  

 

［正题名］活佛转世 

［第一责任人］蔡志纯，黄颢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我国藏传佛教活佛的由来,转世的过程、程序,活佛的学习、生活、

地位、等级,接受中央政府的赐封等问题。 

［主题词］喇嘛教/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蔡志纯 编著 

［知识责任］黄颢 编著 

  

 

［正题名］神秘的雪域达摩 

［第一责任人］姜安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主题词］喇嘛教/研究/西藏 

［知识责任］姜安 著 

  

 

［正题名］中国密教史 

［第一责任人］吕建福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主题词］密宗/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吕建福 著 

  

 

［正题名］印光集 

［第一责任人］印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黄夏年主编 

［主题词］净土宗/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印光 著 

  

 

［正题名］九华山 

［第一责任人］《九华山》编委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正题名］古代寺院生活探秘 

［第一责任人］王征著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丛编题名］趣味中国历史小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力图从历史、民俗、传说、掌故等各个角度去剖视古代寺院生活。 

［主题词］佛教/寺庙/研究 



［主题词］僧侣/生活/研究 

［知识责任］王征 著 

  

 

［正题名］北京的佛教寺庙 

［第一责任人］田奇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北京的雍和宫、智化寺、谭柘寺、西山八大处等 20 余个佛教寺庙

的历史、地理位置、建筑风格等。 

［主题词］寺庙/简介/北京 

［知识责任］田奇 编著 

  

 

［正题名］中国佛教文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虞愚，蔡念生等著 

［出版者］大乘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2 

［知识责任］虞愚 著 

［知识责任］蔡念生 著 

  

 

［正题名］当代学人谈佛教 

［第一责任人］杨惠南编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公司 

［出版日期］1986.10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知识责任］杨惠南 编著 

  

 

［正题名］禅与西方思想 

［第一责任人］（日）阿部正雄著 

［译者］王雷泉，张汝伦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2 

［丛编题名］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汤永宽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对西方思想结构和思维方式作了相当深的探讨,力图澄清西方对禅的种种

误解,同时对禅学和佛教,作了严密的逻辑论证。 

［主题词］禅宗/对比研究/哲学思想/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阿部正雄 著 

［次知识责任］王雷泉 译 

［次知识责任］张汝伦 译 

  

 



［正题名］中日佛教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日两国佛教学者在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结集。 

［主题词］佛教/中国/文集 

  

 

［正题名］我的佛教观 

［第一责任人］（日）池田大作著 

［译者］潘桂明，业露华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丛编题名］宗教与世界丛书 

［丛编题名］著者系列著作《佛教对话丛书》 一 

［附注内容］池田大作(1928～ ),日本人,创价大学、公明党等创始人 

［附注内容］本书概要地阐述了池田大作自己的佛教观点。 

［主题词］佛教/研究 

［知识责任］池田大作 著 

［次知识责任］潘桂明 译 

［次知识责任］业露华 译 

  

 

［正题名］印顺佛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朋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印顺(俗姓张，名鹿芹，台湾当代著名学者，佛学大师)的生平、著

作、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 

［主题词］佛教/印顺/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郭朋 著 

  

 

［正题名］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释圣严著 

［译者］关世谦译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88.11 

［丛编题名］宗教丛书 5 

［知识责任］释圣严 著 

［次知识责任］关世谦 译 

  

 

［正题名］悲愤而后有学 



［副题名］欧阳渐文选 

［第一责任人］欧阳渐著 

［译者］王雷泉编选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主题词］佛教/文集 

［知识责任］欧阳渐 著 

［次知识责任］王雷泉 编选 

  

 

［正题名］巨赞集 

［第一责任人］巨赞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佛教/文集 

［知识责任］巨赞 著 

  

 

［正题名］吕澄集 

［第一责任人］吕澄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知识责任］吕澄 著 

  

 

［正题名］周叔迦集 

［第一责任人］周叔迦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佛教/文集 

［知识责任］周叔迦 著 

  

 

［正题名］汤用彤集 

［第一责任人］汤用彤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汤用彤 著 



  

 

［正题名］胡适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禅宗/佛教史/文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太虚集 

［第一责任人］太虚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佛教/文集 

［知识责任］太虚 著 

  

 

［正题名］陈垣集 

［第一责任人］陈垣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陈垣 著 

  

 

［正题名］印顺集 

［第一责任人］印顺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佛教/文集 

［知识责任］印顺 著 

  

 

［正题名］圆瑛集 

［第一责任人］圆瑛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佛教/文集 



［知识责任］圆瑛 著 

  

 

［正题名］梁启超集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佛教/文集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章太炎集 

［第一责任人］章太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佛教/文集 

［知识责任］章太炎 著 

  

 

［正题名］欧阳竟无集 

［第一责任人］欧阳竟无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佛教/文集 

［知识责任］欧阳竟无 著 

  

 

［正题名］杨仁山集 

［第一责任人］杨仁山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主题词］佛教/文集 

［知识责任］杨仁山 著 

  

 

［正题名］佛教史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总主编 

［译者］杜继文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佛教的产生、发展及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其教义、教理的主要内容,

教派、组织及近现代佛教在欧美的状况。 

［主题词］佛教史/世界 

［知识责任］任继愈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继文 主编 

  

 

［正题名］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第一责任人］吕澄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9.8 

［主题词］佛教/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吕澄 著 

  

 

［正题名］中国佛教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佛教协会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4 

［附注内容］本辑对历代佛教传播、教派源流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史实，都有精辟论述。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 

  

 

［正题名］中国佛教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佛教协会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辑内容分佛教人物和仪轨制度两部分；对中国佛教史上在译经、义解、参禅、

明律、立宗判教、传道护法等方面有贡献的代表人物和传戒、度牒、清规、课诵、忏法等仪

轨制度都有论述。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 

  

 

［正题名］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石峻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本书以佛教神学唯心主义的理论著述为主，选录中国僧人和世俗信仰者具有理

论意义的著述。全书分 4 卷。第 1 卷是汉魏两晋南北朝部分；第 2 卷是隋唐 5 代部分；第 3

卷是宋（辽金）元、明清部分；第 4 卷是佛教经论译本选。 

［主题词］佛教史/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石峻 编 

  

 

［正题名］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2 卷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石峻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3.1 

［主题词］佛教史/想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石峻 编 

  

 

［正题名］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2 卷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石峻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3.1 

［主题词］佛教史/想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石峻 编 

  

 

［正题名］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2 卷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石峻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3.5 

［主题词］佛教史/想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石峻 编 

  

 

［正题名］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4 卷 

［书目卷册］第 4 册 

［第一责任人］石峻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3.6 

［主题词］佛教史/思想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石峻 编 

  

 

［正题名］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3 卷 

［书目卷册］第 1、2 册 

［第一责任人］石峻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7.10 

［主题词］佛教史/思想史/中国/资料 

［知识责任］石峻 编 

  

 

［正题名］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3 卷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石峻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9.7 

［附注内容］本册主要集中介绍自宋至清与佛教思想有关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

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商英、耶律楚材、宋濂、朱元章、李贽、袁宏道、王夫之、彭

际清、龚自珍、魏源等。 

［主题词］佛教史/思想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石峻 编 

  

 

［正题名］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3 卷 

［书目卷册］第 4 册 

［第一责任人］石峻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0.2 

［知识责任］石峻 编 

  

 

［正题名］中国佛教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的第 1 部佛教通史。全书共分 8 卷。本卷讲佛教的传入和东汉、三

国时期的佛教。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中国佛教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 

［第一责任人］方立天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4 

［主题词］佛教/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方立天 著 

  

 

［正题名］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方立天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佛教的创立、意义和历史演变以及在中国的发展,介绍了佛教宗教

活动的主要仪式和确定其教徒生活和维护僧团组织秩序的制度, 后介绍了寺院的一些大体

情况。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 

［主题词］佛教/关系/传统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方立天 著 

  

 

［正题名］隋唐佛教史稿 

［第一责任人］汤用彤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8 

［丛编题名］汤用彤论著集 2 

［附注内容］本书是宗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的主要著作，它叙述了我国隋唐时期佛教发展演

变的情况。内容包括：这一时期封建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及佛教势力的盛衰，引进和翻译印

度佛教典籍的情况，中国本土佛教的各种著作，佛教由我国内地向西域及邻国朝鲜、日本传

布的情况，并以较多篇幅介绍了佛教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各宗派情况。书末有附录。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隋唐时代 

［知识责任］汤用彤 著 

  

 

［正题名］五灯会元 

［第一责任人］（宋）普济著 

［译者］苏渊雷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4.10 

［丛编题名］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附注内容］本书编者以“灯灯相传”、“亘千古光明灿烂”为标榜，用师徒问答的体裁，汇

辑了佛教从“七佛”起到唐宋时期禅宗各派各僧关于教义的论证和故事。 

［主题词］禅宗/教义/中国/北宋 

［知识责任］普济 著 

［次知识责任］苏渊雷 点校 

  

 

［正题名］吐蕃僧诤记 

［第一责任人］（法）戴密微著 

［译者］耿昇译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知识责任］戴密微 著 

［次知识责任］耿昇 译 

  

 

［正题名］明清佛教 

［第一责任人］郭朋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主题词］佛教/中国/明清 

［知识责任］郭朋 著 

  

 

［正题名］土观宗派源流 

［副题名］讲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 

［第一责任人］土观·罗桑却季尼玛著 

［译者］刘立千译注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6 

［主题词］佛教教派/研究 

［主题词］佛教史/西藏/史料 

［知识责任］土观·罗桑却季尼玛 著 

［次知识责任］刘立千 译注 

  

 

［正题名］青史 

［第一责任人］廓诺·迅鲁伯著 

［译者］郭和卿译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迅鲁伯 著 

［次知识责任］郭和卿 译 

  

 

［正题名］中国佛教哲学简史 

［第一责任人］严北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佛教哲学/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严北溟 著 

  

 

［正题名］中国佛教 

［第一责任人］高振农编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主题词］佛教/中国 

［知识责任］高振农 编著 

  

 

［正题名］简明中国佛教史 

［第一责任人］（日）镰田茂雄著 

［译者］郑彭年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镰田茂雄 著 

［次知识责任］郑彭年 译 

  

 

［正题名］佛教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张曼涛主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影印 

［出版日期］1987.10 

［知识责任］张曼涛 主编 

  

 

［正题名］隋唐佛教宗派研究 

［第一责任人］颜尚文著 

［出版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0.12 

［丛编题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 6 

［知识责任］颜尚文 著 

  



 

［正题名］中国佛性论 

［第一责任人］赖永海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丛编题名］人文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赖永海 著 

  

 

［正题名］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苏渊雷著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佛教在中国的演变》、《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禅宗史略》等 9

篇论文。 

［主题词］佛教/关系/民族文化/中国 

［主题词］佛教/宗教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苏渊雷 著 

  

 

［正题名］佛教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8.10 

 

［正题名］佛教与中国文学 

［第一责任人］孙昌武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的重点在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方面。 

［主题词］佛教/关系/文学/中国 

［知识责任］孙昌武 著 

  

 

［正题名］禅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日）柳田圣山著 

［译者］毛丹青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8.11 

［知识责任］柳田圣山 著 

［次知识责任］毛丹青 译 

  

 



［正题名］中国佛教简史 

［第一责任人］郭朋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丛编题名］大学历史丛书 周一良主编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郭朋 著 

  

 

［正题名］佛道诗禅 

［副题名］中国佛教文化论 

［第一责任人］赖永海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丛编题名］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丛书 龚书铎，刘志琴主编 

［附注内容］赖永海(1949～ ),南京大学副教授 

［主题词］佛教/宗教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赖永海 著 

  

 

［正题名］中国佛教史 

［第一责任人］黄忏华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47 

［丛编题名］中外文化要籍影印丛书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黄忏华 著 

  

 

［正题名］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 

［第一责任人］吴焯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世界文化丛书 周谷城，田汝康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佛教产生、演变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还介绍了中国、印度佛教思想

和艺术流派。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 

［主题词］佛教/宗教艺术/中国 

［知识责任］吴焯 著 

  

 

［正题名］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一责任人］魏承思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共 10 章,包括中国佛教道德、中国佛教教育,以及中国佛教的思想历程、中

外佛教文化交流等。 

［主题词］佛教/宗教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魏承思 著 

  

 

［正题名］中国禅宗史 

［第一责任人］印顺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全书共分 9 章,阐明了从“印度禅”到“中国禅”的演化过程。 

［主题词］禅宗/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印顺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 

［第一责任人］郭朋等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89.10 第 2 次印刷 

［知识责任］郭朋 著 

  

 

［正题名］中国佛教图像解说 

［第一责任人］业露华撰文 

［译者］张德宝，徐有武绘图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2.9 

［知识责任］业露华 撰文 

［次知识责任］张德宝 绘图 

［次知识责任］徐有武 绘图 

  

 

［正题名］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 

［副题名］百年文化冲撞与交流 

［第一责任人］邓子美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附注内容］本书从比较宗教的角度,描述中国佛教各宗派在近代的流变衍传。 

［主题词］佛教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邓子美 著 

  

 

［正题名］古尊宿语录 



［第一责任人］（宋）赜藏主编集 

［译者］萧〓父，吕有祥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4.5 

［丛编题名］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31 年上海佛学书局影印明万历年间经山化城寺刻本为底本点校。 

［主题词］宗教经典/禅宗/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赜藏主 编集 

［次知识责任］萧〓父 点校 

［次知识责任］吕有祥 点校 

  

 

［正题名］救世与救心 

［副题名］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向平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冯 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写本世纪初至 1949 年之前的佛教复兴思潮。共 6 章。 

［主题词］佛教史/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向平 著 

  

 

［正题名］上海近代佛教简史 

［第一责任人］游有维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主题词］佛教史/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游有维 著 

  

 

［正题名］东方佛教文化 

［第一责任人］罗照辉，江亦丽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知识责任］罗照辉 著 

［知识责任］江亦丽 著 

  

 

［正题名］日本佛教史纲 

［第一责任人］（日）村上专精著 

［译者］杨曾文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11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叙述了从古代到明治时期日本佛教发展的简史。作者不仅介绍了有

关佛教的史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是学习和研究日本宗教史、日

本史和日本思想史的有价值作品。 

［主题词］佛教史/日本 

［知识责任］村上专精 著 

［次知识责任］杨曾文 译 

  

 

［正题名］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 

［第一责任人］（日）道端良秀著 

［译者］徐明，何燕生译，王一凡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日中佛教交往史,时间上自佛教传入日本之前,下至中日建交以后,

讲述了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及中国成立至今的中日佛教界的交往情况。 

［主题词］中日关系/佛教史 

［知识责任］道端良秀 著 

［次知识责任］徐明 译 

［次知识责任］何燕生 译 

［次知识责任］王一凡 校 

  

 

［正题名］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第一责任人］吕澄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0 

［主题词］佛教/研究/印度 

［知识责任］吕澄 著 

  

 

［正题名］佛门人物志 

［第一责任人］褚柏思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3 

［知识责任］褚柏思 著 

  

 

［正题名］鉴真 

［第一责任人］汪向荣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0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战线丛书 

［知识责任］汪向荣 著 

  



 

［正题名］一位活佛的传记 

［副题名］末代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的自述 

［第一责任人］札奇斯钦，海尔保罗同撰述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3.4 

［知识责任］札奇斯钦 撰述 

［知识责任］海尔保罗 撰述 

  

 

［正题名］释迦传 

［第一责任人］（日）高山樗中著 

［译者］隋树森译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主题词］佛教史/印度/古代 

［知识责任］高山樗中 著 

［次知识责任］隋树森 译 

  

 

［正题名］唐代佛教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1990.1 

［丛编题名］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 蒙古卷 

  

 

［正题名］中国名尼 

［第一责任人］洪丕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4 

［主题词］尼姑/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洪丕谟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 



［第一责任人］于凌波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僧侣/列传/中国/现代 

［主题词］佛教徒/列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于凌波 著 

  

 

［正题名］虚云法师年谱 

［第一责任人］岑学吕编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高僧年谱系列 

［知识责任］岑学吕 编著 

  

 

［正题名］太虚法师年谱 

［第一责任人］释印顺编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高僧年谱系列 

［知识责任］释印顺 编著 

  

 

［正题名］弘一法师年谱 

［第一责任人］林子青编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高僧年谱系列 

［知识责任］林子青 编著 

  

 

［正题名］欧阳竟无评传 

［第一责任人］徐清祥，王国炎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1 

［丛编题名］国学大师丛书 第二辑 20 

［附注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八·五”规划重点图书 

［知识责任］徐清祥 著 

［知识责任］王国炎 著 

  

 

［正题名］道教概说 

［第一责任人］李养正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9.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从道教的起源、形成说起,按时代先后详细论述了道教。

下编对道教的教程教义、神仙崇拜、主要经书作者,还有道教的宗派及宫观等,一一作了分析

介绍,末章叙述了我国近代及现代的道教概况。 

［主题词］道教 

［知识责任］李养正 著 

  

 

［正题名］道教通论 

［副题名］兼论道家学说 

［第一责任人］牟钟鉴等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介绍道教学说、道教史及与道教密切相关的老庄和道家学说，对道教

文化也有讨论。 

［主题词］宗教史/道教/中国 

［主题词］道家/研究 

［知识责任］牟钟鉴 著 

  

 

［正题名］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卿希泰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知识责任］卿希泰 主编 

  

 

［正题名］道教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李叔还编纂 

［出版者］巨流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81.4 

［知识责任］李叔还 编纂 

  

 

［正题名］简明道教辞典 

［第一责任人］黄海德，李刚编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词典选收有关道教文化的词目近 1000 条,包括道教的历史与教派,教义理论其

人物、方术、经书、名山宫观以及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 12 类。 

［主题词］道教/词典 

［知识责任］黄海德 编著 

［知识责任］李刚 编著 



  

 

［正题名］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4 

［主题词］道家/研究 

［主题词］道教/研究 

［知识责任］王明 著 

  

 

［正题名］道教史 

［第一责任人］许地山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老子及其以后的道教派别,神仙的信仰与追求,巫觋与杂术等。 

［主题词］道教/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许地山 编 

  

 

［正题名］中国道教思想史纲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责任人］卿希泰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4 章：引论；道教的起源和民间道教的兴起；封建统治阶级的两面政

策民间道教逐步演变成官方的政治工具；汉魏两晋南北朝的道派和道教与儒、释的关系。 

［主题词］道教史/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卿希泰 著 

  

 

［正题名］道教史 

［第一责任人］（日）洼德忠 

［译者］萧坤华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主题词］道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洼德忠 著 

［次知识责任］萧坤华 译 

  

 

［正题名］中国道教史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道教/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道教与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李养正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道教与传统文化、道教与民俗、道教与秘密宗教、道教与术数诸方面,

对道教进行了横向剖析。 

［主题词］道教/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养正 著 

  

 

［正题名］中国道教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卿希泰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主题词］道教/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卿希泰 主编 

  

 

［正题名］中国道教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卿希泰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主题词］道教/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卿希泰 主编 

  

 

［正题名］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 

［副题名］坎斯坦勒拉尼注释 

［第一责任人］（埃及）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 

［译者］宝文安，买买提·赛来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圣训”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言行和穆罕默德所认可的门弟子言行的

集录，它包括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主张和社会主张。它不仅反映了早期伊斯兰教的宗教思想，

也反映了阿拉伯半岛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情风俗等，是当时的社会关



系和意识形态的具体而生动的写照。 

［主题词］圣训 

［知识责任］ 著 

［次知识责任］宝文安 译 

［次知识责任］赛来 译 

  

 

［正题名］伊斯兰教文化面面观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宗教文化通俗丛书 

［主题词］宗教文化/伊斯兰教/研究 

  

 

［正题名］简明伊斯兰世界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叙利亚）穆瓦法格·贝尼·穆尔加著 

［译者］吉益译 

［出版者］旅游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伊斯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渊源,政治体系、经济发展、社会

文化、地理概貌等。 

［知识责任］穆尔加 著 

［次知识责任］吉益 译 

  

 

［正题名］古兰经 

［第一责任人］马坚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附注内容］《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是该教的 根本的立法依据。内容包括：在建

教期间与其它宗教进行斗争的记述，宗教教义、制度，社会主张，当时流行于阿拉伯社会中

的故事、传说等。 

［主题词］古兰经 

［知识责任］马坚 译 

  

 

［正题名］伊斯兰教法概略 

［第一责任人］吴云贵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伊斯兰教法的起源、实体法与法律程序、近现代法制改革等内容。 

［主题词］伊斯兰教法/研究 

［知识责任］吴云贵 著 



  

 

［正题名］十叶派 

［第一责任人］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译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主题词］十叶派/研究 

  

 

［正题名］漫谈清真寺 

［第一责任人］杨永昌著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知识责任］杨永昌 著 

  

 

［正题名］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市泉州历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有关泉州伊斯兰教研究的论文近 30 篇。其中有《<泉州伊斯兰教石

刻>序》、《回教入华与泉州回教概况》、《泉州清净寺的历史问题》等。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泉州/文集 

  

 

［正题名］伊斯兰教与西北穆斯林社会生活 

［第一责任人］南文渊著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附注内容］本书从伊斯兰文化与穆斯林社会互为一体的特点出发,探讨我国西北地区穆斯

林社会、经济、文化与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途径。 

［主题词］伊斯兰教/生活方式/西北地区 

［主题词］穆斯林/简介/西北地区 

［知识责任］南文渊 著 

  

 

［正题名］中国伊斯兰教与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秦惠彬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伊斯兰文化丛书 

［主题词］伊斯兰教/关系/传统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秦惠彬 著 

  



 

［正题名］伊斯兰教简史 

［第一责任人］（法）马塞(H.Masse)著 

［译者］王怀德，周祯祥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 

［知识责任］马塞 著 

［知识责任］Masse 著 

［次知识责任］王怀德 译 

［次知识责任］周祯祥 译 

  

 

［正题名］伊斯兰教简史 

［第一责任人］（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Mahmud, S.F.)著 

［译者］吴云贵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3 

［附注内容］本书以伊斯兰世界为整体，概述了伊斯兰教的产生、发展、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形成及其扩展的历史过程。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 

［知识责任］马茂德 著 

［知识责任］Mahmud 著 

［次知识责任］吴云贵 译 

  

 

［正题名］穆罕默德 

［副题名］伊斯兰教的创立者 

［第一责任人］（英）派克(Pike, E.R.)著 

［译者］朱水飞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8.4 

［丛编题名］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 新知文库 40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Mohammed∶Founder of the religion 

［知识责任］派克 著 

［知识责任］Pick 著 

［次知识责任］朱水飞 译 

  

 

［正题名］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 

［第一责任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研究/中国/清代 



  

 

［正题名］伊斯兰教在中国 

［副题名］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兰州会议）论文选编 

［第一责任人］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研究/西北地区 

  

 

［正题名］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 

［第一责任人］马通著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 

［主题词］伊斯兰教教派/研究/中国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通 著 

  

 

［正题名］伊斯兰对中华文化之影响 

［第一责任人］马明道撰 

［出版者］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出版日期］1982.5 

［知识责任］马明道 撰 

  

 

［正题名］中国回教源流及其概况 

［第一责任人］苏良弼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8.1 

［知识责任］苏良弼 著 

  

 

［正题名］中国的伊斯兰教 

［第一责任人］冯今源著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冯今源 著 

  

 

［正题名］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编写组编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主题词］伊斯兰教/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日本之回教政策 

［第一责任人］杨敬之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43 

［知识责任］杨敬之 著 

  

 

［正题名］基督教文化面面观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宗教文化通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教义、派别、传播、经典等知识。 

［主题词］宗教文化/基督教/研究 

  

 

［正题名］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丁光训等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词目 4000 余条,包括基督教的教义与术语、起源与发展、章制与典仪、

《圣经》人名和地名等。 

［主题词］基督教/百科全书 

［知识责任］丁光训 主编 

  

 

［正题名］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基督教的派系组织、历史事件、古今人物、经籍书文等十多个门类,

条目 1400 余条,附有基督教大事年表。 

［主题词］基督教/百科全书 

  

 

［正题名］圣经故事 

［第一责任人］张久宣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主题词］故事/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久宣 编 

  

 

［正题名］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 

［第一责任人］梁德润编著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4 

［主题词］民间文学/文学研究/希腊/词典 

［知识责任］梁德润 编著 

  

 

［正题名］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 

［第一责任人］顾裕禄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从明清到现在天主教历史发展的真相和演变过程。 

［主题词］罗马公教/基督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顾裕禄 著 

  

 

［正题名］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张绥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丛编题名］青年学者丛书 

［附注内容］附: 人名译名对照表。 

［主题词］东正教/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绥 著 

  

 

［正题名］重庆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十周年纪念专册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31 

 

［正题名］中国教会大学史 

［副题名］1850-1950 年 

［第一责任人］（美）卢茨著 

［译者］曾钜生译 

［出版者］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附注内容］作者根据文献资料,对近代中国的基督教大学教育从办学的动因、经过、变迁、

发展到结束的历史,对传教与教育的关系,以及对教会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学生运动

等各个方面作了考察。 

［主题词］教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史/中国 



［知识责任］卢茨 著 

［次知识责任］曾钜生 译 

  

 

［正题名］罪恶与救赎 

［副题名］基督教文化精神论 

［第一责任人］杨惠林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东方书林之旅 西江月书系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杨惠林 著 

  

 

［正题名］基督教史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基督教史 

［知识责任］杨真 著 

  

 

［正题名］基督教史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杨真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10 

［主题词］基督教史 

［知识责任］杨真 著 

  

 

［正题名］基督教早期文献选集 

［第一责任人］章文新编辑 

［译者］谢扶雅译 

［出版者］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2 

［知识责任］章文新 编辑 

［次知识责任］谢扶雅 译 

  

 

［正题名］基督教简史 

［第一责任人］（美）穆尔(Moore, G.F)著 

［译者］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西方由于文艺复兴，人们思想 始摆脱中世纪经院神学的束缚，以及 18、19

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思想的发展，使基督教信仰受到冲击、解体，

处于摇摇欲坠的守势。本书叙述基督教及其教会怎样从犹太教分离出来、演变、发展、衰败，

宗教改革。 

［主题词］基督教史 

［知识责任］穆尔 著 

［知识责任］Moore 著 

  

 

［正题名］现代基督教思想 

［副题名］从启蒙运动到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 

［第一责任人］利文斯顿(Livingston, James C.)著 

［译者］何光沪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宗教与世界丛书 何光沪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Modern Christian thought: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Vatican Ⅱ. 

［附注内容］根据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71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概述了启蒙运动至今的基督教思想发展和理论动态。 

［主题词］基督教/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利文斯顿 著 

［知识责任］Livingston 著 

［次知识责任］何光沪 译 

  

 

［正题名］基督教史 

［第一责任人］唐逸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基督教自古及今发展嬗变的基本情形。内容分为:基督教的渊源、

基督徒社团时期、早期教会、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宗教改革、中国近代的基督教等 21

章。 

［主题词］基督教史 

［知识责任］唐逸 主编 

  

 

［正题名］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林治平主编 

［出版者］宇宙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知识责任］林治平 主编 

  



 

［正题名］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林治平著 

［出版者］宇宙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9 

［知识责任］林治平 著 

  

 

［正题名］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顾长声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附注内容］本书共 15 章，较为系统地记述自 17 世纪初利玛窦来华到 1949 年基督教 3 大

派别（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的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过程。书中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帝

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结合对他们参与帝国主义的军事、外交、政治和文化教育等种种

活动进行有机的论述，并对较有代表性的传教士，教案、教会学校和“慈善”事业作了重点

叙述和分析。 

［主题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主题词］传教士 

［知识责任］顾长声 著 

  

 

［正题名］福音圣教与华人 

［第一责任人］杨其耀著 

［出版者］中华福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2 

［知识责任］杨其耀 著 

  

 

［正题名］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 

［第一责任人］林治平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5.3 

［知识责任］林治平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林治平主编 

［出版者］宇宙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9 

［知识责任］林治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基督教史 



［第一责任人］杨森富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4 

［知识责任］杨森富 编 

  

 

［正题名］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魏外扬著 

［出版者］宇宙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1 

［知识责任］魏外扬 著 

  

 

［正题名］天主教东传文献 

［第一责任人］利玛窦等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82.1 

［丛编题名］中国史学丛书 

［知识责任］利玛窦 著 

  

 

［正题名］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 

［第一责任人］（明）徐光启等撰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66.5 

［丛编题名］中国史学丛书 

［知识责任］徐光启 撰 

  

 

［正题名］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 

［第一责任人］艾儒略等撰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72.1 

［丛编题名］中国史学丛书续编 

［知识责任］艾儒略 撰 

  

 

［正题名］中国天主教史 

［第一责任人］穆启蒙编著 

［译者］侯景文译 

［出版者］台北光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知识责任］穆启蒙 编著 

［次知识责任］侯景文 译 



  

 

［正题名］中国古代基督教及 封犹太人 

［副题名］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中国的犹太人 

［第一责任人］江文汉著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 3 篇有关宗教-------基督教的论著。“景教”，我国唐代对“聂斯脱利

派”的称呼，它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也里可温”是元朝蒙古人对基督教徒的一种称呼。

“中国的犹太人”，则是我国历史上曾经与古犹太教有血缘关系存在过的一小部分居民，主

要分布在河南 封等地。书中对这 3 个专门性的问题作了论述。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犹太人/研究/ 封/古代 

［知识责任］江文汉 著 

  

 

［正题名］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 

［第一责任人］江文汉著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 

［主题词］基督教/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江文汉 著 

  

 

［正题名］江南传教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法）史式微(J.de.ca.Serviere)著 

［译者］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史式微 著 

［知识责任］Serviere 著 

  

 

［正题名］江南传教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法）史式微(J.de.ca.Serviere)著 

［译者］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史式微 著 

［知识责任］Serviere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 

［第一责任人］邵玉铭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80 

［知识责任］邵玉铭 编 

  

 

［正题名］利玛窦中国札记 

［第一责任人］（意）利玛窦，金尼 著 

［译者］何高济等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3.3 

［丛编题名］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China in the Sixtee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 

［主题词］中外关系/文化交流/明代/史料 

［知识责任］利玛窦 著 

［知识责任］金尼  著 

［次知识责任］何高济 译 

  

 

［正题名］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第一责任人］（英）阿·克·穆尔(Moule, A.C.)著 

［译者］郝镇华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4.11 

［丛编题名］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基督教的资料，并加以整理、注释，基本上反映了

一五五○年前基督教在我国的情况。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穆尔 著 

［知识责任］Moule 著 

［次知识责任］郝镇华 译 

  

 

［正题名］中国天主教史大事年表 

［第一责任人］顾保鹄编著 

［出版者］光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0.12 

［知识责任］顾保鹄 编著 

  

 

［正题名］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第一责任人］德礼贤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8.6 

［知识责任］德礼贤 著 

  

 

［正题名］中华归主 

［副题名］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副题名］1901－1920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正题名］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 

［第一责任人］李志刚撰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6 

［知识责任］李志刚 撰 

  

 

［正题名］基督教二千年 

［第一责任人］马超群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知识责任］马超群 编著 

  

 

［正题名］大陆中国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记 

［副题名］1945－1986 

［第一责任人］罗渔，吴雁编著 

［出版者］辅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丛编题名］辅仁大学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罗渔 编著 

［知识责任］吴雁 编著 

  

 

［正题名］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第一责任人］徐宗泽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9.1 

［附注内容］明清之际,一些天文教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传经布道、与朝廷大夫切磋学术

的同时,还翻译了大量著作,本书对这些译著作了提要说明并兼录序文或目录。 

［主题词］耶稣会/传教事业/1540-1940/著作/内容提要 



［主题词］内容提要/耶稣会/传教事业/著作/1540-1940 

［知识责任］徐宗泽 编著 

  

 

［正题名］中国和基督教 

［副题名］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 

［第一责任人］（法）谢和耐(Gernet, J.)著 

［译者］耿升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丛编题名］海外汉学丛书 王元化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Chine et christianisme. 

［附注内容］本书是西方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和比较的代表作。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 

［主题词］基督教/比较文化/中国/欧洲 

［知识责任］谢和耐 著 

［知识责任］Gernet 著 

［次知识责任］耿升 译 

  

 

［正题名］清末寓华西教士之政论及其影响 

［第一责任人］黄昭弘撰 

［出版者］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0.6 

［知识责任］黄昭弘 撰 

  

 

［正题名］基督教侵华阴谋 

［第一责任人］赵芳仁编著 

［出版者］传富实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0.9 

［知识责任］赵芳仁 编著 

  

 

［正题名］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庾裕良等编 

［出版者］广西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丛编题名］广西史志资料丛刊 2 

［主题词］基督教史/广西 

［知识责任］庾裕良 编 

  

 

［正题名］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第一责任人］方豪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8.3 

［主题词］罗马公教/人物/列传/中国 

［知识责任］方豪 著 

  

 

［正题名］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 

［第一责任人］叶仁昌著 

［出版者］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新视野.史学类 24 

［知识责任］叶仁昌 著 

  

 

［正题名］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林志平等主编 

［出版者］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3.6（1994.6） 

［知识责任］林志平 主编 

  

 

［正题名］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 

［第一责任人］张泽著 

［出版者］光启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1.6（1992.6） 

［知识责任］张泽 著 

  

 

［正题名］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杨天宏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天宏 著 

  

 

［正题名］基督教与明末儒学 

［第一责任人］孙尚扬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利玛窦研究、明末士大夫对“天学”的理解与反映两篇。 

［主题词］基督教/关系/古典哲学/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孙尚扬 著 



  

 

［正题名］基督教与中国论集 

［第一责任人］林治平著 

［出版者］宇宙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9（1993.9） 

［知识责任］林治平 著 

  

 

［正题名］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顾卫民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顾卫民 著 

  

 

［正题名］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查时杰著 

［出版者］宇宙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3.3（1994.3） 

［知识责任］查时杰 著 

  

 

［正题名］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文集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李志刚著 

［出版者］宇宙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9（1993.9） 

［丛编题名］学术丛书 

［知识责任］李志刚 著 

  

 

［正题名］中国基督教大学论文集 

［副题名］基督教大学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

论文集 

［出版者］宇宙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正题名］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国际学术研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林治平主编 

［出版者］宇宙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9.3（1990.3） 



［知识责任］林治平 主编 

  

 

［正题名］耶稣传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德）施特劳斯(Strauss, David Friderich)著 

［译者］吴永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2 

［附注内容］本书是青年黑格尔学派重要著作。黑格尔于 1831 年死，黑格尔学派的分裂当

即表面化。书中把黑格尔学说应用于神学，批判基督教，指出耶稣是历史人物而非神，不过

早期基督教徒把耶稣的传说敷衍为神话，作者尽可能做了历史的分析，提供了许多资料，对

于读者了解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德国思想界状况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主题词］基督/传记 

［知识责任］施特劳斯 著 

［知识责任］Strauss 著 

［次知识责任］吴永泉 译 

  

 

［正题名］耶稣 

［第一责任人］（英）汉弗雷·卡本特(Carpenter, H.)著 

［译者］张晓明译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2 

［丛编题名］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Jesus. 

［附注内容］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0 年英文版译出。 

［主题词］基督/传记 

［知识责任］卡本特 著 

［知识责任］Carpenter 著 

［次知识责任］张晓明 译 

  

 

［正题名］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副题名］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 

［第一责任人］顾长声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新教/传教士/评传/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顾长声 著 

  

 

［正题名］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第一责任人］（法）荣振华著 



［译者］耿升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知识责任］荣振华 著 

［次知识责任］耿升 译 

  

 

［正题名］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法）费赖之著 

［译者］冯承钧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5.11 

［丛编题名］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主题词］耶稣会/传教士/列传 

［主题词］耶稣会/中国/明清时代/史料 

［知识责任］费赖之 著 

［次知识责任］冯承钧 译 

  

 

［正题名］狱中书简 

［第一责任人］（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Bonhoefer, Dietrich)著 

［译者］高师宁，范艾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宗教与世界丛书 何光沪主编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附注内容］据麦克米兰 1962 年版英译本转译。 

［附注内容］作者是位德国反纳粹的神学家。本书为作者在囚禁中所写的书信、诗歌、杂感

断简,他在文中挖出了人类“成年”和基督教“非宗教化”等观点,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主题词］书信集/朋霍费尔,D. 

［主题词］神学/德国/文集 

［知识责任］朋霍费尔 著 

［知识责任］Bonhoefer 著 

［次知识责任］高师宁 译 

［次知识责任］范艾 译 

  

 

［正题名］汤若望传 

［第一责任人］李兰琴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知识责任］李兰琴 著 

  

 

［正题名］利玛窦传 

［第一责任人］（美）乔纳森·斯彭斯著 

［译者］王改华译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知识责任］斯彭斯 著 

［次知识责任］王改华 译 

  

 

［正题名］利玛窦评传 

［第一责任人］（法）裴化行(Bernard, R.P.Henri)著 

［译者］管震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基督教传教士,本书记述了他在华的传教活动和文

化活动。 

［知识责任］裴化行 著 

［知识责任］Bernard 著 

［次知识责任］管震湖 译 

  

 

［正题名］国家神道 

［第一责任人］（日）村上重良著 

［译者］聂长振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3 

［丛编题名］日本丛书 第 1 辑 

［附注内容］据日本东京岩波书店 1972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神道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及各种流派,阐述了国家神道在近代的出

现,它的思想和结构、作用和影响。 

［主题词］国家神道/日本 

［知识责任］村上重良 著 

［次知识责任］聂长振 译 

  

 

［正题名］印度宗教哲学百问 

［第一责任人］姚卫群著 

［出版者］今日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宗教文化丛书 王志远主编 



［主题词］宗教哲学/研究/印度 

［主题词］宗教史/印度 

［知识责任］姚卫群 著 

  

 

［正题名］中国方术概观 

［丛书］杂术卷 

［第一责任人］李零主编 

［译者］李申，杨素香校点 

［出版者］人民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咒禁部、占梦部、声占部、气占部、卦气部等 10 部分。 

［主题词］方术/中国 

［知识责任］李零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申 校点 

［次知识责任］杨素香 校点 

  

 

［正题名］中国方术概观 

［丛书］选择卷 

［第一责任人］李零主编 

［译者］刘乐贤点校 

［出版者］人民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方术/中国 

［知识责任］李零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乐贤 点校 

  

 

［正题名］神秘的预言 

［副题名］中国古代谶言研究 

［第一责任人］丁鼎，杨洪权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由《古代谶言概说》和《古代谶言辑览》两部分组成。 

［主题词］谶纬/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丁鼎 著 

［知识责任］杨洪权 著 

  

 

［正题名］中国方术概观 

［丛书］相术卷 

［第一责任人］李零主编 

［译者］刘英杰，张惠民校点 



［出版者］人民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附注内容］本卷除收载了我国古代相人术、相地术的重要文献资料外,还编选了《相马经》、

《相狗方》、《相宝剑 》等。 

［主题词］方术/中国 

［主题词］命书/中国 

［知识责任］李零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英杰 校点 

［次知识责任］张惠民 校点 

  

 

［正题名］中国方术概观 

［丛书］式法卷 

［第一责任人］李零主编 

［译者］陈久金点校 

［出版者］人民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附注内容］式法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占卜方法。本书选编《黄帝龙首经》、《太乙金镜式

经》、《遁甲符应经》等十种历代有代表性的式法古籍原始文献。 

［主题词］方术/中国 

［主题词］占卜/中国 

［知识责任］李零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久金 点校 

  

 

［正题名］神秘文化 

［副题名］谶纬文化新探 

［第一责任人］王步贵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包括:谶纬及其时代背景、“亡秦者胡也”辨析、谶纬作为政治隐语的内涵、谶

纬与辩证法、谶纬与宗教等 14 部分。 

［主题词］谶纬/研究 

［知识责任］王步贵 著 

  

 

［正题名］中国方术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陈永正主编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附注内容］本辞典共收条目 6393 条,包括方术一般、甲骨卜、易占、象占等 25 类。 

［主题词］方术/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陈永正 主编 

  



 

［正题名］吹万楼日记节钞 

［第一责任人］高吹万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40 

［知识责任］高吹万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占卜术 

［副题名］中国传统文化透视 

［第一责任人］卫绍生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对卜筮、易卦、相术、占星、五行、堪舆、释梦、拆字、扶乩、轨革等种

种占卜术的奥妙及演变、演算方法进行探讨和介绍。 

［主题词］占卜/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卫绍生 著 

  

 

［正题名］星占学与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江晓原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了古代中国人观念中的天人关系。包括：星象与神话及

历史、星象与人世吉凶(上、下)、政治天文学等。 

［主题词］占星术/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晓原 著 

  

 

［正题名］历史上的星占学 

［第一责任人］江晓原著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颠倒丛书 

［主题词］占星术/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江晓原 著 

  

 

［正题名］神秘的命运密码 

［副题名］中国相术与命学 

［第一责任人］张明喜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2.11 

［丛编题名］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相术、命学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基本特点和它与哲学、宗

教、科学等其他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等。 

［主题词］命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明喜 著 

  

 

［正题名］中国风水 

［第一责任人］高友谦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2.7 

［丛编题名］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丧葬文化的著作。 

［主题词］风水/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高友谦 著 

  

 

［正题名］中国风水术 

［第一责任人］妙摩，慧度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3.5 

［丛编题名］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附参考书目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风水术问题,分为古人眼里的风水术、与风水术有关的

两个问题、风水术基础、阳宅风水和风水术的批评 5 部分。 

［主题词］风水/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妙摩 著 

［知识责任］慧度 著 

  

 

［正题名］历史上的风水术 

［第一责任人］蔡达峰著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知识责任］蔡达峰 著 

  

 

［正题名］女巫与巫术 

［第一责任人］（英）玛格丽特·穆礼著 

［译者］黄建人译 

［出版者］漓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巫术/欧洲 

［知识责任］穆礼 著 

［次知识责任］黄建人 译 



  

 

［正题名］张友渔学术精华录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张友渔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 第 1 辑 鲍霁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有关法学、新闻、国际政治等方面的文章 50 余篇。 

［主题词］法学/文集 

［主题词］新闻学/文集 

［主题词］政治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国际政治/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张友渔 著 

  

 

［正题名］张友渔学术论著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张友渔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论集分法学、新闻、政治学、国际政治 4 部分。反映了建国前 30 年和建国

后至今作者两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活动。第一时期主要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及情

报、文化界工作；第二时期是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律工作研究。 

［主题词］法学/文集 

［主题词］新闻学/文集 

［主题词］政治学/文集 

［主题词］国际政治/文集 

［知识责任］张友渔 著 

  

 

［正题名］中外名人演说词大观 

［第一责任人］董家骧，臧永清主编 

［出版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按演讲内容分为政治国务演说、革命活动演说、悼念祝颂致词、外交、法

庭、庆典等 11 类。 

［主题词］演讲/名人/世界/选集 

［知识责任］董家骧 主编 

［知识责任］臧永清 主编 

  

 

［正题名］世界风云人物演说实录 

［第一责任人］徐艺峰编译 

［出版者］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 

［知识责任］徐艺峰 编译 

  

 

［正题名］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钱端升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丛编题名］学术论著自选集丛书 

［主题词］政治学/文集 

［知识责任］钱端升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辞典 

［第一责任人］夏征农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附注内容］本辞书共编入词目九条。分著作、基本原理、人物、历史事件和报刊、政党和

组织、思潮和流派等六大部分。 

［主题词］社会主义/词典/中文 

［知识责任］夏征农 主编 

  

 

［正题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一责任人］李洪林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革命实践，对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阐述，包括：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大差别的形成和消灭途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婚姻、

家庭，共产党的性质等。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知识责任］李洪林 著 

  

 

［正题名］现代化的动力 

［副题名］一个比较历史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美）布拉克著 

［译者］郭正昭译 

［出版者］环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9 

［丛编题名］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传统-现代”作为分析历史变迁的一个新框架，为此，作者不加回

避地对以往的概念“文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作出自己的解释，同时还对各



个国家民族在现代转型中面临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了若干分析。 

［主题词］发展社会学 

［知识责任］布拉克 著 

［次知识责任］郭正昭 译 

  

 

［正题名］政治与政治科学 

［第一责任人］中国政治学会《政治与政治科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有关政治与政治科学研究的论文和有关资料 45 篇。其中有关于政治

与政治科学的内容和体系、概念和范畴的论述；有关于中国和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有

关于我国国体、政体、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元首、选举制度、干部队伍结构改革等问题的意

见；还有我国历史上有关宪法、人权、政党、宫廷内外制度分析研究等。 

［主题词］政治学 

  

 

［正题名］社会主义 

［副题名］新型文明的形成 

［第一责任人］（苏）姆切德洛夫著 

［译者］赵国琦等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2 

［知识责任］姆切德洛夫 著 

［次知识责任］赵国琦 译 

  

 

［正题名］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 

［第一责任人］（希腊）尼科斯·波朗查斯(N. Poulantza)著 

［译者］叶林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公民权 

［主题词］阶级/理论 

［知识责任］波朗查斯 著 

［知识责任］Poulantzas 著 

［次知识责任］叶林 译 

  

 

［正题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 

［第一责任人］钱俊瑞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主题词］社会主义/研究 



［主题词］资本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钱俊瑞 主编 

  

 

［正题名］当代国外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王中兴等编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社会主义/概况/外国 

［知识责任］王中兴 编著 

  

 

［正题名］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第一责任人］钱乘旦，陈意新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知识责任］钱乘旦 著 

［知识责任］陈意新 著 

  

 

［正题名］突破 

［副题名］建立新思维 

［第一责任人］（苏）阿·葛罗米柯等著 

［译者］齐春子等译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 

［附注内容］本书是苏美两国著名学者以建立新思维，走向没有战争的世界为指导，经数年

共同研究完成的一部考察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权威性著作。 

［主题词］社会人类学 

［知识责任］葛罗米柯 著 

［次知识责任］齐春子 译 

  

 

［正题名］面临严峻挑战的思考 

［副题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廖丹清，陈文科主编 

［出版者］海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附注内容］本书剖析阐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 

［主题词］社会主义制度/对比研究/资本主义制度 

［知识责任］廖丹清 主编 

［知识责任］陈文科 主编 

  



 

［正题名］政治体制 

［副题名］宏观政治学 

［第一责任人］（日）山口定著 

［译者］韩铁英译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丛编题名］现代政治学丛书 3 （日）猪口孝主编；傅禄永主编译 

［附注内容］本书从整体上探讨了由包括正统性原理、政治精英和物理性强制力在内的五种

因素组成的政治运行机制。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山口定 著 

［次知识责任］韩铁英 译 

  

 

［正题名］政策过程 

［第一责任人］（日）大岳秀夫著 

［译者］傅禄永译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现代政治学丛书 11 （日）猪口孝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研究政策在什么样的政治脉络中，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执行的？

具有什么样的权力再分配意义？ 

［主题词］政策学 

［知识责任］大岳秀夫 著 

［次知识责任］傅禄永 译 

  

 

［正题名］全球冲突 

［副题名］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 

［第一责任人］（澳）伯顿·约翰·Ｗ(Burton, J.W.)著 

［译者］马学印，谭朝洁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丛编题名］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 周纪荣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Global conflict: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附注内容］据英国 Wheatsheaf Books 公司 1984 年英文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深入探讨了隐蔽在国际冲突与危机之后的国内因素，剖析了美苏等国内部

体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本书从各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转换，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外交

决定与学术研究的相互作用，区域性-功能化关系模式等诸方面，探讨了解决国际冲突的现

实途径。 

［主题词］国际政治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伯顿 著 

［知识责任］Burton 著 



［次知识责任］马学印 译 

［次知识责任］谭朝洁 译 

  

 

［正题名］文化多元主义与国家整合 

［副题名］兼论中国认同的形成与挑战 

［第一责任人］葛永光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91 

［丛编题名］新政治学丛书 

［知识责任］葛永光 著 

  

 

［正题名］政治学概要 

［第一责任人］朱光磊编著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学 

［知识责任］朱光磊 编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 

［第一责任人］蓝瑛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社会主义政治学/思想史 

［主题词］社会主义学说 

［知识责任］蓝瑛 主编 

  

 

［正题名］政治体系 

［副题名］政治学状况研究 

［第一责任人］(美)戴维·伊斯顿(Easton, David)著 

［译者］马清槐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书以美国政治学的状况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学的任

务和目的、政治理论同道德观念的关系等问题。 

［主题词］美国政治学 

［主题词］政治学理论体系 

［主题词］政治学/研究 

［知识责任］伊斯顿 著 

［知识责任］Easton 著 

［次知识责任］马清槐 译 



  

 

［正题名］现代西方政治理论 

［第一责任人］房宁，赵会民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 

［主题词］政治理论/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房宁 著 

［知识责任］赵会民 著 

  

 

［正题名］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不破哲三著 

［译者］张碧清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文章汇集，论述的主题涉及国

家论、革命论和哲学理领域，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无产阶级专政

问题、民主自由问题、多党制问题、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问题等等。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不破哲三 著 

［次知识责任］张碧清 译 

  

 

［正题名］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副题名］续编 

［第一责任人］（日）不破哲三著 

［译者］刘丕坤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不破哲三 著 

［次知识责任］刘丕坤 译 

  

 

［正题名］社会主义社会论纲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社会主义社会/研究 

  

 

［正题名］科学社会主义自学手册 

［第一责任人］赵曜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手册 

［知识责任］赵曜 主编 

  

 

［正题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纲 

［第一责任人］吴国光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涵义、

中心、任务等十章。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 

［知识责任］吴国光 主编 

  

 

［正题名］路在何方 

［副题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沉思 

［第一责任人］丁俊发等编著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书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走过的曲折历程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教训，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规律，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演变，阐明社会主义再认识

的重要性、迫切性。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丁俊发 编著 

  

 

［正题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高放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高放 主编 

  

 

［正题名］社会主义思想宝库 

［第一责任人］范桥，姚鹏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收了古往今来，东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精华，分 16 类 100 余目，

从政治、哲学、经济、伦理、人生、情感、军事等方方面面，向读者展示了社会主义思想发

展的全貌。 

［主题词］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摘 



［知识责任］范桥 主编 

［知识责任］姚鹏 主编 

  

 

［正题名］社会主义与民主 

［第一责任人］张式谷，张风羽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邢贲思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针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面临的种种挑战,多侧面、多角度地探讨与阐述了

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 

［主题词］社会主义民主/研究 

［知识责任］张式谷 著 

［知识责任］张风羽 著 

  

 

［正题名］世界社会主义名著选介 

［第一责任人］刘佩弦，辛仲勤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附注内容］本书编选了世界各国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著作 53 篇，对其主要的思想观点、

意义和价值,作了简要的介绍。 

［主题词］马列著作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知识责任］刘佩弦 主编 

［知识责任］辛仲勤 主编 

  

 

［正题名］社会科学争鸣大系 

［并列题名］A contending series of social science 

［副题名］1949～1989 

［丛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卷 

［第一责任人］蓝瑛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将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分列为 66 个专题，概括地反映了

建国四十年来这两门学科的发展过程。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文集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集 

［知识责任］蓝瑛 主编 

  

 

［正题名］社会主义理论学习问答 

［第一责任人］王允昶，张叶清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王允昶 编著 

［知识责任］张叶清 编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的由来 

［第一责任人］孙韶林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知识责任］孙韶林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杨魁森编著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等 7 章。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杨魁森 编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名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李工青等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社会主义/词典 

［知识责任］李工青 编 

  

 

［正题名］简明社会主义小词典 

［第一责任人］陈更生等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主题词］社会主义/词典 

［知识责任］陈更生 编 

  

 

［正题名］政治体制改革辞典 

［第一责任人］范恒山主编 

［出版者］中国物资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主题词］政治体制改革/词典 

［知识责任］范恒山 主编 

  

 

［正题名］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邓正来主编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本书综述了古今著名政治理论家的思想，考察了各种政治思想的演化和走向。 

［主题词］政治学/百科全书 

［知识责任］邓正来 主编 

  

 

［正题名］现代西方国家学说 

［第一责任人］邹永贤等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 19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西方国家学说理论（不包括马列主义国家学

说）及其代表人物。 

［主题词］国家理论/西方国家 

［主题词］国家学说 

［知识责任］邹永贤 著 

  

 

［正题名］国家与法的理论 

［第一责任人］陈绍兴，张志勤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国家与法的起源、法的本质、奴隶制国家与法、社会主义民主

与社会主义法制等 24 章。 

［主题词］国家和法的理论 

［主题词］国家理论 

［主题词］法的理论 

［知识责任］陈绍兴 主编 

［知识责任］张志勤 主编 

  

 

［正题名］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 

［第一责任人］吴惕安，俞可平主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主题词］国家理论/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吴惕安 主编 

［知识责任］俞可平 主编 



  

 

［正题名］国家的神话 

［第一责任人］（德）卡西尔(Cassirer, E.)著 

［译者］范进，杨君游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The myth of the state. 

［附注内容］本书把研究焦点集中在历史上关于国家的理论上，揭示了国家的神话如何从远

古时代 始，经过柏拉图、但丁等人一步步形成，为当代法西斯集权国家的兴起 辟了道路，

勾划了政治思想发展历史的基本轮廓。 

［主题词］国家理论 

［知识责任］卡西尔 著 

［知识责任］Cassirer 著 

［次知识责任］范进 译 

［次知识责任］杨君游 译 

  

 

［正题名］认同与国家 

［副题名］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3(1994) 

 

［正题名］国家政体 

［第一责任人］严家其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丛编题名］政治学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历史上的各种典型政体，以及资产阶级国家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

几种主要政体。 

［主题词］政治制度 

［知识责任］严家其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李靖宇主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主题词］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词典 

［知识责任］李靖宇 主编 

  

 



［正题名］漫话封建专制主义 

［第一责任人］张家骏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封建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家骏 著 

  

 

［正题名］代议制政府 

［第一责任人］（英）密尔(Mill, J.S.)著 

［译者］汪瑄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为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所著，中心内容为论

证代议制是 理想的政府形式，但书中也指出代议制政府可能产生弊端及其危险性。 

［主题词］议会制/研究 

［知识责任］密尔 著 

［知识责任］Mill 著 

［次知识责任］汪瑄 译 

  

 

［正题名］资本主义新变化评析 

［第一责任人］崔佩亭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邢贲思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分析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及结果。尤其是把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和分析其

演变及发展。 

［主题词］资本主义国家/变化/研究 

［知识责任］崔佩亭 主编 

  

 

［正题名］当代巨魔 

［副题名］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学概要 

［第一责任人］（苏）布尔拉茨基(Бурлацкий,ф．М．)，（苏）加尔金(Галк

ин,А．А．)著 

［译者］陈山，林扬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书批判地介绍了西方学者典型的政治社会学观点、研究趋势和方法，分析介

绍了国际关系体系内部的结构以及关系的类型等内容。 

［主题词］政治社会学/资本主义国家 

［知识责任］布尔拉茨基 著 



［知识责任］Бурлацкий 著 

［知识责任］加尔金 著 

［知识责任］Галкин 著 

［次知识责任］陈山 译 

［次知识责任］林扬 译 

  

 

［正题名］西方人看西方 

［第一责任人］陈先奎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者、经济学者、科学家、文艺家等关于资本主义

的有关论述，介绍了他们对现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与分析。 

［主题词］社会/评论/西方国家 

［主题词］资本主义/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陈先奎 主编 

  

 

［正题名］竞争与冲突 

［副题名］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 

［第一责任人］武桂馥等主编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和分析了美、日、西欧经济关系的主要问题、 新动向和未来趋势，

政治关系、军事关系的发展变化三者对未来世界战略全局的影响等。 

［主题词］发达国家/国际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武桂馥 主编 

  

 

［正题名］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 

［副题名］1922—1982 年 

［第一责任人］（德）维佩曼著 

［译者］宋钟璜，张载扬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 1922 至 1982 年这 60 年间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衰史，分别叙述了

意、德、奥、匈、罗马尼亚等国的法西斯党的历史情况并对欧洲法西斯主义作了综合比较。 

［主题词］法西斯主义/对比研究/欧洲/1922-1982 

［知识责任］维佩曼 著 

［次知识责任］宋钟璜 译 

［次知识责任］张载扬 译 

  

 

［正题名］法西斯主义剖析 



［副题名］原因 统治结构 现实性 

［第一责任人］（德）莱因哈德·屈恩尔(Kuhnl, Reinhard)著 

［译者］邸文，李广起译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内容有法西斯主义学术研究的意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作为普遍现象的法西

斯主义、论问题的现实性。 

［主题词］法西斯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屈恩尔 著 

［知识责任］Kuhnl 著 

［次知识责任］邸文 译 

［次知识责任］李广起 译 

  

 

［正题名］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选辑了苏联理论界在研究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近期论文和专

著中的有关章节，共 16 篇。内容包括：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与特征；二、关于“发达

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三、批判几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 

［主题词］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正题名］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日）村井知至著 

［译者］侯士绾译 

［出版者］文明书局 

［出版日期］1903 

［知识责任］村井知至 著 

［次知识责任］侯士绾 译 

  

 

［正题名］未来的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俄）戈尔巴乔夫(Gorbachev, M.)等著 

［译者］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丛编题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 Future of socialism. 

［附注内容］德文题名: Sozialismus der zukunft. 

［附注内容］俄文题名: Бу дущее социа лизма. 

［附注内容］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维利·勃兰特《民主社会

主义的未来》、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自治-持久的革命》等 28 篇论文。 



［主题词］社会主义/文集 

［知识责任］戈尔巴乔夫 著 

［知识责任］Gorbachev 著 

  

 

［正题名］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第一责任人］黄宗良等主编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 

［主题词］社会主义社会 

［主题词］社会主义制度/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黄宗良 主编 

  

 

［正题名］世界议会辞典 

［第一责任人］张友渔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议会/世界/词典 

［知识责任］张友渔 主编 

  

 

［正题名］世界各国国旗、国徽、国歌 

［副题名］附国花、国鸟 

［第一责任人］世界知识出版社美术编辑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 171 个国家的国旗、国徽、国歌以及有关国家的国花、国鸟。 

［主题词］国旗/世界 

［主题词］国歌/世界 

［主题词］国徽/世界 

  

 

［正题名］世界各国国旗国徽图录 

［第一责任人］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国旗/世界/图集 

［主题词］国徽/世界/图集 

  

 

［正题名］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文寿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从决策到监督，从体制到方法,系统地归纳和总结了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

想。 

［主题词］行政管理/邓小平/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张文寿 主编 

  

 

［正题名］国家安全地理 

［第一责任人］沈伟烈等编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 

［主题词］政治地理学/世界 

［主题词］地缘地理学/世界 

［主题词］国家安全/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沈伟烈 编著 

  

 

［正题名］论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一责任人］（美）斯威齐(Sweezy, P.)，（法）贝特兰(Bettelheim, C.)著 

［译者］尚政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5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六篇论文组成。两位作者从苏修入侵捷克事件

谈起，展 了有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些理论问题的讨论；第二部分是斯威齐写的四篇文章，

主要谈如何从苏联和波兰变修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后提出了一个探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

的研究提纲。书中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对我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风作了高

度评价。 

［主题词］社会主义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斯威齐 著 

［知识责任］Sweezy 著 

［知识责任］贝特兰 著 

［知识责任］Bettelheim 著 

［次知识责任］尚政 译 

  

 

［正题名］社会革命 

［第一责任人］（德）考茨基(K.Kautsky)著 

［译者］何江,，孙小青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书是考茨基早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影响下写的著作，他驳斥了各种以社会改

革来对抗社会革命的理论，揭示出社会革命的实质只能是被压迫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突变过

程。同时，根据当代社会革命的任务，展望革命后如何剥夺剥削者，重新组织和发展生产，

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可能采取的途径和方法。 



［主题词］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知识责任］考茨基 著 

［知识责任］Kautsky 著 

［次知识责任］何江 译 

［次知识责任］孙小青 译 

  

 

［正题名］论社会主义民主 

［第一责任人］（苏）麦德维杰夫(Медведев, Р.)著 

［译者］史正苏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以上大量材料评述了六十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并从能否实现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出发，进行了理论上的

阐述。 

［主题词］社会主义民主/研究 

［知识责任］麦德维杰夫 著 

［知识责任］Медведев 著 

［次知识责任］史正苏 译 

  

 

［正题名］社会主义与自由 

［第一责任人］（日）藤井一行著 

［译者］大洪译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社会主义/关系/自由 

［知识责任］藤井一行 著 

［次知识责任］大洪 译 

  

 

［正题名］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 

［第一责任人］（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 Mandel)著 

［译者］王绍兰，高德平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修正主义/理论 

［知识责任］曼德尔 著 

［知识责任］Mandel, 著 

［次知识责任］王绍兰 译 

［次知识责任］高德平 译 

  

 

［正题名］社会党 



［第一责任人］（日）西川光次郎著 

［译者］周子高译 

［出版者］广智书局 

［出版日期］1903 

［知识责任］西川光次郎 著 

［次知识责任］周子高 译 

  

 

［正题名］民主与政党 

［第一责任人］吴江，牛旭光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 

［知识责任］吴江 著 

［知识责任］牛旭光 著 

  

 

［正题名］民主社会主义透视 

［第一责任人］杨宏禹,刘苏邮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民主社会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杨宏禹 主编 

［知识责任］刘苏邮 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党史 

［第一责任人］杨幼炯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知识责任］杨幼炯 主编 

  

 

［正题名］国父的政党理论 

［第一责任人］孙治民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知识责任］孙治民 著 

  

 

［正题名］中国政党史 

［第一责任人］朱建华，宋春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中国政党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剖析了中国政党的主张、纲领、

政策和策略，评价了中国政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等。 

［主题词］政党/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朱建华 主编 

［知识责任］宋春 主编 

  

 

［正题名］世界政党辞典 

［第一责任人］熊复主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政党/世界/词典 

［知识责任］熊复 主编 

  

 

［正题名］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简史 

［第一责任人］葛锡有等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工人政党/理论/历史 

［知识责任］葛锡有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政党史 

［第一责任人］朱建华，宋春主编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知识责任］朱建华 主编 

［知识责任］宋春 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党辞典 

［第一责任人］宋春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政党/中国/1840-1985/词典 

［知识责任］宋春 主编 

  

 

［正题名］民族主义 

［第一责任人］（印）泰戈尔(Tagore, R)著 

［译者］谭仁侠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为印度著名诗人、作家泰戈尔 1916 年访问日、美两国时的讲演稿，是体

现他的政治思想的论著之一。他认为，“民族”的概念是人类的发明，利用它可以推行利己

主义。他力主东方文化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强调东方民族学习西方时，

不要丧失自己的灵魂和信心，主张人类要拥有道义真理，等等。 

［主题词］民族问题 

［知识责任］泰戈尔 著 

［知识责任］Tagore 著 

［次知识责任］谭仁侠 译 

  

 

［正题名］战争·科学·人 

［第一责任人］（日）田中正俊著 

［译者］韩一德译，隋宗茂校审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主题词］侵华-侵略战争/评论/日本 

［主题词］侵略战争-侵华/评论/日本 

［知识责任］田中正俊 著 

［次知识责任］韩一德 译 

［次知识责任］隋宗茂 校审 

  

 

［正题名］巨人箴言录 

［副题名］爱因斯坦论和平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美）内森(Nathan, Otto)，（美）诺登(Norden, Heinz)编 

［译者］李醒民，刘新民译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科学与和平丛书 陈能宽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Einstein on peace.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爱因斯坦在和平领域思想发展的轨迹，并铺垫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

细致的心理刻划。 

［知识责任］内森 编 

［知识责任］Nathan 编 

［知识责任］诺登 编 

［知识责任］Norden 编 

［次知识责任］李醒民 译 

［次知识责任］刘新民 译 

  

 

［正题名］当代西方思潮 

［第一责任人］《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正题名］战后西德两大社会思潮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鱼小辉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书对西德社民党“伦理社会主义”思潮和绿党“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加以纵

横比较,剖析它们的理论、纲领、政策及主张，探讨其得失。 

［知识责任］鱼小辉 著 

  

 

［正题名］布哈林言论 

［第一责任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6 

［丛编题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供批判用 

［附注内容］《布哈林言论》摘自 1915 年至 1929 年期间布哈林作的报告、演说和撰写的文

章。书前有介绍布哈林其人及其宣扬的修正主义谬论和他的反党活动的前言。在摘录布哈林

的每篇言论前有编者写的按语。 

［主题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 

  

 

［正题名］公 答复工人纲领 

［第一责任人］（德）拉萨尔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4 

［知识责任］拉萨尔 著 

  

 

［正题名］共产主义的批评 

［第一责任人］拉斯基著 

［译者］黄肇年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29 

［知识责任］拉斯基 著 

［次知识责任］黄肇年 译 

  

 

［正题名］托洛茨基言论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托洛茨基主义/1903-1928 



  

 

［正题名］日本政治学动向 

［副题名］后行为主义政治学 

［第一责任人］（日）神岛二郎等著 

［译者］马斌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系日本政治学会于 1976 年出版的一个特辑，反映了当前日本政治学者研

究的课题和日本政治学的发展趋势。书中收有日本知名的政治学者写的九篇论文，一篇序言

和一篇附录，即磁场政治学、运动政治学、事件政治学、语言政治学、第三世界政治学、政

治人类学、后行为主义计量政治学等。 

［主题词］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神岛二郎 著 

［次知识责任］马斌 译 

  

 

［正题名］宽容 

［第一责任人］（美）房龙著 

［译者］迮卫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思想史/世界/英文 

［知识责任］房龙 著 

［次知识责任］迮卫 译 

  

 

［正题名］民主自由问题 

［第一责任人］任卓宣著 

［出版者］帕米尔书店 

［出版日期］1982 

［知识责任］任卓宣 著 

  

 

［正题名］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 

［第一责任人］陈仪深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陈仪深 著 

  

 

［正题名］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第一责任人］林毓生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8 

［知识责任］林毓生 著 

  

 

［正题名］民主的危机 

［副题名］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 

［第一责任人］（法）米歇尔·克罗齐等著 

［译者］马殿军等译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克罗齐 著 

［次知识责任］马殿军 译 

  

 

［正题名］步向民主 

［副题名］中国知识分子与近代民主思想 

［第一责任人］林启彦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林启彦 著 

  

 

［正题名］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 

［书目卷册］第 1 辑 

［丛书］西方国家 

［第一责任人］沈恒炎，燕宏远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人道主义/外国/文集 

［知识责任］沈恒炎 主编 

［知识责任］燕宏远 主编 

  

 

［正题名］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 

［书目卷册］第 2 辑 

［丛书］苏联 

［第一责任人］沈恒炎，燕宏远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人道主义/外国/文集 

［知识责任］沈恒炎 主编 

［知识责任］燕宏远 主编 

  

 



［正题名］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 

［书目卷册］第 3 辑 

［丛书］东欧等国 

［第一责任人］沈恒炎，燕宏远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收录 50 年代以来至当前东欧和部分亚洲国家有代表性的学者关于人、

人性、人权、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的论述，其中也涉及民主、自由等问题。 

［主题词］人道主义/外国/文集 

［知识责任］沈恒炎 主编 

［知识责任］燕宏远 主编 

  

 

［正题名］自由 

［副题名］一个制度层面的探讨 

［第一责任人］文思慧著 

［出版者］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0 

［丛编题名］自由·民主·人权丛书 郑宇硕主编 

［知识责任］文思慧 著 

  

 

［正题名］中国反传统主义的贫困 

［副题名］刘晓波与偶像破坏的乌托邦 

［第一责任人］顾昕著 

［出版者］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3 

［丛编题名］风云思潮丛书 

［知识责任］顾昕 著 

  

 

［正题名］群报撷华 

［第一责任人］罗家伦主编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出版日期］1968 

［知识责任］罗家伦 主编 

  

 

［正题名］拉萨尔言论 

［第一责任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摘自 1859 年至 1864 年期间拉萨尔的报告、演说、书信和文章。；全书分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反映拉萨尔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主要哲学著作；第二部分是反映拉萨



尔机会主义思想路线的主要哲学著作；第三部分是书信，反映了拉萨尔的叛卖活动和阴谋手

法。书前有编者加的前言，每篇言论前有编者写的按语。书后有《约·巴·施韦泽：俾斯麦

内 》和《斐迪南·拉萨尔年表》两个附录。 

［主题词］拉萨尔主义 

  

 

［正题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演变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党破产了吗? 

［副题名］关于党内争论的公 意见 

［第一责任人］（德）库诺(Cunow, H.)著 

［译者］韦任明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库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狂热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十月革命后，他恶毒攻

击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库诺在本书中竭力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

资本主义发展的科学分析，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 高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

夜，无耻宣称帝国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是无法“铲除”的。因此，他认为德国

社会民主党支持侵略战争是正当的，不能由此认为党已“破产”。本书中译本是根据 1915

年德文版译出的。 

［知识责任］库诺 著 

［知识责任］Cunow 著 

［次知识责任］韦任明 译 

  

 

［正题名］苏俄的“新方针” 

［第一责任人］（奥地利）鲍威尔(Bauer, O.)著 

［译者］史集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本书收入作者 1921

年在维也纳《工人日报》上发表的污蔑苏联新经济政策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四篇文章，即：

《苏维埃共和国的第四年》、《资本主义贸易和苏维埃资产阶级》、《工业和租让》、《专政的历

史意义》。此外，还加了一篇序言。本书中译本是根据维也纳人民书店 1921 年法文版译出的。 

［知识责任］鲍威尔 著 

［知识责任］Bauer 著 

［次知识责任］史集 译 

  

 

［正题名］巴枯宁言论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书摘要编译了巴枯宁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 

［主题词］巴枯宁主义 

  

 

［正题名］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第一责任人］（奥）鲍威尔(O. BauerO)著 

［译者］史集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是所谓“奥地利马

克思主义派”的主要理论家。他的这本书从孟什维克立场出发，竭力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否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本书是根据

维也纳人民书店 1921 年版译出。 

［主题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奥地利 

［主题词］修正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奥地利 

［知识责任］鲍威尔 著 

［知识责任］Bauer 著 

［次知识责任］史集 译 

  

 

［正题名］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法）米勒兰(Millerand, A.)著 

［译者］史集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米勒兰在 1896 年至 1902 年间的历次演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

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观点，是他的主要代表作。本书是根据巴黎 1903 年法文版译出的。 

［主题词］米勒兰主义/文集 

［知识责任］米勒兰 著 

［知识责任］Millerand 著 

［次知识责任］史集 译 

  

 

［正题名］鲍威尔言论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鲍威尔是第二国际和奥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机会主义领袖，是所谓“奥地利马

克思主义”这一修正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本书编选的重点是他从 1907 年到 1936 年的主要

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言论，此外也略涉及哲学和民族问题。 

［主题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奥地利/1907-1936 

  



 

［正题名］中国的人权状况 

［第一责任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人权/问题/中国 

  

 

［正题名］苏联的人权 

［第一责任人］（苏）契尔年科著 

［译者］庞森等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丛编题名］当代人权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 Human rights in Soviet society. 

［附注内容］据纽约国际出版社 1981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本书对苏联人民享受的各项人权作了介绍，并用事实驳斥了西方国家散布的所

谓“社会主义国家不讲人权”的论调。 

［主题词］人权/研究/苏联 

［知识责任］契尔年科 著 

［次知识责任］庞森 译 

  

 

［正题名］人权哲学 

［第一责任人］（英）米尔恩（Milne, A.J.M.）著 

［译者］王先恒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现代思想文化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Human rights and human diversity. 

［附注内容］据英国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 1986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从对道德的分析入手，讨论了道德的普遍性和多样性,权利及人权问题。

特别细致的讨论了作为 低道德权利的人权（生有权、公正权、获得援助权、不受无理干涉

权等）问题。 

［主题词］人权/概论 

［知识责任］米尔恩 著 

［知识责任］Wilne 著 

［次知识责任］王先恒 译 

  

 

［正题名］民主自由人权的历史与现实 

［第一责任人］李洪钧等主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民主、自由、人权的历史发展过程，论述了现实中民主自由人权的

问题。 

［主题词］人权 

［主题词］民主 

［主题词］自由 

［知识责任］李洪钧 主编 

  

 

［正题名］民主 

［副题名］并非虚幻的存在 

［第一责任人］李君如，吴军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挑战与回答丛书 刘吉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就民主问题展 讨论，包括民主传统论、民主形态论、民主性质论、民主

形式论、民主程序论、民主党制论和民主过程论。 

［主题词］民主/研究 

［知识责任］李君如 著 

［知识责任］吴军 著 

  

 

［正题名］人权思想与人权立法 

［第一责任人］许崇德，张正钊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就马克思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人权思想以及各国对人权的立法

和保障制度的概况作了简要阐述。 

［主题词］人权/思想评论 

［主题词］人权/立法/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许崇德 主编 

［知识责任］张正钊 主编 

  

 

［正题名］新人权论 

［第一责任人］孙哲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主题词］人权/研究 

［知识责任］孙哲 著 

  

 

［正题名］民主新论 

［第一责任人］（美）萨托利(Sartori, Giovanni)著 



［译者］冯克利，阎克文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当代的争论、古典问题两部分。具体内容有：词源学的民主、至善

论与乌托邦、决策民主论、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自由与法律等。 

［主题词］民主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萨托利 著 

［知识责任］Sartori 著 

［次知识责任］冯克利 译 

［次知识责任］阎克文 译 

  

 

［正题名］西方人权学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黄枬森，沈宗灵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丛编题名］人权研究资料丛书 

［主题词］人权/西方国家/研究资料 

［知识责任］黄枬森 主编 

［知识责任］沈宗灵 主编 

  

 

［正题名］西方人权学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沈宗灵，黄枬森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丛编题名］人权研究资料丛书 

［主题词］人权/西方国家/研究资料 

［知识责任］沈宗灵 主编 

［知识责任］黄枬森 主编 

  

 

［正题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 

［第一责任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6 

［丛编题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伯恩施坦、考茨基、希法亭等十一个老修正主义分子关于帝国主义的

论著共三十四篇，其中考茨基的文章占较大的篇幅。编译本书的目的，是要为学习列宁关于



帝国主义的理论和了解列宁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同考修正主义斗争历史提供一些反面教材。 

［主题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 

  

 

［正题名］“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第一责任人］（西班牙）卡里略(S. Carrillo)著 

［译者］钟琦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欧洲共产主义 

［知识责任］卡里略 著 

［知识责任］Carrillo 著 

［次知识责任］钟琦 译 

  

 

［正题名］细说共产 

［第一责任人］刘珍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74 

［知识责任］刘珍 著 

  

 

［正题名］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 

［第一责任人］辛灿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附注内容］本书摘编了西方政界要人杜勒斯、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布什、撒切尔、布

热津斯基、舒尔茨等人的言论和美英一些大报刊的政治评论家的文章。 

［主题词］和平演变/文集 

［知识责任］辛灿 主编 

  

 

［正题名］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史话 

［第一责任人］庄汉隆，杨敏编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生及其发展情况以及如何识别等。 

［主题词］和平演变/战略/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庄汉隆 编著 

［知识责任］杨敏 编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 

［第一责任人］（英）密利本德(Milliband, R.)著 



［译者］黄子都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研究 

［主题词］政治学 

［知识责任］密利本德 著 

［知识责任］Miliband 著 

［次知识责任］黄子都 译 

  

 

［正题名］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 

［副题名］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 

［第一责任人］刘桂生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中国启蒙思想的源流、演变及得失，发掘并运用了一批新的史料，

得出若干不同于前人的结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主题词］启蒙运动/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五·四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刘桂生 主编 

  

 

［正题名］政治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1983 年增刊之三、四 

［丛书］七国文官制度汇编（英国，美国）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中国政治学会主办 

［译者］袁岳云，张宝训编辑 

［出版者］出版地不详 

［出版日期］1983 

［次知识责任］袁岳云 编辑 

［次知识责任］张宝训 编辑 

  

 

［正题名］政治学说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苏）莫基切夫(К.А. Мокичев)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室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册，对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学说及其影响，作了比较

全面系统的叙述，也包含一些新材料。但本书存有许多根本性的错误观点。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世界 

［知识责任］莫基切夫 主编 

［知识责任］Мокичев 主编 



  

 

［正题名］政治学说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苏）莫基切夫(Мокичев,К.А.)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室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世界 

［知识责任］莫基切夫 主编 

［知识责任］Мокичев 主编 

  

 

［正题名］西方政治思想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吴恩裕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文集 

［知识责任］吴恩裕 著 

  

 

［正题名］西方政治思想简史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法律系《西方政治思想简史》编写组编写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简述了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 始的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历史上各阶级、

阶层中具有代表性人物的政治法律思想，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路德、莫尔、格

劳秀斯、霍布斯、杰弗逊、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比尔、边沁、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蒲鲁东、拉萨尔、斯宾塞和尼采等几十个代表人物的政治法律方面

的理论观点，都作了概括的介绍。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 

  

 

［正题名］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高放，黄达强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丛书 

［知识责任］高放 主编 

［知识责任］黄达强 主编 

  

 

［正题名］西方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何汝璧等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何汝璧 主编 

  

 

［正题名］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 

［第一责任人］陈学明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主编 

［附注内容］哈贝马斯是现今欧洲重要思想家之一，本书对他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进行评述,

包括：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功能、

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 3 部分。 

［主题词］资本主义/晚期/研究 

［知识责任］陈学明 著 

  

 

［正题名］雅典政制 

［第一责任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著 

［译者］日知，力野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59 

［附注内容］本书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对当时希腊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研究的残

篇，是迄今所知历史上 早的一本研究政治制度的专著。本书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国家与法

律的历史，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主题词］奴隶制制度/政治制度 

［知识责任］亚里士多德 著 

［知识责任］Aristotle 著 

［次知识责任］日知 译 

［次知识责任］力野 译 

  

 

［正题名］古希腊政治学说 

［第一责任人］（苏）涅尔谢相茨(Нерсесянц, В.С.)著 

［译者］蔡拓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1.7 

［附注内容］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观点,对古希腊的政治学说的产生、发展和繁荣

按年代顺序作了系统的论述。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古希腊 

［知识责任］涅尔谢相茨 著 

［知识责任］Нерсесянч 著 

［次知识责任］蔡拓 译 



  

 

［正题名］雪莱政治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英）雪莱著 

［译者］杨熙龄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政论/英国/近代 

［知识责任］雪莱 著 

［知识责任］Shelly 著 

［次知识责任］杨熙龄 译 

  

 

［正题名］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俄）普列汉诺夫著 

［译者］王荫庭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书选自《普列汉诺夫选集》第十六卷，苏联“国家出版社”1925 年俄文版。 

［主题词］工团主义/批判/文集 

［主题词］社会主义 

［知识责任］普列汉诺夫 著 

［次知识责任］王荫庭 译 

  

 

［正题名］当代无政府主义 

［第一责任人］（美）珀林(Perlin, T.M.)编 

［译者］吴继淦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珀林 编 

［知识责任］Perlin, 编 

［次知识责任］吴继淦 译 

  

 

［正题名］现代政治思想 

［第一责任人］马起华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77 

［丛编题名］现代思潮丛书 

［知识责任］马起华 著 

  

 



［正题名］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帕米尔书店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帕米尔书店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意识形态的时代 

［副题名］从 1750 年到现在的政治思想 

［第一责任人］华特金士著 

［译者］张明贵译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3 

［知识责任］华特金士 著 

［次知识责任］张明贵 译 

  

 

［正题名］欧洲政治思想史 

［副题名］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 

［第一责任人］（意）马斯泰罗内(Mastellone,Salvo)著 

［译者］黄华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收取近 20 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欧洲历史发展为线索,对文艺复兴以来各

时期著名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进行了介绍,叙述了欧洲各种政府形式的兴衰演化,及各政治流派

在中间展 斗争和发挥的不同作用。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欧洲/15-20 世纪 

［知识责任］马斯泰罗内 著 

［知识责任］Mastellone 著 

［次知识责任］黄华光 译 

  

 

［正题名］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第一责任人］（美）马尔库塞著 

［译者］任立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 H.马尔库塞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

家 M.马尔科维奇等人的六篇文章。这些文章将精神分析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学领域，研究和

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分析和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

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工业社会学 

［主题词］新左派 

［知识责任］马尔库塞 著 

［次知识责任］任立 编译 

  



 

［正题名］当代世界政治理论 

［第一责任人］（美）爱·麦·伯恩斯(E.M.Burns)著 F 

［译者］曾炳钧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 

［主题词］国际政治-政治理论 

［知识责任］伯恩斯 著 

［知识责任］Burns 著 

［次知识责任］曾炳钧 译 

  

 

［正题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 

［第一责任人］奚广庆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收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各个流派、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基本概念、

重大事件、运动等条目,选编了与此有关的“欧洲共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托洛

茨基主义”等思潮的近 500 个辞条。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词典 

［知识责任］奚广庆 主编 

  

 

［正题名］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第一责任人］（英）约翰·基恩(Keane, John)著 

［译者］马音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 7 篇论文,论述了福利国家的危机倾向、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发展、

资本主义和创造性的破坏等。 

［主题词］资本主义/晚期/研究 

［主题词］公共生活 

［主题词］晚清资本主义 

［知识责任］基恩 著 

［知识责任］Keane 著 

［次知识责任］马音 译 

  

 

［正题名］伊加利亚旅行记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法）卡贝(Cabet, M.)著 

［译者］李雄飞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 



［附注内容］本书系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的代表作。作者用

民间小说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描述了他所设想的共产制度的国家----伊加利亚。小说全面

地介绍了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 的情况。这个伊加利亚当然纯属虚构，但

这部作品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原书共分三卷：第一卷内容着重见闻记述；

第二、三卷，主要为理论分析。中译本拟分两册出版。 

［主题词］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史 

［知识责任］卡贝 著 

［知识责任］Cabet 著 

［次知识责任］李雄飞 译 

  

 

［正题名］伊加利亚旅行记 

［书目卷册］第二、三卷 

［第一责任人］（法）卡贝(Cabet, M.)著 

［译者］李雄飞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书第二卷，主要是通过演讲和答辩的方式，宣传作者的共产主义学说；第三

卷，则简要地概述了共产主义的原则。 

［主题词］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史 

［知识责任］卡贝 著 

［知识责任］Cabet 著 

［次知识责任］李雄飞 译 

  

 

［正题名］社会主义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 年） 

［第一责任人］（英）柯尔(Cole, G.D.H.)著 

［译者］何瑞丰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系英国工党分子、费边社分子。全书分五卷。书中多次贬抑、诽谤、

歪曲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此书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一些历史情

况和思想资料，对于我们了解那一百五十年内的社会政治思想，特别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

从复杂的思想战场上披荆斩棘，去伪存真，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对于我们学习和总

结国际上 思想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尚有可供参考之处。 

［主题词］社会主义/思想史 

［知识责任］柯尔 著 

［知识责任］Cole 著 

［次知识责任］何瑞丰 译 

  

 

［正题名］社会主义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副题名］1850-1890 

［第一责任人］（英）柯尔(G.D.H.Cole)著 

［译者］何瑞丰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讲 1850－1890 年 40 年间欧洲各国（德、法、比、英、俄）以及美国

的各色社会主义思潮与活动；后半部着重讲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活

动。由于作者持资产阶级观点，对于震撼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资本论》、《反杜

林论》等伟大著作的发表，以及巴黎公社起义等，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正确的评价。 

［主题词］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世界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社会主义/世界 

［知识责任］柯尔 著 

［知识责任］Cole 著 

［次知识责任］何瑞丰 译 

  

 

［正题名］社会主义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上册 

［丛书］第二国际（1889-1914） 

［第一责任人］（英）柯尔(Cole,G.D.H.)著 

［译者］何瑞丰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 年）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对于英国

的费边社会主义和工党的历史及其活动论述尤详。 

［主题词］社会主义/思想史 

［知识责任］柯尔 著 

［知识责任］Cole 著 

［次知识责任］何瑞丰 译 

  

 

［正题名］温斯坦莱文选 

［第一责任人］（英）温斯坦莱(G.Winstanley)著 

［译者］任国栋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5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英国十七世纪空想共产主义者、掘地派运动的著名领袖和杰出的思

想家。他代表当时英国城乡贫民的利益，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主张人人都

必须劳动，都有利用村社土地的自由，同时也有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权力。本书选入温斯

坦莱的六篇文章，书末有附录。 

［主题词］空想共产主义/文集/英国 



［知识责任］温斯坦莱 著 

［知识责任］Winstanley, 著 

［次知识责任］任国栋 译 

  

 

［正题名］新大西岛 

［第一责任人］（英）培根(F.Bacon)著 

［译者］何新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59 

［主题词］乌托邦/研究 

［知识责任］培根 著 

［知识责任］Bacon, 著 

［次知识责任］何新 译 

  

 

［正题名］祖国在危急中 

［第一责任人］（法）布朗基(A.Blanqui)著 

［译者］顾良,冯文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布朗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法国十九世纪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本

书翻译的布朗基的六十多篇政治性杂文均登载在《祖国在危急中报》。这些文章揭示了普法

战争期间那些所谓肩负拯救祖国重任的人们背叛祖国和人民的真面目。 

［主题词］普法战争(1870-1871)/法国/史料 

［知识责任］布朗基 著 

［知识责任］Blanqui, 著 

［次知识责任］顾良 译 

［次知识责任］冯文光 译 

  

 

［正题名］布朗基文选 

［第一责任人］（法）布朗基(A.Blanqui)著 

［译者］皇甫庆莲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 

［附注内容］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是法国近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政治活

动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许多秘密团体和秘密活动的组织者。这个文选分五个部分选编了布

朗基的重要文章，还附了一个传略，简要地介绍了布朗基的生平，相当集中反映了布朗基的

基本思想观点。 

［主题词］布朗基主义/文集 

［知识责任］布朗基 著 

［知识责任］Blanqui, 著 

［次知识责任］皇甫庆莲 译 



  

 

［正题名］空想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吴易风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衰落以至走向反面的

历史发展过程。全书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四个时期分为 4 篇 16 章，对于从十六世纪

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莫尔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其中包括三

大空想家等十五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生平、著作和他们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分别作了比

较全面的介绍，并对他们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史上的贡献、问题和地位进行了概略的论述。 

［主题词］空想社会主义 

［知识责任］吴易风 著 

  

 

［正题名］政治正义论 

［第一责任人］（英）葛德文(W. Goewin)著 

［译者］何慕李译 

［译者］关在汉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葛德文是英国政治哲学家和著名作家。他在哲学上是法国唯理主义的信徒，在

政权问题上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者。他的思想代表了从启蒙思想到空想社会义主思想发展的

过渡阶段。他的唯理主义和他那以公正原则改造人类社会的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下层的

愿望。他不仅批判了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而且也批判了资产阶级。本书全名为《论政治正

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共三卷，是葛德文一部 光辉、 精辟的政论。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英国 

［知识责任］葛德文 著 

［知识责任］Godwin 著 

［次知识责任］何慕李 译 

  

 

［正题名］论空想社会主义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俄）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等著 

［译者］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书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的《论空想社会主义者》为基础增

补编成的。新增补的有：普列汉诺夫论述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三篇文章以及苏联、英国

和法国其他学者所写的有关论著。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出版。上卷包括十五篇文章。 

［主题词］空想社会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普列汉诺夫 著 

［知识责任］Плеханов, 著 



  

 

［正题名］太阳城 

［第一责任人］（意）康帕内拉(T. Campanella)著 

［译者］陈大维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书是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内拉的重要代表作。该书阐述了他的空想共产

主义，认为在理想的社会中，一切公有，没有家庭也没有私产，人人都有劳动光荣感。劳动

强度将因技术发展而减轻，每人每天工作四小时，反映了当时人民反对封建剥削，要求幸福

生活的愿望。本书据俄文本转译。 

［主题词］空想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史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空想共产主义 

［知识责任］康帕内拉 著 

［知识责任］Campanella, 著 

［次知识责任］陈大维 译 

  

 

［正题名］法国空想共产主义 

［第一责任人］（苏）维·彼·沃尔金(В.П.Волгин)著 

［译者］郭一民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 

［附注内容］本书著者沃尔金是苏联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主义思想史专家。这本著作

系统地叙述了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全部过程。作者从回顾空想共产主义的创始

人马布利、摩莱里和狄德罗的思想学说写起，重点则放在论述十八世纪末的巴贝夫和巴贝夫

主义。 

［主题词］空想共产主义/法国 

［知识责任］沃尔金 著 

［知识责任］Волгин, 著 

［次知识责任］郭一民 编译 

  

 

［正题名］傅立叶选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傅立叶著 

［译者］赵俊欣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 

［知识责任］傅立叶 著 

［次知识责任］赵俊欣 译 

  

 

［正题名］傅立叶选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法）傅立叶(Fourier, C.)著 

［译者］赵俊欣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59 

［主题词］空想社会主义 

［知识责任］傅立叶 著 

［知识责任］Fourier, 著 

［次知识责任］赵俊欣 译 

  

 

［正题名］傅立叶选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法）傅立叶(Fourier, C.)著 

［译者］汪耀三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空想社会主义 

［知识责任］傅立叶 著 

［知识责任］Fourier, 著 

［次知识责任］汪耀三 译 

  

 

［正题名］乌托邦 

［第一责任人］（英）托马斯·莫尔(T. More)著 

［译者］戴镏龄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对话形式批判当时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同时描绘作者的理想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私有制被废除，产品归全社会所有，全体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人参加

劳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者的理想社会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基础，而且还有奴

隶存在。但尽管如此，《乌托邦》一书对以后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 

［主题词］乌托邦 

［知识责任］莫尔 著 

［知识责任］More, 著 

  

 

［正题名］自然法典 

［副题名］自然法律的一直被忽视或被否认的真实精神 

［第一责任人］（法）摩莱里(Morelly)著 

［译者］黄建华,姜亚洲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摩莱里是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著名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

的先驱者之一。摩莱里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论证了原始共产主义是符合“理性”的人类社

会的黄金时代，是理应值得人们在现代和将来加以采纳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恩格斯对摩莱里

的思想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理论是十八世纪“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 

［主题词］空想社会主义/法国/18 世纪 

［知识责任］摩莱里 著 

［知识责任］Morelly 著 

［次知识责任］黄建华 译 

［次知识责任］姜亚洲 译 

  

 

［正题名］圣西门选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法）圣西门(C.H.de.Saint-Simon)著 

［译者］王燕生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空想社会主义/文集 

［知识责任］圣西门 著 

［知识责任］Saint-Simon, 著 

［次知识责任］王燕生 译 

  

 

［正题名］圣西门选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法）圣西门(Saint-simon,C.H.de)著 

［译者］董果良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内容是通过答客问的形式，详细地阐述了实业家在管理国家大事方面 

所起的作用。 

［主题词］空想社会主义 

［知识责任］圣西门 著 

［知识责任］Saint-simon, 著 

［次知识责任］董果良 译 

  

 

［正题名］圣西门选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法）圣西门(Saint-Simon,C.)著 

［译者］董果良, 赵鸣逸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空想社会主义/文集 

［主题词］科学学/文集 

［知识责任］圣西门 著 

［知识责任］Saint-Simon, 著 

［次知识责任］董果良 译 

［次知识责任］赵鸣逸 译 

  

 

［正题名］潘恩选集 

［第一责任人］（英）潘恩(T.Paine)著 

［译者］马清槐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英国 

［知识责任］潘恩 著 

［知识责任］Paine, 著 

［次知识责任］马清槐 译 

  

 

［正题名］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第一责任人］（德）魏特林(W.Weitling)著 

［译者］孙则明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0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十九世纪德国无产阶级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十分憎恶资本主义制

度，主张彻底的社会革命。他的思想中带有好些乌托邦主义的成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

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思想“还是颇为精糙的，尚欠修琢的，

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本书是作者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书有极高的

评价。 

［主题词］乌托邦/德国/十九世纪 

［知识责任］魏特林 著 

［知识责任］Weitling, 著 

［次知识责任］孙则明 译 

  

 

［正题名］回顾 

［副题名］公元 2000～1887 年 

［第一责任人］（美）爱德华·贝拉米著 

［译者］林天斗，张自谋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 

［知识责任］贝拉米 著 

［次知识责任］林天斗 译 

［次知识责任］张自谋 译 



  

 

［正题名］人类幸福论 

［第一责任人］（英）格雷(J.Gray)著 

［译者］张草纫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主题词］人类--幸福/理论 

［主题词］幸福--人类/理论 

［知识责任］格雷 著 

［知识责任］Gray, 著 

［次知识责任］张草纫 译 

  

 

［正题名］欧文选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英）欧文(R.Owen)著 

［译者］柯象峰，何光来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空想社会主义/选集 

［知识责任］欧文 著 

［知识责任］Owen, 著 

［次知识责任］柯象峰 译 

［次知识责任］何光来 译 

  

 

［正题名］欧文选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英）欧文(Owen,R)著 

［译者］柯象峰，何光来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空想社会主义/英国/文集 

［知识责任］欧文 著 

［知识责任］Owen, 著 

［次知识责任］柯象峰 译 

［次知识责任］何光来 译 

  

 

［正题名］欧文选集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英）欧文(R.Owen)著 



［译者］马清槐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的《自传》是供研究欧文学说与生平的重要文献。《自传》叙述了欧

文前半生的经历：童年生活、青少年时代当学徒与工厂经理的经历，以及 1800 年以新拉纳

克任大棉纺厂经理与股东之后的事迹。 

［主题词］空想社会主义 

［知识责任］欧文 著 

［知识责任］Owen, 著 

［次知识责任］马清槐 译 

  

 

［正题名］社会主义史 

［第一责任人］吴黎平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社会主义/历史 

［知识责任］吴黎平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学说史 

［第一责任人］戴清亮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社会主义/思想史 

［知识责任］戴清亮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思想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社会主义思想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附注内容］本书下册共分两编九章。一编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

代的重大发展,以及这一时期的机会主义思潮;一编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

发展。另外还介绍了布哈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主题词］社会主义--思想史 

［主题词］思想史--社会主义 

  

 

［正题名］社会主义思想史纲 

［第一责任人］（苏）扎斯田克尔(Застенкер,Н.Е.)著 



［译者］南致善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0.11 

［附注内容］本书用马列主义观点系统地探讨了社会主义思想从古希腊、中世纪起经过文艺

复兴时期和启蒙时代直到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发展的全过程。 

［主题词］社会主义--思想史 

［知识责任］扎斯田克尔 著 

［知识责任］Застенкер, 著 

［知识责任］南致善 译 

  

 

［正题名］乌托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美）赫茨勒(Hertzler, J.O.)著 

［译者］张兆麟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0.11 

［主题词］乌托邦-思想史 

［知识责任］赫茨勒 著 

［知识责任］Hertzler, 著 

［知识责任］张兆麟 译 

  

 

［正题名］论平等 

［第一责任人］（法）勒鲁(Leroux,P.)著 

［译者］王允道译，肖厚德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8.5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De l’egalite 

［附注内容］根据布萨克皮埃尔·勒鲁印刷厂 1848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对平等概念、平等思想的起源、不平等现象的产生和表现、实现平等的途

径作了系统的论述,同时对法国复辟王朝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作了

深刻的揭露和评判。 

［主题词］平等/研究 

［知识责任］勒鲁 著 

［知识责任］Leroux, 著 

［次知识责任］王允道 译 

［次知识责任］肖厚德 校 

  

 

［正题名］费边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英）乔·柯尔(G.D.H. Cole)著 

［译者］夏遇南，吴澜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费边社会主义 

［知识责任］柯尔 著 

［知识责任］Cole, 著 

  

 

［正题名］西欧社会主义 

［副题名］一代人的经历 

［第一责任人］（美）克雷默(Kraamer,Steven Philip)著 

［译者］王宏周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Socialism in western Europe-The experience of a generation 

［附注内容］据博尔德西方观点出版社 1984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以访问的形式,通过西欧诸国社会民主党若干领袖人物的自述,及作者的短

评,展现了西欧一些主要社会民主党在 20 年代以后所经历的曲折道路。 

［主题词］民主社会主义/研究/西欧 

［知识责任］克雷默 著 

［知识责任］Kramer,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宏周 译 

  

 

［正题名］法国社会主义简史 

［第一责任人］（法）维拉尔(Willard,Claude)著 

［译者］曹松豪译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论述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从 18 世纪下半叶至 19 世纪中叶空想社会主义

获得发展和巴黎公社的丰功伟绩及到本世纪 70 年代法国社会党同共产党进行斗争和联合的

历史。 

［主题词］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法国 

［知识责任］维拉尔 著 

［知识责任］Willard, 著 

［次知识责任］曹松豪 译 

  

 

［正题名］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 

［第一责任人］葛懋春等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资料 

［知识责任］葛懋春 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徐大同等编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徐大同 编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 

［副题名］民族主义 

［第一责任人］李国祁等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0 

［知识责任］李国祁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 

［副题名］自由主义 

［第一责任人］史华慈等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0 

［知识责任］史华慈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 

［副题名］保守主义 

［第一责任人］傅乐诗等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2 

［知识责任］傅乐诗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 

［副题名］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肖公权等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2 

［知识责任］肖公权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萧公权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2 

［知识责任］萧公权 著 

  

 

［正题名］晚清政治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小野川秀美著 

［译者］林明德等译 

［出版者］时报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2 

［知识责任］小野川秀美 著 

［次知识责任］林明德 译 

  

 

［正题名］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邵德门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生、发展及斗争的状况。从鸦片战争

到五四运动时期，共分十一章，着重介绍了龚自珍、林则徐到孙中山、鲁迅、李大钊等人的

政治思想。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邵德门 著 

  

 

［正题名］晚清变法思想论丛 

［第一责任人］汪荣祖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3 

［知识责任］汪荣祖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副题名］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林代昭，潘国华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地整理和编辑了十九世纪末至党的成立前后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的基本史料和文献，主要包括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章、阐述和介绍科

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各时期中国人所写的马克思传记、各种社地主义国体的活动报道和

会议记录等。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 

［知识责任］林代昭 编 

［知识责任］潘国华 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副题名］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林代昭，潘国华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 

［知识责任］林代昭 编 

［知识责任］潘国华 编 

  

 

［正题名］中国政治思想史纲 

［第一责任人］谢扶雅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0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谢扶雅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高军等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册，按问题选辑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主要阶级、阶层的社会思

想潮的主要纲领、宣言、著述等。上册计有：中国无政府主义、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胡适

实用主义、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政治主张、国家主义派政治主张、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西山

会议派政治主张、国民党改组派政治主张、第三党政治主张、人权派政治主张等。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高军 编 

  

 

［正题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高军等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选辑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无政府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代表性文

章，按其内容分为宣言、发刊词、著述、回忆录三部分。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史/中国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无政府主义/中国 

［知识责任］高军 编 



  

 

［正题名］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 

［第一责任人］高军等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 第三辑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 

［知识责任］高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林茂生等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1919-1949 

［知识责任］林茂生 主编 

  

 

［正题名］先秦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刘泽华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刘泽华 著 

  

 

［正题名］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 

［第一责任人］刘译华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7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译华 著 

  

 

［正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 端 

［第一责任人］徐义君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丛编题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八章，对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进

行了研究，介绍了这一时期形成的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命/研究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徐义君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救国思想简述 

［第一责任人］罗耀九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附注内容］本书概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先进代表为救国救民，不断探索，英勇斗争仍归失

败的事实，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主题词］爱国主义/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史/爱国主义/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罗耀九 著 

  

 

［正题名］清代政治思想 

［第一责任人］王云五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0 

［知识责任］王云五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 

［第一责任人］严怀儒等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严怀儒 主编 

  

 

［正题名］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 

［第一责任人］（美）伯纳尔(Bernal, M.)著 

［译者］丘权政, 符致兴译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0982 的一册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考察了一九○七年以前康有为、孙中山、朱执信等先进的中国人

初与社会主义思潮接触的历史过程，并注意研究日本思想界对他们的影响。 

［主题词］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伯纳尔 著 

［知识责任］Bernal, 著 

［次知识责任］丘权政 译 



［次知识责任］符致兴 译 

  

 

［正题名］儒家政治思想与中国 

［副题名］其力在结构关系及转化发展 

［第一责任人］吴琼恩著 

［译者］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知识责任］吴琼恩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 

［第一责任人］彭明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 

  

 

［正题名］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史组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正题名］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民主--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史--民主/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熊月之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桑咸之, 林翅翅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知识责任］桑咸之 著 

［知识责任］林翅翅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萨孟武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1984 

［丛编题名］大学用书 

［知识责任］萨孟武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秦孝仪主编，江炳伦等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知识责任］秦孝仪 主编 

［知识责任］江炳伦 编 

  

 

［正题名］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编 

［译者］段昌国等译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5.11 

［次知识责任］段昌国 译 

  

 

［正题名］中国社会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杨懋春著 

［出版者］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6.5 

［知识责任］杨懋春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的政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马起华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知识责任］马起华 著 

  

 

［正题名］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 

［第一责任人］陈旭麓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丛编题名］中国革命史丛书 李新主编 

［主题词］政治派别--思想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思想史--政治派别/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旭麓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李华兴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华兴 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研究法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方法/中国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一九二○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论战 

［第一责任人］蔡国裕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8.4 

［知识责任］蔡国裕 著 

  

 

［正题名］四种主义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李洪林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9.6 

［知识责任］李洪林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政治史论 

［第一责任人］张玉法著 

［出版者］台湾东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知识责任］张玉法 著 

  

 

［正题名］中国无政府主义史 

［第一责任人］徐善广，柳剑平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从纵的方面论证了无政府主义的传入、泛滥、衰落直至破产的历史过

程,同时从横的方面对某些重大问题展 研究和较集中的评述。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中国 

［主题词］思想史--无政府主义/中国 

［知识责任］徐善广 著 

［知识责任］柳剑平 著 

  

 

［正题名］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 

［副题名］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 

［第一责任人］崔世广著 

［出版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主题词］启蒙运动/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日本 

［知识责任］崔世广 著 

  

 

［正题名］人生成功的道路 

［副题名］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精神探索的艰难历程 

［第一责任人］韩钟文著 

［出版者］职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丛编题名］传统人与现代人丛书 张立文主编 

［主题词］启蒙运动--思想家--思想评论/中国/现代 

［主题词］思想家--启蒙运动--思想评论/中国/现代 

［主题词］思想评论--思想家--启蒙运动/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韩钟文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 

［第一责任人］英剑杰编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知识责任］英剑杰 编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 

［第一责任人］高军等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思想史--政治思想/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高军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朱日耀主编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日耀 主编 

  

 

［正题名］智者的迷惘 

［副题名］晚清士大夫中西文化观演变的缩影 

［第一责任人］刘福祥编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历史反思丛书 

［主题词］东西文化/对比研究/近代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福祥 编著 

  

 

［正题名］中外社会思想之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谢康著 

［译者］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应社 

［出版日期］1984.12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丛书 

［知识责任］谢康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 

［第一责任人］皮明麻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史--社会主义/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皮明麻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石锦著 

［出版者］李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丛编题名］真相丛书 



［知识责任］石锦 著 

  

 

［正题名］新青年杂志对中国文化与政治发展问题的言论分析 

［第一责任人］陈国祥撰 

［出版者］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9.6 

［知识责任］陈国祥 撰 

  

 

［正题名］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副题名］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奎松，董士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冯契主编 

［主题词］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史--社会主义/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奎松 著 

［知识责任］董士伟 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文化论稿 

［第一责任人］苏渊雷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苏渊雷 著 

  

 

［正题名］十字街头与塔 

［副题名］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伟希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冯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剖析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

“十字街头”与“塔”之间彷徨往复的状况,表现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对它的种种影响。 

［主题词］自由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史--自由主义/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胡伟希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 

［第一责任人］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个问题从理论和史实上对爱国主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基本回答

了对爱国主义提出的问题。 

［主题词］爱国主义/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第一责任人］蒋俊,李兴芝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蒋俊 著 

［知识责任］李兴芝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王金铻，李子文著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按照思想出世的先后，论述了三民主义、新民主义、自由主义和封建买办

法西斯主义四个主要思想。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思想史/政治思想/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金铻 著 

［知识责任］李子文 著 

  

 

［正题名］清末社会思潮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等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知识责任］吴雁南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史纲 

［第一责任人］陈国庆，聂苏秦著 

［出版者］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从鸦片战争 始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史。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国庆 著 

［知识责任］聂苏秦 著 

  

 

［正题名］步向民主 

［副题名］中国知识分子与近代民主思想 

［第一责任人］林启彦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百家文库·史论集 

［知识责任］林启彦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君臣对话录 

［第一责任人］萧少秋主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书选择了西周至清末历代君臣的对话 368 段,其内容涉及治国安邦、统兵征

战、用人决策等。 

［主题词］政治制度/中国/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萧少秋 主编 

  

 

［正题名］《资治通鉴》与中国政治文化 

［第一责任人］张谦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附注内容］本书对传统政治文化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包括治国之道、官场文化、政治价值、

政治权利、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从中寻找其历史的统一性。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 

［主题词］政治文化 

［知识责任］张谦 著 

  

 

［正题名］韦伯论中国 

［副题名］《中国的宗教》初探 

［第一责任人］简惠美著 

［出版者］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 77.6（1988.6） 

［知识责任］简惠美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中山学术会议论文研讨集 

［第一责任人］中华民国中山学术会议论文研讨集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中华民国中山学术会议论文研讨集编委会 

［出版日期］1984.1 

 

［正题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刘泽华主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思想史－政治思想/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泽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 

［副题名］王船山政治观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远宁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对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包括“公天下”思想、集权与分权、“人治”与“法

治”,养民与治吏、举贤才与养士等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政治思想-王夫之/研究 

［知识责任］陈远宁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刘健清，李振亚主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健清 主编 

［知识责任］李振亚 主编 

  

 

［正题名］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韦政通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0－81（1991－1992） 

［知识责任］韦政通 著 

  

 

［正题名］清末民权思想的发展与歧异 

［副题名］以何启、胡礼垣为例 

［第一责任人］许政雄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251 

［知识责任］许政雄 著 

  

 

［正题名］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1901-1911 

［第一责任人］李孝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1.5（1992.5）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67 

［主题词］清末启蒙运动 

［知识责任］李孝梯 著 

  

 

［正题名］晚清政治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桑咸之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7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清代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桑咸之 著 

  

 

［正题名］新思潮与传统 

［副题名］五四思想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周昌龙著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丛编题名］文化丛书 廖立文主编 132 

［知识责任］周昌龙 著 

  

 

［正题名］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 

［第一责任人］（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 

［译者］陈和丰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东的各种意识形态,诸如新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

义等作了阐述和引证。 

［主题词］国际政治/中东 

［主题词］政治思想/中东/现代 

［知识责任］卡尔帕特 编 

［次知识责任］陈和丰 译 



  

 

［正题名］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第一责任人］（俄）巴枯宁（Вакунин, М.А.）著 

［译者］马骧聪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一国际时期的阴谋家和野心家、马克思主义的死

敌巴枯宁的主要著作。在本书中，他大肆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认为

国家是主要祸害，因此他主张依靠少数“英雄人物”暴动，一举在 24 小时内消灭国家。这

种反动谬论实质上旨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书中还恶毒攻击其他民族，鼓吹

泛斯拉夫主义，为沙皇向外侵略扩张大造舆论。 

［知识责任］巴枯宁 著 

［知识责任］Вакунин, 著 

［次知识责任］马骧聪 译 

  

 

［正题名］革命法制和审判 

［第一责任人］（法）罗伯斯比尔(M.Robespierre)著 

［译者］赵涵舆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5.6 

［附注内容］作者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本书是作者从

1783 年至 1794 年所发表的一部分重要论文和演说集。 

［主题词］法国大革命(1789-1794) 

［知识责任］罗伯斯庇尔 著 

［知识责任］Robespierre 著 

［次知识责任］赵涵舆 译 

  

 

［正题名］论特权 

［副题名］第三等级是什么? 

［第一责任人］（法）西耶斯(E.J.Sieyes)著 

［译者］冯棠译，张芝联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0.3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根据纽约阿诺出版社重印法文本（1979）译出 

［主题词］法国大革命(1789-1794)-政论 

［主题词］政论--法国大革命(1789-1794) 

［知识责任］西耶斯 著 

［知识责任］Sieyes 著 

［次知识责任］冯棠 译 

［次知识责任］张芝联 校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 

［副题名］1848-1917 

［第一责任人］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4 

［丛编题名］青年自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是叙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发展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路线斗争，

着重阐述了马列主义是如何在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并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各

种修正主度流派。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1848-1917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简史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七次重大路线斗争，包括

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托洛茨

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副题名］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第一责任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章，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十月革命胜利。书中叙述了革命导师反对

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发展

情况，介绍了革命导师的重要著作的基本内容和历史意义，也叙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

民的革命斗争。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简史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编写小组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6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简明通俗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主要介绍

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几次重大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主义

的斗争，列宁反对伯恩斯坦、考茨基的斗争，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主义的斗

争。 



［主题词］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机会主义/历史 

［主题词］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修正主义/历史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等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等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附注内容］本册包括三章。主要内容：第六章，列宁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在第三国

际前期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第七章，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同志

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道路。第八章，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各国马列主

义者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

利。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义 

［副题名］初稿 

［第一责任人］兰州综合电机厂，甘肃师大政治系编写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 

［副题名］1848-1924 

［第一责任人］天津师范学院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教研室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1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自 1848 年至 1924 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共分十一章。内

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848 年欧洲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发展；第一国际；巴黎公社；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书末附有大事年表、名词解

释。 

［主题词］国际共产义运动史/1848-1924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 

［副题名］初稿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编印 



［出版者］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俄）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著 

［译者］王荫庭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1 

［附注内容］本书首先分析了空想主义者的观点，指出他们从抽象观念出发，不可能正确认

识人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使得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真正的科学，使得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接着作者叙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详细地论证了从

施蒂纳、蒲鲁东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实质上都是空想主义、是与

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关析/社会主义 

［知识责任］普列汉诺夫 著 

［知识责任］Плеханов 著 

［次知识责任］王荫庭 译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副题名］增刊 

［副题名］布哈林专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附注内容］本专辑收录了有关研究布哈林理论观点的四篇论文，以及有关布哈林生平、案

件、评价等资料。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资料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3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施蒂纳无政府主义思想述评》、《卢森堡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苏俄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容、后果和教训》、《克鲁泡特金》、《“列宁主义”一词探源》、《普

列汉诺夫的青年时代》等十多篇文章和资料。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4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保尔·拉法格》、《葛兰西与

共产国际》、《关于苏南冲突》、《安东·潘涅库克》、《马林（亨克·斯内夫利特）政治传记》

（摘录）《列宁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大事记》、《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

情报局）》（简介）等近二十篇文章和资料。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六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西方的伯恩施坦研究述评》、《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人报>》、《饶

勒斯与中国》、《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意大利

弗尔特利尼里研究所概况》等十六篇文章和资料。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第一国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一

场争论》、《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研究》、《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人》、《论

货币的本质》、《共产主义信条问答》、《布哈林论国家的两篇文章的有关文献》、《布哈林无政



府主义的神话》等十五篇文章和资料。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八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论罗莎·卢森堡的组织观点》、《卢森堡与中国》、《近三十年来西德

和民主德国的考茨基研究》、《超帝国主义论·历史·辩证法》、《论共产国际的创立》等十七

篇文章和资料。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九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8 

［附注内容］本辑的论文，除《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制定与共产国际的帮助》外，其余都

是论述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英法俄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人物活动，其

他介绍文章、文献资料也主要配合这些方面。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十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附注内容］本辑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早的一次尝试》等八篇论文，还有人物传记、报

刊介绍、回忆录、文献和资料、书刊简介和国外研究机构介绍。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论俄共（布）党内的“民主集中派”》、《马克思论一八四八年革命

中的布朗基》、《葛兰西与“工厂委员会”运动》、《倍倍尔与妇女问题》等十八篇文章和资料。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始末》、《三十年代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几

个问题》、《英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琼斯》、《关于孟什维克取消派》等文章、文献资料、

外论选择、国外研究动态和书刊简介。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关于“灌输论”的一场争论》、《国际共产主义者反对派》、《法国社

会主义运动大事记（1905－1914 的）》等文献资料。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资料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十四、五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资料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2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资料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资料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副题名］增刊 

［副题名］卢森堡专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资料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附注内容］本辑内容有:笔谈: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范围和方法、纪念恩斯特·台尔曼诞辰一

百周年、人物传记、国际共运与中国等部分。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丛刊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王礼训等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册。可用作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也可作为中学政治课教师、党

校学员、革命干部和青年的自学读物。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知识责任］王礼训 编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 

［第一责任人］周尚文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人名录 

［主题词］人名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知识责任］周尚文 主编 

  



 

［正题名］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与成熟 

［第一责任人］张式谷著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史 

［知识责任］张式谷 著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 

［副题名］1848～1988 

［第一责任人］姜琦，张月明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国际关系－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国际关系－共产党 

［主题词］共产党－国际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知识责任］姜琦 主编 

［知识责任］张月明 主编 

  

 

［正题名］共产主义运动的五个国际组织 

［副题名］合订本 

［第一责任人］陈翰笙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4.8 

［丛编题名］外国历史小丛书 陈翰笙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欧洲

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5 个小册子。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陈翰笙 主编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论战 

［副题名］关于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争论和评论 

［第一责任人］季丰等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主题词］恩格斯著作研究--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主题词］国际共运史 

［知识责任］季丰 编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书目卷册］上册 

［副题名］征求意见稿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5 

［附注内容］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写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共六章。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副题名］初稿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印 

［出版者］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事记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846～1949 

［第一责任人］韩佳辰主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8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事记 

［知识责任］韩佳辰 主编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事记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1949-1983 

［第一责任人］黄安淼主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事记/1949-1983 

［知识责任］黄安淼 主编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甘肃师大政治系编印 

［出版者］甘肃师大政治系 

［出版日期］1980.3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惠德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是专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编辑出版的，共收论文 28 篇，全书

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有关的文章；第二部分是论述马

克思在国际共运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的文章；第三部分是论述马克思的理论贡献。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集 

［知识责任］王惠德 主编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小辞典 

［第一责任人］郑州大学等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4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词典 

  

 

［正题名］国际工人运动知识手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工运研究所国际工运研究室《国际工人运动知识手册》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主题词］工人运动/世界/手册 

  

 

［正题名］共产主义者同盟 

［第一责任人］（苏）米哈伊洛夫(Михаилов, М.И.)著 

［译者］汤润千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6.3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同盟”的历史，引用了一些原始档案和当时的报刊资

料。书中叙述了“同盟”的建立、改组和它在瑞士的状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在“同盟”

中的作用，“同盟”内部的路线斗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

还叙述了“同盟”和 1848 年革命的关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等。本书是在赫鲁晓夫叛徒集

团纂权后出版的，因此苏修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宣扬“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的修正

主义观点，在本书中有一定反映，读者阅读时应注意。 

［主题词］共产主义者同盟 

［知识责任］米哈伊洛夫 著 

［知识责任］Михаилов, 著 

［次知识责任］汤润千 译 

  

 

［正题名］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章程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选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正题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 



［第一责任人］何汝璧著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1 

［主题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何汝璧 著 

  

 

［正题名］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 

［书目卷册］Ⅰ 

［第一责任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丛编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主题词］共产主义者同盟/史料 

  

 

［正题名］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 

［书目卷册］Ⅲ 

［第一责任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主题词］共产主义者同盟/史料 

  

 

［正题名］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副题名］文件资料 

［第一责任人］（苏）巴赫(И.А.Бах)主编 

［译者］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8.3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资料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文件、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文、声明、

札记和通讯等，时间从 1871 年巴黎公社起义到 1876 年 7 月第一国际结束止。 

［知识责任］巴赫 主编 

［知识责任］Бax 主编 

  

 

［正题名］第一国际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864－1870 年 

［第一责任人］（苏）巴赫(Бах, И.А.)著 

［译者］杭州大学外语系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4 



［知识责任］巴赫 著 

［知识责任］Бах 著 

  

 

［正题名］第一国际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1870－1876 年 

［第一责任人］（苏）巴赫(Бах, И.А.)著 

［译者］山东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1.7 

［附注内容］本卷论述了国际工人协会从 1870 年 6 月至 1876 年正式解散这一期间的活动。 

［知识责任］巴赫 著 

［知识责任］Бах, 著 

  

 

［正题名］巴枯宁评传 

［第一责任人］李显荣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论述了巴枯宁的一生，既着重揭露他在第一国际时期的阴谋分裂活动，

也实事求是地记述他在 1848 年欧洲革命时期的活动；书中还着重分析了他的无政府主义、

泛斯拉夫主义等思想。 

［主题词］巴枯宁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李显荣 著 

  

 

［正题名］拉萨尔评传 

［第一责任人］张文焕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附注内容］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剖析拉萨尔的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一生。

全书共分六章：青年拉萨尔、拉萨尔和 1848 年德国革命、拉萨尔在欧洲反动年代、拉萨尔

在欧洲民主运动高涨时期、拉萨尔在宪法冲突时期、拉萨尔和德国工人建立独立政党的斗争。 

［主题词］拉萨尔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张文焕 著 

  

 

［正题名］机会主义者代表著作述评 

［第一责任人］孙瑕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是介绍和评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代表性的机会主义人物的

代表著作。共八篇：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拉萨布的《工



人纲领》；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伯恩施坦的《社

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奥·鲍威尔的《布尔什维

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主题词］机会主义/著作/评论 

［知识责任］孙瑕 主编 

  

 

［正题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副题名］增刊 

［副题名］卢森堡专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附注内容］本专辑介绍罗莎·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论俄国革命》，

以及《再论群众和领袖》等几篇争论较多的重要文章；还选刊了意、东德、西德等国学者研

究卢森堡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资料 

  

 

［正题名］米勒兰事件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0.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个部分：（一）法国各社会主义派别关于米勒事件的声明、宣言和

决议；（二）第二国际 1900 年巴黎代表大会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讨论记录和 1904 年阿姆斯

特丹代表大会的有关发言；（三）法国、德国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要活动家的有关文

章和信件。 

［主题词］米勒兰主义 

  

 

［正题名］第二国际的复活 

［副题名］1919-1923 革命高潮时期国际改良主义中心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苏）莫吉列夫斯基(С.А. Могилевский)著 

［译者］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7 

［附注内容］本书对第二国际的重建过程，分三个阶段作了论述，再现和批判了右派社会民

主党人通过伯尔尼、阿姆斯特丹、琉森和日内瓦几次代表会议，终于建立所谓“伦敦”国际

来对抗共产国际的情况；中派各党筹备和召 维也纳代表会议，成立所谓第二半国际的情况；

以及上述两个国际举行汉堡合并代表大会，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而完成第二国际复活

的情况。 

［知识责任］莫吉列夫斯基 著 

［知识责任］Могилевский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第一责任人］姜义华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史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选录了 19 世纪 70 年代至 1907 年前后有关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

在我国出版物上的反映的资料。 

［主题词］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中国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社会主义/中国 

［知识责任］姜义华 编 

  

 

［正题名］第二国际史 

［第一责任人］周海乐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第二国际/历史 

［知识责任］周海乐 著 

  

 

［正题名］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 

［副题名］1889.7 

［第一责任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正题名］从列宁到马林可夫 

［第一责任人］塞顿·华特生著 

［译者］邵国律译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7 

［知识责任］华特生 著 

［次知识责任］邵国律 译 

  

 

［正题名］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第一责任人］（西）克劳丁原著 

［译者］廖东，王宁编主译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一书摘编而成的。这

部著作列举了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历史及现状，试图总结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本书主要是摘编了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共产国际/中国 

［知识责任］克劳丁 著 

［次知识责任］廖东 编译 

［次知识责任］王宁 编译 

  

 

［正题名］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 

［副题名］1919-1943 

［第一责任人］杨云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共产国际/中国 

［知识责任］杨云若 著 

  

 

［正题名］列宁和共产国际 

［副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策略制定史 

［第一责任人］（苏）亚历山大罗夫著 

［译者］郑异凡等译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知识责任］亚历山大罗夫 著 

［次知识责任］郑异凡 译 

  

 

［正题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第一责任人］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8 

 

［正题名］第三国际史 

［第一责任人］郑学稼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12 

［知识责任］郑学稼 著 

  

 

［正题名］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 

［第一责任人］孙武霞编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程。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中国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共产国际/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孙武霞 编著 

  

 

［正题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第一手材料,分析了共产国际帮助中国革命者建立中国共产党、指导

中国革命等方面的成绩和失误。附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军事顾问名单及简历。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关系--共产国际 

［知识责任］黄修荣 著 

  

 

［正题名］共产国际历史新编 

［第一责任人］王礼训等编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知识责任］王礼训 编著 

  

 

［正题名］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 

［副题名］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宋洪训，张中云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附注内容］本书是 1988 年 10 月在合肥举办的共产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汇萃。选入本书

的论文涉及面比较广,而且有一定的深度,有不少新的观点,新的论述,反映了我国近年来的研

究成果。 

［主题词］共产国际/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宋洪训 主编 

［知识责任］张中云 主编 

  

 

［正题名］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 

［第一责任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有关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的共产国际及其各机构的决议和共产国际各

支部活动的情报资料。 

［主题词］共产国际/资料 



  

 

［正题名］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第四国际 

［第一责任人］（法）弗朗克(Frank, P.)著 

［译者］刘宏谊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10 

［附注内容］本书是托派头目之一皮埃尔·弗朗克编写的托派运动简史。在书中，作者竭力

从维护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出发，论述了反革命阴谋家托洛茨基如何在廿年代从苏共内部分

裂出来，进行反革命派别活动，到 1983 年建立“第四国际”，以及“第四国际”建立后所召

的一系列代表大会的情况。 

［主题词］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知识责任］弗朗克 著 

［知识责任］Frank, 著 

［次知识责任］刘宏谊 译 

  

 

［正题名］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告全世界被剥削者宣言 

［第一责任人］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书目卷册］第一辑 

［副题名］（1919－1928）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3 

［附注内容］本书是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史文献，收录了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决议、报告和函电等。全部资料从 1919－

1943 年。本辑收录了 1919 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至 1928 年第六次代表大会资料。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共产国际/中国 

  

 



［正题名］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1929－1936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了 1929 年至 1936 年间共产国际历次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

表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报告、决议，以及这一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重要函件。其中主要涉及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建立

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粉碎反革命围剿等方面的问题。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1929-1936/史料 

［主题词］共产国际--代表会议/文件/1929-1936 

［主题词］代表会议--共产国际/文件/1929-1936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1929-1936/史料 

  

 

［正题名］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书目卷册］第三辑 

［副题名］1936～1943 

［副题名］1921～1936 补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关系--共产国际/史料 

  

 

［正题名］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文件 

［副题名］从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到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 

［出版者］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35.7 

 

［正题名］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 

［书目卷册］1919 年 3 月 

［第一责任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件 

  

 

［正题名］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 

［副题名］1921 年 6 月-7 月 

［书目卷册］Ⅰ 

［第一责任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主题词］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第三次/文件/1921 年 

  

 

［正题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副题名］1928～1943 

［第一责任人］许俊基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关系--共产国际/史料 

［知识责任］许俊基 编 

  

 

［正题名］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翟作君编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 20 年代到 30 年代与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及重要影响的 12 位共产国

际、苏联活动家的思想、理论、著作,以及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所参加的活动和所起的作用。 

［主题词］共产国际--历史人物--人物研究 

［主题词］历史人物--共产国际--人物研究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关系--共产国际 

［知识责任］翟作君 编著 

  

 

［正题名］中国托派史 

［第一责任人］唐宝林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3.8（1994.8）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丛书 张玉法主编 

［知识责任］唐宝林 著 

  

 

［正题名］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1959-1976） 

［副题名］马列主义经验的几种类型 

［第一责任人］（美）拉特利夫(W.E.Ratliff)著 

［译者］王槐挺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4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七章，内容主要介绍拉丁美洲各式各样自称共产主义政党的各党和组

织的历史、组织、纲领、路线、策略、斗争和彼此之间的分歧与对立等情况，论述苏联、中

国和古巴三国的相互关系、三国对这些党的政策和态度，与各澡关系的演变，介绍各党所执

行的路线与各种游击战的成败。本书对了解、研究拉美地区情况有参考价值。作者站在资产

阶级立场上，许多观点是错误的。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拉丁美洲 

［知识责任］拉特利夫 著 

［知识责任］Ratliff, 著 

［次知识责任］王槐挺 译 

  

 

［正题名］欧洲共产主义 

［副题名］对东西方的挑战 

［第一责任人］（德）莱昂哈德(lenohard, W)著 

［译者］张连根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叙述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

它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家，它对东西方的战略影响及其意义等。作者扼要地介绍了欧洲共产主

义各党，包括西欧、北欧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委内瑞拉等共产党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了欧

洲共产主义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区别，以及与社会民主党的区别。 

［主题词］欧洲共产主义--影响/世界 

［主题词］影响--欧洲共产主义/世界 

［知识责任］莱昂哈德 著 

［知识责任］Leonhard, 著 

［次知识责任］张连根 译 

  

 

［正题名］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 

［第一责任人］（意）贝尔纳多·瓦利(Valli, B.)著 

［译者］张慧德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主题词］欧洲共产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瓦利 著 

［知识责任］Valli 著 

［次知识责任］张慧德 译 

  

 

［正题名］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 

［副题名］以西方的观点专门研究西欧的政治社会 

［第一责任人］（美）奥尔布赖特(D.E.Albright)编 

［译者］方廷钰,沈一民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12 

［丛编题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主题词］共产主义运动/西欧 

［主题词］政治制度/西欧 

［知识责任］奥尔布赖特 编 

［知识责任］Albright 编 

［次知识责任］方廷钰 译 

［次知识责任］沈一民 译 

  

 

［正题名］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青海师范大学等《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编写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现代 

  

 

［正题名］狂飚突进悲歌未绝 

［副题名］20 世纪国际共运重大事件纪实 

［第一责任人］于风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3 

［知识责任］于风 编 

  

 

［正题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第一责任人］高放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2 

［知识责任］高放 主编 

  

 

［正题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与现状 

［第一责任人］帅能应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论述 12 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与现状,主要叙述各党的历史发

展过程,分析了各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联盟政策、党的建设等问

题。 

［主题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现状 

［主题词］共产党--资本主义国家/现状 

［知识责任］帅能应 主编 

  

 



［正题名］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责任人］黄安淼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知识责任］黄安淼 主编 

  

 

［正题名］廖承志文集 

［第一责任人］廖承志著 

［译者］廖承志文集、传记编辑办公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知识责任］廖承志 著 

  

 

［正题名］李求实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海文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李海文 编 

  

 

［正题名］周恩来政论选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著 

［译者］崔奇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附注内容］本书选辑了百余篇周恩来生前发表的政论文章和讲演辞。 

［知识责任］周恩来 著 

［次知识责任］崔奇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4 

［知识责任］周恩来 著 

  

 

［正题名］万里文选 

［第一责任人］万里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政论 

［知识责任］万里 著 

  

 

［正题名］习仲勋文选 

［第一责任人］习仲勋著 

［译者］《习仲勋文选》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知识责任］习仲勋 著 

  

 

［正题名］叶剑英在广东 

［第一责任人］叶剑英著 

［译者］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叶剑英研究资料丛书 

［知识责任］叶剑英 著 

  

 

［正题名］林伯渠文集 

［第一责任人］林伯渠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知识责任］林伯渠 著 

  

 

［正题名］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华国锋主席的讲话 

［第一责任人］华国锋讲话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华国锋 讲话 

  

 

［正题名］刘少奇选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附注内容］本选集分上下两卷，上卷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著作，下卷选编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 



［知识责任］刘少奇 著 

  

 

［正题名］刘少奇选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知识责任］刘少奇 著 

  

 

［正题名］周恩来早期文集 

［副题名］1912.10-1924.6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著 

［译者］刘焱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主题词］周恩来文集 

［知识责任］周恩来 著 

［次知识责任］刘焱 编 

  

 

［正题名］周恩来外交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主题词］外交--周恩来/选集 

  

 

［正题名］周恩来书信选集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周恩来同志的书信 300 封,其中大多数是第一次公 发表。书信内容

涉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 

［主题词］书信集--周恩来 

［知识责任］周恩来 著 

  

 

［正题名］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 

［副题名］续编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著 

［译者］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知识责任］周恩来 著 

  

 

［正题名］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第一责任人］华国锋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2 

［附注内容］本文是华国锋主席 1975 年 10 月 15 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它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思想，是一个极为重要

的文件。 

［主题词］农业学大寨 

［知识责任］华国锋 著 

  

 

［正题名］周恩来选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附注内容］本选集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著作；下卷包括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收入本选集的只是周恩来同志著作中 重要的一部分，有不

少是过去没有公 发表过的。 

［知识责任］周恩来 著 

  

 

［正题名］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副题名］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华国锋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5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华国锋 著 

  

 

［正题名］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第一责任人］华国锋报告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

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知识责任］华国锋 报告 

  



 

［正题名］华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 

［第一责任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司编印 

［出版者］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司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张太雷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太雷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张太雷同志从 1921 年到 1927 年牺牲前的大部分著作，共 102 篇。 

［知识责任］张太雷 著 

  

 

［正题名］张太雷文集 

［书目卷册］续 

［第一责任人］张太雷著 

［译者］姚维斗主编，张太雷研究会选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张太雷同志从 1921 年到 1927 年牺牲前的大部分著作,共 102 篇,有助

于大家了解和学习张太雷同志的卓越思想。 

［知识责任］张太雷 著 

［次知识责任］姚维斗 主编 

  

 

［正题名］彭湃文集 

［第一责任人］彭湃著 

［译者］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知识责任］彭湃 著 

  

 

［正题名］邓小平文选 

［副题名］1975--1982 年 

［第一责任人］邓小平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7 

［附注内容］本文选收入邓小平同志在 1975 年至 1982 年 9 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讲话、谈话，

共四十七篇。多数是过去没有公 发表过的。 

［知识责任］邓小平 著 

  



 

［正题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邓小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知识责任］邓小平 著 

  

 

［正题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邓小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知识责任］邓小平 著 

  

 

［正题名］邓小平生平与理论研究汇编 

［第一责任人］岳宗，辛之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邓小平文选研究；第二部分是邓小平生平著作资

料；第三曾分是邓小平研究索引。 

［知识责任］岳宗 编 

［知识责任］辛之 编 

  

 

［正题名］邓小平著作专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姚传旺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2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和宣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全书共有

十一章,分三部分:一、总论;二、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

三、关于统一战线、“一国两制”、国际政治和执政党建设等方面的思想。 

［知识责任］姚传旺 编 

  

 

［正题名］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第一责任人］崔常发主编 

［出版者］海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附注内容］本书概述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的地位、作用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反映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这些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邓小平--思想评论 

［主题词］思想评论--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邓小平 

［知识责任］崔常发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程林胜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丛编题名］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丛书 金羽主编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On Deng xiaoping's idea of "One Nation Two System" 

［主题词］思想评论--一国两制--邓小平 

［主题词］一国两制--邓小平--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程林胜 著 

  

 

［正题名］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迟福林，张占斌主编 

［出版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知识责任］迟福林 主编 

［知识责任］张占斌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考与决策 

［第一责任人］李敏生，张品兴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书对邓小平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发表的重要谈话的主要内容作了初步阐述。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主题词］体制改革/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李敏生 主编 

［知识责任］张品兴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思想宝库 

［第一责任人］金羽主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5 编,每编包括 3 部分:研究综述、邓小平有关论述摘录、有关研究成

果汇编等。 

［知识责任］金羽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生产力思想概论 

［第一责任人］徐久刚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篇。上篇是关于邓小平生产力思想总体的理论把握;下篇是对其生

产力思想具体实践的阐述。 

［主题词］生产力--邓小平--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徐久刚 著 

  

 

［正题名］海外邓小平研究 

［第一责任人］冷溶主编 

［出版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日、美、俄、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邓小平的研究文章 15 篇,包括《邓

小平的发展战略》、《邓小平路线姓社不姓资》、《邓小平的政治肖像》等。 

［主题词］邓小平研究 

［知识责任］冷溶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题讲座 

［第一责任人］李忠杰，张峰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 

［知识责任］李忠杰 主编 

［知识责任］张峰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的重大突破与建树 

［第一责任人］岳华庭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邓小平思想 

［知识责任］岳华庭 主编 

  

 

［正题名］朱德选集 

［第一责任人］朱德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8 

［知识责任］朱德 著 

  

 



［正题名］邓中夏文集 

［第一责任人］邓中夏著 

［译者］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8 

［附注内容］邓中夏同志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和理论家。这

部文集选收了邓中夏同志 1920 年到 1930 年的绝大部分著述。书末附录：邓中夏同志传略。 

［知识责任］邓中夏 著 

  

 

［正题名］恽代英文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恽代英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附注内容］本文集选收了作者从 1914 年至 1931 年牺牲前的主要著述，内容着重反映恽代

英思想发展、阐述党的方针政策、讨论人民革命运动和青年运动等方面的政论文章。全书分

上、下两卷。 

［知识责任］恽代英 著 

  

 

［正题名］恽代英文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恽代英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知识责任］恽代英 著 

  

 

［正题名］赵世炎选集 

［第一责任人］赵世炎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主题词］社会科学/选集 

［知识责任］赵世炎 著 

  

 

［正题名］陈独秀文章选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独秀著 

［译者］三联书店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收入了陈独秀自 1897 年至 1942 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



政论性文章、随感和书信等。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正题名］陈独秀文章选编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陈独秀著 

［译者］三联书店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收入了陈独秀自 1897 年至 1942 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

政论性文章、随感和书信等。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正题名］陈独秀文章选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独秀著 

［译者］三联书店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收入了陈独秀自 1897 年至 1942 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

政论性文章、随感和书信等。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正题名］陈独秀著作选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任建树等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9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卷：第一卷，辑入“五四”以前的著作；第二卷，包括从“五四”至

1929 年 11 月陈独秀被 除出党这一时期的著作；此后的著作编为第三卷。各篇著作的编排，

一律依发表时间为序。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资料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知识责任］任建树 编 

  

 

［正题名］陈独秀先生讲演录 

［第一责任人］新青年社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24.11 



 

［正题名］我的抗战意见 

［第一责任人］陈独秀著 

［出版者］华中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38.3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正题名］陈独秀书信集 

［第一责任人］水如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知识责任］水如 编 

  

 

［正题名］独秀文存 

［第一责任人］陈独秀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正题名］陈独秀选集 

［第一责任人］陈独秀著 

［译者］胡明编选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附注内容］本集收录陈独秀个人著述 78 篇。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知识责任］胡明 编选 

  

 

［正题名］陈独秀著作选 

［第一责任人］陈独秀著 

［译者］任建树等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主题词］陈独秀著作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次知识责任］任建树 编 

  

 



［正题名］陈独秀语萃 

［第一责任人］陈独秀著 

［译者］唐宝林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 新论语 刘耿，王骏主编 

［附注内容］附参考文献 

［附注内容］收入“社会进化、改革与革命”、东西文化对比、人生真义、“教育、科学与学

术”、“文学、艺术与语言文字学”、“妇女、婚姻与人口”、民主与自由、社会主义论、思想

方法等 9 个方面的论语,并附陈独秀年表要略等。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次知识责任］唐宝林 编 

  

 

［正题名］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 

［副题名］陈独秀文选 

［第一责任人］陈独秀著 

［译者］吴晓明编选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次知识责任］吴晓明 编选 

  

 

［正题名］李大钊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大钊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册收入李大钊 1912 年至 1919 年 5 月的文章共 183 篇，即李大钊作为爱国志

士、革命民主主义者写的著作，和他首先在我国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 

［主题词］政治/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大钊 著 

  

 

［正题名］李大钊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大钊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主题词］政治/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大钊 著 

  



 

［正题名］李大钊语萃 

［第一责任人］李大钊著 

［译者］许全兴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 新论语 第一辑 刘耿，王骏主编 

［附注内容］附参考文献目录 

［附注内容］分爱国自强之薪胆精神、青春中华之创造、民主与自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唯物史观、人生哲学等 12 部分,编收李大钊相关语录。 

［知识责任］李大钊 著 

［次知识责任］许全兴 编 

  

 

［正题名］向着新的理想社会 

［副题名］李大钊文选 

［第一责任人］李大钊著 

［译者］高瑞泉编选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主题词］政治思想/中国/现代 

［主题词］哲学思想/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大钊 著 

［次知识责任］高瑞泉 编选 

  

 

［正题名］《陈云文选》辅导讲座 

［第一责任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组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讲座共 28 讲，对陈云同志提出的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经济建设等问

题作了系统阐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陈云文选》的主要内容和基

本思想。 

［主题词］《陈云文选》/学习参考资料 

［主题词］学习参考资料/《陈云文选》 

［主题词］经济政策/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主题词］学习参考资料/经济政策/中国 

［主题词］干部政策/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主题词］学习参考资料/干部政策/中国 

  

 

［正题名］瞿秋白选集 

［第一责任人］《瞿秋白选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6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瞿秋白文集 

［副题名］政治理论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瞿秋白文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主题词］政治/中国/现代/文集 

  

 

［正题名］瞿秋白文集 

［副题名］政治理论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镁 

［第一责任人］瞿秋白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瞿秋白 1923 至 1924 年的政治理论著作。主要是在党刊《向导》、《新

青年》季刊、《前锋》和上海《民国日报》、《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在上海大学和

夏令营的讲义，此外还有作者致季维诺也夫，鲍罗廷的十封信。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政治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瞿秋白 著 

  

 

［正题名］瞿秋白文集 

［副题名］政治理论编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瞿秋白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瞿秋白 著 

  

 

［正题名］瞿秋白文集 

［丛书］政治理论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瞿秋白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附注内容］收入作者 1926 年 4 月至 1927 年 7 月的政治论文。 

［主题词］政论/中国/1926-1927/文集 

［知识责任］瞿秋白 著 

  

 

［正题名］瞿秋白文集 

［丛书］政治理论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瞿秋白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政论/中国/1927-1928/文集 

［知识责任］瞿秋白 著 

  

 

［正题名］瞿秋白文集 

［丛书］政治理论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瞿秋白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6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瞿秋白 著 

  

 

［正题名］瞿秋白文集 

［丛书］政治理论编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瞿秋白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从 1930 年 9 月回国后到 1934 年在中央根据地期间的著作,主要

有为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作的结论和为三中全会起草的的文件,及其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等。 

［主题词］政论/中国/1930-1934/文集 

［知识责任］瞿秋白 著 

  

 

［正题名］瞿秋白语萃 

［第一责任人］瞿秋白著 

［译者］丁守和，王凌云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 新论语丛书 第一辑 刘耿，王骏主编 

［附注内容］编收瞿秋白的语录,包括:民主与中国、中国文化之命运、哲学与现实、革命是

在“侵略文艺”等 5 部分。 

［知识责任］瞿秋白 著 

［次知识责任］丁守和 编 

［次知识责任］王凌云 编 

  

 

［正题名］董必武选集 

［第一责任人］《董必武选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主题词］社会主义法制/中国/现代 

  

 

［正题名］张闻天选集 

［第一责任人］张闻天著 

［译者］《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作者 1931－1974 年期间的重要著作七十篇。其中包括《帝国主义

与中国资本主义》、《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目前形势下党的策略》等。 

［主题词］政治理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闻天 著 

  

 

［正题名］张闻天在合江 

［第一责任人］魏燕茹主编 

［译者］中共佳木斯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知识责任］魏燕茹 主编 

  

 

［正题名］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 

［第一责任人］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了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及其传略,同时收入了他的秘书、爱人

等的回忆文章和有关文章评述等。 

  

 

［正题名］张闻天东北文选 

［第一责任人］陈伯村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知识责任］陈伯村 主编 

  

 

［正题名］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 

［第一责任人］张闻天著 

［译者］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附注内容］收张闻天的著作、笔记、文章、报告及文稿,凡 38 篇。 

［主题词］社会主义论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张闻天 著 

  

 

［正题名］方志敏文集 

［第一责任人］方志敏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主题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主题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主题词］农民运动/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方志敏 著 

  

 

［正题名］何孟雄文集 

［第一责任人］何孟雄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2 

［主题词］政治理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何孟雄 著 

  

 

［正题名］杨匏安文集 

［第一责任人］杨匏安著 

［译者］《杨匏安文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主题词］文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杨匏安 著 

  

 

［正题名］谭平山文集 



［第一责任人］谭平山著 

［译者］《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知识责任］谭平山 著 

  

 

［正题名］任弼时选集 

［第一责任人］任弼时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 1925-1950 年期间的文章、讲话、发言等。 

［主题词］任弼时/选集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任弼时 著 

  

 

［正题名］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选读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正题名］李维汉选集 

［第一责任人］李维汉著 

［译者］《李维汉选集》编辑组编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附注内容］本书选入李维汉同志 1923-1983 年期间有代表性的著作 47 篇。 

［主题词］统一战线/中国/文集 

［主题词］民族问题/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维汉 著 

  

 

［正题名］李先念文选 

［副题名］1935-1988 年 

［第一责任人］李先念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附注内容］本文选收入了李先念同志自 1935 年至 1988 年的重要著作九十四篇。 

［知识责任］李先念 著 

  

 



［正题名］包尔汉选集 

［第一责任人］包尔汉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了包尔汉同志解放以来从事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的部分著作。 

［知识责任］包尔汉 著 

  

 

［正题名］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0.2 

［附注内容］收毛泽东、叶剑英、朱德等 19 位老一代革命家的家书,共 178 封。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书信集/中国 

［主题词］书信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 

  

 

［正题名］张际春文选 

［第一责任人］张际春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张际春同志撰写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通讯、回忆文章、

日记和一些讲话稿。 

［知识责任］张际春 著 

  

 

［正题名］彭真文选 

［副题名］1941～1990 年 

［第一责任人］彭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的重要文章、电报、讲话共 90 篇。 

［知识责任］彭真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宝库 

［第一责任人］孙维本等主编 

［出版者］改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理论著作--中国共产党/文摘 

［知识责任］孙维本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著作主题集成 

［第一责任人］于成主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知识责任］于成 主编 

  

 

［正题名］宋庆龄题词选 

［第一责任人］张爱荣等编 

［出版者］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知识责任］张爱荣 编 

  

 

［正题名］宋庆龄选集 

［第一责任人］宋庆龄著 

［译者］宋庆龄基金会编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上下两卷，编录宋庆龄 1912 年至 1981 年间的文章 358 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

间为序编排。 

［知识责任］宋庆龄 著 

  

 

［正题名］陆定一文集 

［第一责任人］陆定一著 

［译者］《陆定一文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入其有代表性的著作一百一十三篇，包括理论文集、社论，专论和通

讯，工作报告，讲话和总结，以及书信、译文、诗歌等。 

［知识责任］陆定一 著 

  

 

［正题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高狄主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革命领袖/著作/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高狄 主编 

  

 

［正题名］胡乔木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胡乔木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知识责任］胡乔木 著 

  

 

［正题名］胡乔木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胡乔木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知识责任］胡乔木 著 

  

 

［正题名］王稼祥选集 

［第一责任人］王稼祥著 

［译者］《王稼祥选集》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王稼祥自 1926 至 1962 年期间有关军队政治工作、党的建设、思想

理论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要论著 61 篇。其中 41 篇未公 发表过。 

［主题词］王稼祥/选集 

［知识责任］王稼祥 著 

  

 

［正题名］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解放军报》编辑部的两篇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

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主题词］评论/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 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出版者］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2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

围》以及《华主席的英明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华主席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

《华主席跟咱贫下中农 亲》等歌颂华主席的文章共十篇。 

［主题词］评论/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2 

［附注内容］本书收《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红

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和锦洪的文章《华主席的

英明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共三篇。 

  

 

［正题名］华主席和亿万人民心连心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2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报刊文章十六篇。其中有：《颂歌献给华主席------首都八百万人民欢

呼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工人阶级心向华主席》、《满怀豪情谱颂歌-----昔阳人民深情

回忆、热烈赞颂华主席纪实》、《东风传喜讯三军尽 颜》、《各族人民心向华主席万里边疆声

读“四人帮”》等。 

［主题词］评论/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华主席关怀青少年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6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了湖南省青少年直接受到华主席亲切教导的回忆文章十六篇，从各个

侧面生动地记录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湖南工作期间，关怀青少年和教育青少年的真实情况。

篇首有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的文章《英明领袖华主席关怀着青年的成长》。 

  

 

［正题名］颂歌献给华主席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6 

［附注内容］这本散文集，共选三十篇，主要反映广大群众热烈欢呼毛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

选定了好接班人华主席，欢呼华主席领导全党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歌颂华主席

的光辉革命实践；反映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遗志，为完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各项

战斗任务而奋斗的坚强意志。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颂歌献给华主席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我们衷心爱戴英明领袖华主席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3 



［附注内容］本书汇编报刊发表的华主席在湖南省的革命实践活动，华主席对地震灾区人民、

建桥工人、部队指战员、基层干部等的爱护、关怀和教育，以及各族人民爱戴、颂扬英明领

袖华主席的文章共三十五篇。 

  

 

［正题名］华国锋主席是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英明领袖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印 

［出版者］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华主席在湖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5 

［丛编题名］农村政治理论丛书 

［附注内容］湖南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家乡，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多年工作的地方。华

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期间，一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为湖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本书是由华主席当年在湖南工作、蹲点、视察过的有关地

区和单位采写的一批专题通讯中选编的。全书共收二十九篇通讯。这些通讯对于我们学习华

主席的崇高品质和光辉的革命实践有一定的帮助。 

  

 

［正题名］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湘阴县《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记述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湘阴和故事集。全书共选故事二十八篇。生动

地描述了华主席任湖南省湘阴县委第一书记、县武装大队政委和后来几次到湘阴的革命实

践。故事通过许多不同的侧面，热情歌颂华主席忠于毛主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的思想品质和工作、生活作风。 

［主题词］故事/中国/当代 

  

 

［正题名］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7 

［附注内容］本书冠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照片，并收有歌颂华主席的光辉

革命实践的文章十三篇。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着重论述了华国锋同志一贯忠于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善于把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

实执行者、勇敢捍卫者和卓越继承者。这些文章也表达了湖南人民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无限热

爱、衷心拥护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 

  

 

［正题名］华主席是我们的好领袖 



［副题名］湖南人民回忆华主席的光辉革命实践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7 

［附注内容］书前冠有英明领袖华主席与群众合影照片三幅。书中收有二十六篇文章，热情

赞颂了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崇高品质和光辉的革命实践，表达了湖南人民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无

限热爱，衷心拥护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 

  

 

［正题名］华主席关怀暖人心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人民卫生出版社编 

［出版者］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榜样把卫生革命进行到底》、《华国锋同志是毛

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华国锋主席是毛泽东主席的 好接班人》、《华主席时刻把人

民健康放在心上》、《华主席关怀工业卫生》、《华主席在我们医院》等三十一篇文章和两首诗

歌。 

  

 

［正题名］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这无愧的领袖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总校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人民的英明领袖 

［副题名］歌颂华主席的光辉实践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9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报刊上发表的回顾华主席在不同革命历史时期的光辉革命实践，颂

扬华主席的丰功伟绩的文章六十六篇。 

  

 

［正题名］华主席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第一责任人］赵振亚等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5 

［附注内容］这是一部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湖南伟大革命实践活动的故事集。全书共二十

五篇文章。 

［主题词］故事/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赵振亚 编 

  

 

［正题名］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第一责任人］陆岩，保国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5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歌颂华国锋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时期伟大革命实践活动的故事集。 

［主题词］故事/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陆岩 编 

［知识责任］保国 编 

  

 

［正题名］华国锋主席访问朝鲜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金日成主席在欢迎华国锋主席的宴会上的讲话》、《华国锋主

席在金日成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金日成主席在平壤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

国锋主席在平壤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中朝友谊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人民日报社

论）、《朝中友谊万古常青》（朝鲜劳动新闻社论）、《中朝友谊新篇章》等十一篇文章。 

［主题词］中朝关系/1978/史料 

  

 

［正题名］周恩来选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编辑 

［出版者］一山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旅欧通信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 

［附注内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自 1920 年岁末旅居欧洲，至 1924 年 8 月回国。在旅欧期间，

他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还撰写了很多文章寄回国内，主要发表于天津《益世报》。收入

这本通信集中的文章，是按照天津《益世报》影印的。这些文章是周恩来同志早期革命活动

的重要历史文献。 

［主题词］书信集--周恩来 

［知识责任］周恩来 著 

  

 

［正题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的文章讲话选辑 

［副题名］1924-192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出版日期］1979.6 

 

［正题名］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怀恩选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2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怀恩 选编 

  

 

［正题名］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怀恩选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8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怀恩 选编 

  

 

［正题名］南 《敬业》周恩来文选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历史研究所周恩来研究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7 

 

［正题名］周恩来诗文集 

［副题名］《觉悟》、《觉邮》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图书馆等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0.1 

 

［正题名］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2 

 

［正题名］历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2 

［副题名］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期间发表的重要文章和讲话汇辑 

［第一责任人］重庆市历史学会编 

［出版者］重庆市历史学会 

［出版日期］1980.6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 

［副题名］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附注内容］本资料汇编按照中共党史分期，收集整理了党在创立、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各个时期的中央，军委与政府的主要领导机构和成

员。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中国/1921-1994/史料 

［知识责任］王健英 编 

  

 

［正题名］邓小平的思想初探 

［第一责任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主题词］思想评论--邓小平/文集 

  

 

［正题名］老一代革命家著作注释选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组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著作中的注释 1800 余条。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注释/中国/汇编 

  

 

［正题名］中共问题论集 

［第一责任人］郭华伦著 

［出版者］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郭华伦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景杉主编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辞典科学地总结了 70 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系统论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

性以及党的宣传、群众、军事、统战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评介了重大事件和重要人

物的功过;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巨大成就,进行了详细介绍。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基本知识/词典 

［知识责任］景杉 主编 

  

 

［正题名］光荣与辉煌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大典 

［第一责任人］德 辰主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词典 

［知识责任］德辰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章程 

［副题名］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7 年 8 月 18 日通过的《中国共

产党章程》和叶剑英同志 1977 年 8 月 13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

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主题词］党章--中国共产党/报告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6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十一个），以及修改党章的

报告（四个），并附录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及历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料。 

［主题词］党章--中国共产党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责任人］严益勉，郑皎贤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 

［知识责任］严益勉 编 

［知识责任］郑皎贤 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党章研究 

［第一责任人］范平, 姚桓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5 

［知识责任］范平 著 

［知识责任］姚桓 著 

  

 



［正题名］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 

［副题名］1922－192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3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1922－1926 年间党中央与地方组织在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关

于政治形势、党的宣传、组织、群众运动等各方面活动的报告。 

［主题词］政治报告--中共中央/1922-1926/汇编 

  

 

［正题名］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 

［副题名］1927-1933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书与《党风问题》一书相配合，并同作为各级党校参考书和党的高中级干部

读物。 

［主题词］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第一责任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供稿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主题词］故址--中共一大(1921)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选编 

［附注内容］中共中央党校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了自 1941 年至 1991 年的有关中央文件 30 余篇。 

  



 

［正题名］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4 

［主题词］四·五事件 

  

 

［正题名］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副题名］1976 年 10 月 8 日 

 

［正题名］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0 

 

［正题名］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 

［副题名］华国锋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 学典礼上的讲话、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典

礼上的讲话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11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 

［丛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作了详细介绍，并对一些有关问

题作了探讨。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至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宣言、党纲、

党章等文件 65 篇。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教研资料室编写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两集，上集收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四十一个重要会议。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教研资料室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0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 

［丛书］社会主义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1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建国后党的八大至十二大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内容包括：每次

大会的历史背景；会议日程；对会议文件、精神以及制定的方针路线的分析；对会议的评价

等。 

  

 

［正题名］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副题名］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月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4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1945 

［主题词］七大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第一责任人］人民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6.10 

［丛编题名］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主题词］中共八大(1956)/史料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 1977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公报》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 

  

 

［正题名］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第一责任人］邓小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8 

［知识责任］邓小平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副题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12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8 

 

［正题名］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一责任人］人民日报编辑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正题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名词解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资料室，解放军报编辑部编写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名词解释，

附学习《决议》的提要。 

  

 

［正题名］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 

［出版者］江西省哲学会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出版日期］1991.8 

 

［正题名］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文献时间，从 1978 年 11 月为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 始，

到 1982 年 8 月为止。所选文献，反映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条战线拨

乱反正的重要成果，以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重大改革和贡献。全书分为上下两册。 

  

 

［正题名］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正题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附注内容］本书共注释条目 130 条。条目的编排，以在《历史决议》上出现的先后为序。

书前收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正题名］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上、中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正题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5 

［附注内容］本书选入 1978 年 11 月至 1987 年 1 月期间,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

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文献 98 篇。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汇编 

  

 

［正题名］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1987-1990 年/汇编 

  

 

［正题名］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正题名］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学习提要 

［第一责任人］《红旗》杂志理论教育编辑室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 

［副题名］试用教材 

［第一责任人］云南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第一责任人］黑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史讲稿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中共史略 

［第一责任人］俞谐编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俞谐 编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历史的全过程，采取了按时间顺序排列，并按事

件和问题适当集中叙述的体例。 

  

 

［正题名］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资料室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文选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讲话、论文，一类是回忆录，以革命回忆录为主。

这些回忆录，反映了党的历史上许多重要领导人的光辉事迹，也有一部分是对某些历史事件

的回顾。 

  

 

［正题名］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大事记 

［副题名］1919.5～1987.12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5～1990.12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概要地记述了 70 余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大事记/1919-1990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史稿 

［书目卷册］第 2 分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史稿 

［书目卷册］第 3 分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史稿 

［书目卷册］第 4 分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正题名］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8 

 

［正题名］中共党史 

［第一责任人］马建离等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6 

［知识责任］马建离 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郝梦笔，段浩然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知识责任］郝梦笔 主编 

［知识责任］段浩然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 

［第一责任人］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正题名］中共兴亡史 

［书目卷册］第 1、2 卷 



［第一责任人］关学稼著 

［出版者］《中共兴亡史》 

［出版日期］1984.6 

［知识责任］关学稼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机关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曹润芳，潘贤英编著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知识责任］曹润芳 编著 

［知识责任］潘贤英 编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学史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唐曼珍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知识责任］唐曼珍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史 

［第一责任人］李践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知识责任］李践 主编 

  

 

［正题名］光辉的七十年 

［第一责任人］李力安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奋斗的真实写照。 

［知识责任］李力安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王仲清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概论 

［知识责任］王仲清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纂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正题名］中共党史导读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导读》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 

  

 

［正题名］中国向何处去？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动态分析 

［第一责任人］张希贤等编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丛编题名］中国向何处去丛书 

［附注内容］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写起,重点分析 70 余年中国社会发

展道路的来龙去脉。 

［知识责任］张希贤 编著 

  

 

［正题名］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组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荟萃 

［第一责任人］朱敏彦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知识责任］朱敏彦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通志 

［第一责任人］郑惠等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知识责任］郑惠 主编 

  

 

［正题名］党史知识珍闻录 



［第一责任人］夏宏根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附注内容］本书列出了组织园地、思想指南、党章之页、军事长廊、英杰留踪等十六个栏

目。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知识责任］夏宏根 主编 

  

 

［正题名］党史采珍 

［第一责任人］武岳羊选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本书撷取报章资料中与党史有关的,且具资料性、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的

短文汇编而成。 

［知识责任］武岳羊 选编 

  

 

［正题名］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 

［丛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丛编题名］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 

  

 

［正题名］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 

［书目卷册］第 1 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丛编题名］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近年来美英日苏澳等国学者发表的论著和资料 30 篇,分专题论文、

文献资料、学术动态三个部分。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 

  

 

［正题名］山东省高校中共党史教材讨论会专题报告汇编 

［第一责任人］山东省高校党史教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 

 

［正题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1980 年年会论文选 



［丛书］中央党分册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1 

 

［正题名］中共党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党史研究中党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基本思想和形

成，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评价，抗日战争等有关问题的探讨，以及对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的批判等。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 

［知识责任］郭德宏 著 

  

 

［正题名］党史党建论文集 

［副题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专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正题名］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 

［副题名］1981-1991 

［第一责任人］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包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首届党史优秀论文 49 篇。 

  

 

［正题名］现代中国的历史性选择 

［副题名］陕西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等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中共陕西历史研究丛书 

  

 

［正题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学术工作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正题名］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副题名］1982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副题名］1983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副题名］1984 年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文摘/1984 年/年刊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副题名］1985 年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资料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文摘/1985 年/年刊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副题名］1986 年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文摘/1986 年/年刊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副题名］1987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文摘/1987/年刊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副题名］1988 

［第一责任人］王洪模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王洪模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副题名］1989 

［第一责任人］王洪模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知识责任］王洪模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简明词典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肃超然等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知识责任］肃超然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简明词典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肃超然等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知识责任］肃超然 主编 

  

 

［正题名］简明中共党史辞典 



［第一责任人］武可贤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知识责任］武可贤 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丛书］人物分册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丛书］创立时期分册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词典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盛平主编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盛平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知识手册 

［第一责任人］郑福林等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9 

［知识责任］郑福林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与整理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 

［出版日期］1985.12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副题名］图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编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5 

［附注内容］本图集收集了 120 余幅文物、资料照片，配以适当的文字说明，突出反映了伟

大领袖毛主席、董必武、周恩来、李大钊等同志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以及革命实

践活动。 

  

 

［正题名］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图 

［第一责任人］卢运祥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本参考图包括地图、图表 52 幅,还有我党历届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的资料。 

［知识责任］卢运祥 编 

  

 

［正题名］毛泽东文集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文集 

［书目卷册］第 3 卷 

［副题名］1943.1～1945.8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第一责任人］史锋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4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概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主要过程；



同时，从理论上批判了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揭露了王明这个混入我们党内的投降

派的险恶面目。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 

［知识责任］史锋 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丛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甘肃师范大学政史系党史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丛书］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中共党史讲义编写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6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王朝美等编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 

［知识责任］张静如 编著 

［知识责任］王朝美 编著 

  

 

［正题名］王明言论选辑 

［第一责任人］王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书选录了从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王明的主要文章，共二十六篇。

内容包括反映王明机会主义思想理论观点的文章以及讲话等。本书为批判王明路线、研究党

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必要的参考材料。 

［知识责任］王明 著 

  

 

［正题名］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陈公博著 

［译者］韦慕庭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7 

［附注内容］这本书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陈公博 1924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所写的硕士论文。内容论述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主题词］共产主义运动/中国 

［知识责任］陈公博 著 

［次知识责任］韦慕庭 编 

  

 

［正题名］张国焘和《我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于吉楠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附注内容］本书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行动及其他历史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地探讨；

对他 后叛党而去，当了国民党特务的情况作了叙述。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1919-1949 

［知识责任］于吉楠 编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正题名］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正题名］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 

 

［正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论文选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7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论丛 4 

［附注内容］限国内发行 

［附注内容］本集包括论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建立经过的

探讨、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剖析、陈独秀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等内容。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文集 

  



 

［正题名］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 

［第一责任人］盛仁学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分三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的决定；对张国焘分裂主义

的批判；张国焘文章和报告资料。书末附有《张国焘事略》等。 

［知识责任］盛仁学 编 

  

 

［正题名］张国焘年谱及言论 

［第一责任人］盛仁学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7 

［知识责任］盛仁学 编 

  

 

［正题名］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 

［第一责任人］向青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况 

［知识责任］向青 著 

  

 

［正题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向青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7 

［知识责任］向青 著 

  

 

［正题名］郑超麟杂忆 

［第一责任人］郑超麟写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1983 

［知识责任］郑超麟 写 

  

 

［正题名］郑超麟与彭述之争论历史问题 

［第一责任人］郑超麟，欧伯写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1982 

［知识责任］郑超麟 写 



［知识责任］欧伯 写 

  

 

［正题名］陈独秀与托派 

［第一责任人］郑超麟写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0 

［知识责任］郑超麟 写 

  

 

［正题名］郑超麟与濮清泉、赵济争论托派历史问题 

［第一责任人］郑超麟等写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0-1982 

［知识责任］郑超麟 写 

  

 

［正题名］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著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以及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过

程中的作用等问题。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国共合作/1924-1926 

［知识责任］黄修荣 著 

  

 

［正题名］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温济泽等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7 

［知识责任］温济泽 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编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正题名］记叛徒张国焘 

［第一责任人］成仿吾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6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1921-1938/史料 

［知识责任］成仿吾 著 

  

 

［正题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副题名］1919－1924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正题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副题名］1925－1927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 

［主题词］史料/中国/1925-1927 

［知识责任］孙武霞 编 

［知识责任］许俊基 编 

  

 

［正题名］从南昌起义到渡江战役 

［副题名］中国革命战争主要历程概述 

［第一责任人］陈漫迹主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知识责任］陈漫迹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史话 

［第一责任人］王永祥等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动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分析叙述了旅欧支部的建立和发展，对帝国主

义和反动军 政府的英勇斗争以及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朱德、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欧洲的革命事迹。书中插有三十余幅历史图片。 

［知识责任］王永祥 著 

  

 

［正题名］“二大”和“三大”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正题名］长征中的张国焘 

［第一责任人］平卓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8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张国焘在红军长征中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并旁及他的过去和后来

的一系列问题，概略地进行批驳和评述。 

［知识责任］平卓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 

［第一责任人］田夫，王沛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知识责任］田夫 著 

［知识责任］王沛 著 

  

 

［正题名］八七会议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等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第一责任人］遵义会议纪念馆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主题词］遵义会议/1935/纪念文集 

  

 

［正题名］共产主义小组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9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史料 

  

 

［正题名］特支十年 

［副题名］1937 年 9 月～1947 年 8 月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丛编题名］广东革命史料丛刊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广东/史料 

  

 

［正题名］ 天辟地的大事变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责任人］庄有为等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祖国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庄有为 编著 

  

 

［正题名］中共中央在陕北 

［第一责任人］赵振军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中共中央/陕北革命根据地/史料 

［知识责任］赵振军 著 

  

 

［正题名］丹心素裹 

［第一责任人］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正题名］丹心素裹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 

［译者］吴长翼等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附注内容］本辑主要内容是十七路军起义的资料。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次知识责任］吴长翼 编 

  

 

［正题名］《丹心素裹》之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第一责任人］十七路军中央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 

［译者］吴长翼等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次知识责任］吴长翼 编 

  

 

［正题名］立三路线之研究 

［副题名］1928～1931 

［第一责任人］黄公弼撰 

［出版者］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黄公弼 撰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第一责任人］杨钦良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知识丛书 王子恺，于云鹏主编 

［知识责任］杨钦良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简史 

［第一责任人］俞清天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知识丛书 王恺，于云鹏主编 

［知识责任］俞清天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秦淑贞，盛继红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知识丛书 王恺，于云鹏主编 

［知识责任］秦淑贞 编 

［知识责任］盛继红 编 

  

 

［正题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正题名］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责任人］李玉贞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知识责任］李玉贞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 

［副题名］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 19 篇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重要专题

资料研究文章,主要内容有:我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运动在何地何时,“马田事变”前湖南省委

如何做应变准备等。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 

  

 

［正题名］白区斗争纪实 

［第一责任人］陈绍畴等编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史料 

［知识责任］陈绍畴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之来源 

［第一责任人］沈云龙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知识责任］沈云龙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创始录 

［第一责任人］马连儒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地记述了筹备建党的经过，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的全过程。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 

［知识责任］马连儒 著 

  

 

［正题名］党的白区斗争史话 

［第一责任人］璞玉霍，徐爽迷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地下斗争/中国共产党/党史/1927-1949 

［知识责任］璞玉霍 著 

［知识责任］徐爽迷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辨疑录 

［丛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方晓主编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知识责任］方晓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译者］胡绳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第一责任人］邵维正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附注内容］本书从多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背景、基础、过程，以及建党理论。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成立/党史 

［知识责任］邵维正 著 

  

 

［正题名］延安整风运动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中共陕西历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记述延安整风的史实为主,史论结合,全面反映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背

景、整风的全过程和基本经验。 

［主题词］延安整风运动 

  

 

［正题名］中共中央在延安纪事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丛编题名］中共陕西历史研究丛书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 

［丛书］文献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丛编题名］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17 

  

 

［正题名］湖西“肃托”始末 

［第一责任人］袁玉骝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在 1939 年 8 月至 11 月间苏鲁豫皖边区,在“肃清托洛

茨基匪帮”的名义下,使 600 多名党的干部被逮捕和刑讯。本书弄清了湖西“肃托事件”的

来龙去脉，还收集了一大批关于该事件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有关人物的回忆录。 

［知识责任］袁玉骝 主编 

  

 

［正题名］中共中央在香山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正题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 

［第一责任人］金立人等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9 

［知识责任］金立人 著 

  

 

［正题名］遵义会议 

［副题名］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天 

［第一责任人］侯保重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4 

［主题词］遵义会议/研究 

［知识责任］侯保重 著 

  

 

［正题名］红军在黔北 

［副题名］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副题名］1935－1985 

［第一责任人］中共遵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遵义会议纪念馆编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主题词］遵义会议/摄影集 

  

 

［正题名］红都风云 

［副题名］毛泽东与王明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年争执 

［第一责任人］徐旭初著 

［出版者］天地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丛编题名］风云系列 1 

［知识责任］徐旭初 著 

  

 

［正题名］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 

［第一责任人］戴向青，罗惠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6 

［附注内容］本书对 AB 团的产生、灭亡和我党肃清 AB 团的起因、经历及富田事变的发生

与结局等作了考证。 

［知识责任］戴向青 著 

［知识责任］罗惠兰 著 

  

 

［正题名］从延安走向世界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第一责任人］牛军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知识责任］牛军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 

［第一责任人］盖军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史料 

［知识责任］盖军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副题名］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第一责任人］全国党校系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选编组中央党史组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2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建设 

  

 

［正题名］北京党史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正题名］中共三十年面面观 

［第一责任人］中国时报大陆资料研究室主编 

［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0.4 

 

［正题名］社会主义时期论文选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论丛 3 

［附注内容］限国内发行。 

［附注内容］本集收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科学的指导思想》等 17 篇文章。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大事记 

［副题名］1949 年 10 月－1956 年 12 月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7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大事记 

［副题名］1976 年 10 月－1981 年 12 月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分册包括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大体上是从粉碎江青反革命

集团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一时期有关党的建设重大问题的记述。 

  

 

［正题名］党史探索 

［副题名］历史经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1 

［附注内容］作者重点探索了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的三十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党中央所选择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经验。 

［知识责任］廖盖隆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讲义 

［副题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第一责任人］何沁，张静如等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知识责任］何沁 编 

［知识责任］张静如 编 

  

 

［正题名］平津唐点线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委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正题名］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 

［第一责任人］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北京/史料 

  

 

［正题名］北京党史专题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正题名］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 

［第一责任人］吴家林，谢荫明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知识责任］吴家林 著 



［知识责任］谢荫明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21－1987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北京/1921-1987/史料 

  

 

［正题名］战斗的历程 

［副题名］1925－1949.2 燕京大学地下党概况 

［第一责任人］王效挺，黄文一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知识责任］王效挺 主编 

［知识责任］黄文一 主编 

  

 

［正题名］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1922－192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北京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91.6 

 

［正题名］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1928－193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北京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91.6 

 

［正题名］北京现代革命史资料目录索引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北京/史料/索引 

  

 

［正题名］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 

［第一责任人］彭真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附注内容］本书是彭真同志 1941 年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并根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

的这个报告要点补充整理写成的。 

［知识责任］彭真 著 

  

 

［正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1 辑 

［副题名］1921.7－1937.7 

［第一责任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2 辑 

［丛书］文献部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2 辑 

［丛书］文献部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等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2 辑 

［丛书］专题部分 

［副题名］1937.7～1945.8 

［第一责任人］王传忠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史/史料 

［知识责任］王传忠 主编 

  



 

［正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3 辑 

［丛书］文献部分 

［第一责任人］王传忠主编 

［译者］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史/资料 

［知识责任］王传忠 主编 

  

 

［正题名］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 

［第一责任人］师文华，阎文彬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1 

［附注内容］由概述、文献选编、大事年表 3 部分组成。 

［知识责任］师文华 主编 

［知识责任］阎文彬 主编 

  

 

［正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正题名］共产党人在天津监狱中战斗生活纪实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7 

［丛编题名］天津地方党史资料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的是 1929 年至 1932 年被关押在天津"河北第三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同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生死搏斗的战斗生活纪实。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天津/史料 

  

 

［正题名］中共天津地方党史简辑 

［副题名］1919～1991 年 

［第一责任人］中共天津市委支部生活社编 

［出版者］中共天津市委支部生活社 

［出版日期］1991 

 

［正题名］中共天津党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正题名］直南一个革命策源地 

［副题名］大名七师 

［第一责任人］中共七师党史资料征编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河北省邢台地区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25－1987 

［第一责任人］中共邢台地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邢台/1925-1987 年/史料 

［主题词］政权/邢台/1925-1987 年/史料 

［主题词］地方武装/邢台/1925-1987 年/史料 

  

 

［正题名］宏毅县革命斗争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临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出版者］邢台市彩色印刷厂 

［出版日期］1987 

 

［正题名］为了今天 

［第一责任人］中共泊头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泊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正题名］太原地下党革命斗争史话 

［第一责任人］王建富，程秀龙编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附注内容］本书以史话的体裁，记叙了中共太原地下党的组织从一九二四年前后至一九四

九年太原解放近三十年的历史。真实而生动地记叙了中共太原地下党组织的诞生、成长和发

展，以及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领导太原和山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 

［知识责任］程秀龙 编著 

  

 

［正题名］文献选编 

［副题名］抗日战争时期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共山西省委党中央研究室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文献选编 

［副题名］抗日战争时期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共山西省委党中央研究室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临汾攻坚 

［第一责任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9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反映了临汾战役的概貌。 

［主题词］临汾战役(1948)/史料 

  

 

［正题名］中共山西省长治县历史大事记述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山西省长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正题名］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 3 卷 

［副题名］1940.1～1940.12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山西档案史料丛编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山西/史料 

  

 

［正题名］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 4 卷 

［副题名］1941.1－1941.12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山西档案史料丛编 

  

 

［正题名］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山西档案史料丛编 

  

 

［正题名］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山西档案史料丛编 

  

 

［正题名］中共大同历史大事记述 

［第一责任人］高平主编 

［译者］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大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高平 主编 

  

 

［正题名］战动总会简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述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正题名］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党史建设 

［第一责任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1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赤峰市党史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高岳宇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21 年至 1991 年间中国共产党在赤峰地区建立发展的历史。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赤峰/1921-1991 

［知识责任］高岳宇 主编 

  

 

［正题名］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编 

［副题名］1928－1937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8.10 

 

［正题名］曙光照耀哲里木 

［第一责任人］耿斌荣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耿斌荣 主编 

  

 

［正题名］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5、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 

［出版者］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出版日期］1985.6 

［知识责任］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编辑 

  

 

［正题名］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2、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出版日期］1983.7－1984.7 

［知识责任］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编 

  

 

［正题名］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出版者］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出版日期］1985.1 

［知识责任］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编印 

  

 

［正题名］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中共东北军党史丛书 

  

 

［正题名］中共大连地方党史资料汇辑 

［第一责任人］大连地方党史编辑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营口市党史大事记 

［副题名］1927.5-1949.9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营口市委党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1.6 

 

［正题名］辽宁省营口市政权、地方军事、统一战线、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49－1987 

［第一责任人］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等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1.5 

 

［正题名］中共沈阳地方党史 

［丛书］民主革命部分 

［第一责任人］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地方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沈阳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45－1987 

［第一责任人］中共丹东市元宝区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1.9 

 

［正题名］黑龙江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资料编辑室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4 

 

［正题名］黑龙江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资料编辑室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4 

 

［正题名］黑龙江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资料编辑室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12 

 

［正题名］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史/大事记/黑龙江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在陕西 

［丛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中共陕西历史研究丛书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陕西/1921-1949 

  

 

［正题名］中共安康特委、中共安康军特支及安康起义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12 

［丛编题名］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 5 

  

 

［正题名］中共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2 

［丛编题名］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14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宝鸡地区党组织及其活动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导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2 

［丛编题名］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13 

  

 

［正题名］渭华起义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详] 

［出版日期］1985.11 

［丛编题名］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 4 

  

 

［正题名］清涧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8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组织及其活动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导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19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咸阳/1937-1945/史料 

  

 

［正题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18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陕西/1927-1937/史记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49.7-1987.10 

［第一责任人］中共宝鸡市金台区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宝鸡市/1949-1987/史料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城固县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28.2－1987.10 

［第一责任人］中共城固县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设/城固县/1928-1987/史料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25.10－1987.10 

［第一责任人］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 

［出版日期］1994.7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陕西/1925-1987/史料 

  

 

［正题名］甘肃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9.4 

 

［正题名］新疆冤狱始末 

［第一责任人］《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1991.4 

 

［正题名］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1930－1936 

［第一责任人］陈志华等编辑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1 

［知识责任］陈志华 编辑 

  

 

［正题名］上海近郊地下斗争纪实 

［副题名］1945－1949 

［第一责任人］《上海近郊地下斗争纪实》编委会编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知识责任］上海近郊地下斗争纪实编委会 编 

  

 

［正题名］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丛编题名］中共上海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 

［副题名］纪念建党 70 周年 

［第一责任人］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研究资料 

  

 

［正题名］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89.3 

 

［正题名］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 

［副题名］1919－1937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文化事业/大事记/上海/1919-1937 

  

 

［正题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 

［副题名］中共上海区委文件 

［副题名］1925－1926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上海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6.4 

 

［正题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2 



［副题名］中共上海区委文件 

［副题名］1926－1927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上海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6.6 

 

［正题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3 

［副题名］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等文件 

［副题名］1925.8－1927.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上海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6.4 

 

［正题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4 

［副题名］上海区委各部委文件 

［副题名］1925－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上海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7.6 

 

［正题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5 

［副题名］南京、无锡、苏州、丹阳、徐州 

［副题名］1925－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上海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8.5 

 

［正题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6 

［副题名］杭州、绍兴、嘉兴、温州地区 

［副题名］1925－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上海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8.6 

 

［正题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7 

［副题名］宁波地委文件 

［副题名］1925－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上海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8.7 

 

［正题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8 

［副题名］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 

［副题名］1922.7－1927.1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 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上海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6.8 

 

［正题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9 

［副题名］团江苏各地委、特支、独支 

［副题名］1923－192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上海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6.4 

 

［正题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0 

［副题名］上海各群众团体文件 

［副题名］1924－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 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上海市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8.12 

 

［正题名］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证集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8 

 

［正题名］中共湖西地区党史文稿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西地区党史文稿》编写组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丛编题名］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山东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即墨县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28－1986 

［第一责任人］中共即墨县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中共山东省党史征委会 

［出版日期］1987 

 

［正题名］清河寄语 

［第一责任人］华虹编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博兴县/史料 

［知识责任］华虹 编著 

  

 

［正题名］中共胶东区党史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中共烟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大事记/山东/1937-1949 年 

  

 

［正题名］鲁西北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谢玉琳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展现了鲁西北地方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趋势以及鲁西北人民

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斗争业绩。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山东 

［知识责任］谢玉琳 主编 

  

 

［正题名］盐阜区地下党活动大事记 

［副题名］1924－1935 

［第一责任人］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2 

 

［正题名］中共中央南京局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

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南京/1946-1947/史料 

  

 

［正题名］中共邳县党史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邳县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正题名］狂飚 

［副题名］海门县“革命纪实”选辑 

［第一责任人］俞茂林等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知识责任］俞茂林 主编 

  

 

［正题名］中共江苏党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大事记/江苏/1919-1949 

  

 

［正题名］江苏革命斗争纪略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正题名］盐城人民革命斗争史 

［副题名］1919.5－1949.9 

［第一责任人］韩建勋主编 

［译者］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写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盐城革命斗争史系列丛书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盐城地区/1919-1949 

［知识责任］韩建勋 主编 

  

 



［正题名］阜宁县组织史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阜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6.7] 

 

［正题名］安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史料选 

［第一责任人］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6.9 

［丛编题名］安徽现代革命史料 

  

 

［正题名］中共安徽党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安徽省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中共名人在芜湖 

［第一责任人］叶之茂主编 

［译者］中共芜湖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历史上的 26 位著名人物在江城的活动

情况。 

［主题词］名人/中国共产党/生平事迹/芜湖 

［知识责任］叶之茂 主编 

  

 

［正题名］中共安庆地方党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5－1949.9 

［第一责任人］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正题名］中共长淮特委 

［第一责任人］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丛编题名］安徽省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重返淮北 

［第一责任人］饶子健等著 

［译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安徽省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安徽/史料 

［知识责任］饶子健 著 

  

 

［正题名］中共合肥党史大事记 

［丛书］新民主主义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合肥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正题名］淮北农村调查 

［第一责任人］江风编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4.2 

［知识责任］江风 编著 

  

 

［正题名］雷水怒 

［第一责任人］中共望江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正题名］中共嵊县党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嵊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嵊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1.3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嵊县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27－1987 

［第一责任人］中共嵊县县委组织部导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临海市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26－1987 

［第一责任人］中共临海市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临海市/1926-1987/史料 

  

 

［正题名］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 

［副题名］地县文件 

［副题名］1931－1936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浙江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9.10 

 

［正题名］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2 

［副题名］地县文件 

［副题名］1930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浙江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9.10 

 

［正题名］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3 

［副题名］地县文件 

［副题名］1927－1929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浙江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9.9 

 

［正题名］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4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9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浙江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9.9 

 

［正题名］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5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8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浙江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7.12 

 

［正题名］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6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8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浙江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7.12 

 

［正题名］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7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6、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浙江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7.12 

 

［正题名］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8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22－192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浙江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7.12 

 

［正题名］江西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3 辑 

［副题名］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专辑 

［第一责任人］宋俊生编著 

［译者］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 

［出版者］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出版日期］1987.9 

［知识责任］宋俊生 编著 

  

 

［正题名］樟树党史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樟树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南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正题名］宁都人民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宁都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正题名］清江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樟树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8.12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 

［第一责任人］张鼎丞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根据亲身经历，比较系统地回顾了闽西党和人民斗争的历史，总结了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福建 

［主题词］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 

［知识责任］张鼎丞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建阳地区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26 年 7 月－1988 年 12 月 

［第一责任人］中共建阳地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建阳地区/1926-1988/史料 

  

 

［正题名］闽北党史研究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呈其乐主编 

［译者］中共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呈其乐 主编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 

［副题名］1923－192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3.6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2 

［副题名］省委文件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1927－1928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3.11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3 

［副题名］省委文件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1928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7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4 

［副题名］省委文件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1929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3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5 

［副题名］省委文件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1929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4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6 

［副题名］省委文件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1930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5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7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31－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5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8 

［副题名］闽西特委文件 

［副题名］1928－193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8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9 

［副题名］厦门市委文件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1929－193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0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0 

［副题名］厦门市委文件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193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0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1 

［副题名］厦门中心市委文件 

［副题名］1933－1935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6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2 

［副题名］福州市委文件 

［副题名］1927－193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1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3 

［副题名］福州市委文件 

［副题名］1933－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1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4 

［副题名］苏维埃政府文件 

［副题名］1930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4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5 

［副题名］苏维埃政府文件 



［副题名］1931－1933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4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6 

［副题名］团组织文件 

［副题名］1928－1931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3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7 

［副题名］团组织文件 

［副题名］1932－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7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8 

［副题名］各县委文件 

［副题名］1928－1931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11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9 

［副题名］各县委文件 

［副题名］1932－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11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20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28－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建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11 

 

［正题名］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补遗 

［副题名］1923－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福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7.1 

 

［正题名］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1930－1931 年 

［第一责任人］中当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5 

［知识责任］中当档案馆 编 

  

 

［正题名］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1932－1933 年 

［第一责任人］中当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5 

［知识责任］中当档案馆 编 

  

 

［正题名］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1933－193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当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5 

［知识责任］中当档案馆 编 

  

 

［正题名］台共叛乱及覆亡经过纪实 

［第一责任人］裴可权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6.5 

［丛编题名］人人文库 



［知识责任］裴可权 著 

  

 

［正题名］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 

［副题名］1928－1932 

［第一责任人］庐修一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丛编题名］台湾文史丛书 

［知识责任］庐修一 著 

  

 

［正题名］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件汇集 

［副题名］1949.4－1949.12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9.11 

 

［正题名］中共河南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纂办公室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新发现或者没有发表过的有关河南党史的档案、文件、访问记、

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日记、函电、专题研究、重大史实的辩正、订谬、考据等，同时转

载介绍一些国内外、党内外报刊上发表的有价值的河南党史资料。本辑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豫

陕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前后的历史文献和老同志的革命回忆录。 

  

 

［正题名］中共河南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正题名］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 

［书目卷册］上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光辉历程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河南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河南 

  

 

［正题名］砥柱中流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丛编题名］中共河南党史专题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建国前陕州地区革命史和党史上的重要活动和重要事件。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三门峡/史料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灵宝县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36－1987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南省灵宝县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了灵宝县党组织及政权、军事、统战、群团系统的组织机构沿革和领

导人名录等资料。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灵宝县/1936-1987/史料 

  

 

［正题名］商城起义 

［第一责任人］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丛编题名］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商城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马纯一主编 

［译者］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知识责任］马纯一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商城县组织史料 

［副题名］1925－1987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南省商城县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正题名］夏邑县党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5－1949.9 

［第一责任人］中共夏邑县委党史征编办公室编 

［出版者］江苏省丰县印刷厂 

［出版日期］1986.7 

［知识责任］中共夏邑县委党史征编办公室 编 

  

 

［正题名］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23－192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河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3.8 

 

［正题名］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2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5－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河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 

 

［正题名］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3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8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河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2 

 

［正题名］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4 

［副题名］省委文件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1929－1930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河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3.8 

 

［正题名］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5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31－193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河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5 

 

［正题名］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6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33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河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5 

 

［正题名］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7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河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6 

 

［正题名］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8 

［副题名］市委、特委、县委文件 

［副题名］1927－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河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2 

 

［正题名］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9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27－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河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0 

 

［正题名］武汉风云 

［副题名］武汉党史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6 

 

［正题名］武汉城工史料 

［书目卷册］第 3、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7.2 

 

［正题名］武汉城工史料 

［书目卷册］5 

［副题名］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史料专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长沙兴隆福利印刷厂] 

［出版日期］[1987.9] 

 

［正题名］湖北党的组织发展简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马列主义马泽东思想研究所党建研究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7 

 

［正题名］红安县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郭家齐，彭希林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9 

［主题词］地方史/红安县/现代 

［知识责任］郭家齐 主编 

［知识责任］彭希林 主编 

  

 

［正题名］黄麻起义 

［第一责任人］郭家齐主编 

［译者］红安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主题词］黄麻起义/1927 

［知识责任］郭家齐 主编 



  

 

［正题名］中共麻城县党史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中共麻城县委党史征编委员会编 

［出版者］县印刷厂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7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沙市地区革命斗争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沙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共沙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 

［出版日期］1985.7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当阳县革命斗争史大事记 

［副题名］1921－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当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1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革命斗争大事记 

［副题名］1926－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党史资料征研委员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4.10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枝江县革命斗争史大事记 

［副题名］1921－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枝江县委党史资料征研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1986.5 

 

［正题名］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5－1949.10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正题名］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

员会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武汉/1937-1938/史料 

  

 

［正题名］鄂西苏区党史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党史办公室编印 

［出版者］中共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党史办公室 

［出版日期］1988.5 

 

［正题名］中共宜昌地区党史专题汇编 

［副题名］1921－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宜昌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10 

 

［正题名］夷陵风云 

［副题名］革命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中共宜昌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辑 

［出版者］长阳县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1988.10 

 

［正题名］中共宜昌县革命简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宜昌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0.7 

 

［正题名］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22－192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3.9 

 

［正题名］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2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25－192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3.11 

 

［正题名］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3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26－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3.12 

 

［正题名］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4 

［副题名］湖北暴动问题 

［副题名］1927－1928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4 

 

［正题名］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5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8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6 

 

［正题名］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6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9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9 

 

［正题名］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7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30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2 

 

［正题名］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8 

［副题名］特委文件 

［书目卷册］1 

［副题名］1927－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8 

 

［正题名］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9 

［副题名］特委文件 

［书目卷册］2 

［副题名］1927－193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3 

 

［正题名］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0 

［副题名］县委文件 

［副题名］1927－193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7 

 

［正题名］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1 

［副题名］群团、苏维埃文件 

［副题名］1927－1933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8 

 

［正题名］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中央分局文件 

［副题名］1931－193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12 

 

［正题名］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31－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5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4 

 

［正题名］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皖西北特委文件 

［副题名］1929－1935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4 

 

［正题名］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鄂东北特委、鄂东南特委文件 

［副题名］1927－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5 

 

［正题名］湖北省党史学会论文选辑 

［副题名］1979－1980 

［第一责任人］湖北省党史学会编 

［出版者］沸腾经省党史学会 

［出版日期］1981.6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档案馆编辑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6 

［丛编题名］湖南革命史料选辑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本文献集收入 1937－1945 年期间湖南省委，县委的领导同志分别给中央和省

委写的工作报告二十一篇。其内容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领导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



历史事实。 

  

 

［正题名］湖南党史大事年表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大事记/湖南/年表 

  

 

［正题名］茶陵人民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胡涤非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茶陵县/1926-1949 

［知识责任］胡涤非 主编 

  

 

［正题名］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3－192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3.5 

 

［正题名］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2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19－192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3.11 

 

［正题名］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3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25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3.12 



 

［正题名］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4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26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3 

 

［正题名］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5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4 

 

［正题名］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6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8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4 

 

［正题名］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7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9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5 

 

［正题名］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8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30－1931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5 

 

［正题名］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9 

［副题名］特、市委文件 

［副题名］1927－1933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8 

 

［正题名］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0 

［副题名］县委、苏维埃、群众团体 

［副题名］1927－1933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湖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8 

 

［正题名］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 

［副题名］1934－1936 年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湖南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0 

 

［正题名］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中央分局文件 

［副题名］1931－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2 

 

［正题名］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7－193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6.12 

 

［正题名］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苏维埃、群团文件 

［副题名］1930－193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12 

 

［正题名］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特委文件 

［副题名］1928－193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7.6 

 

［正题名］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 

［副题名］1921-1926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同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2 

［丛编题名］广东革命史料丛刊 

［附注内容］国内发行。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 1921 年至 1926 年间共产党广东支部、中共广东区委和共青团广

东区委及所属地方组织所发表的政治报告、工作报告、宣言及函件等共一百一十多篇，反映

了这个时期广东地区在党领导下的工、农、青、妇运动的进行情况。 

  

 

［正题名］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 

［副题名］1937－1945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正题名］珠江纵队史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等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1 

 

［正题名］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副题名］1922－1945.11 

［第一责任人］孙道昌编辑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0 

［知识责任］孙道昌 编辑 

  

 

［正题名］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26－35 



［副题名］1927－1935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61 

［副题名］1919－1949 

［副题名］广东报刊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91.12 

 

［正题名］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62 

［副题名］1919－1949 

［副题名］广东报刊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91.12 

 

［正题名］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63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92.9 

 

［正题名］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47－60 

［副题名］1946－1949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8.5-1989.12 

 

［正题名］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2 

［副题名］1923－1933 

［第一责任人］范胤敏等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2.12 

［知识责任］范胤敏 编 

  



 

［正题名］中共恩平县党史 

［丛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恩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广东党史资料丛书》编辑部 

［出版日期］1988.5 

［知识责任］中共恩平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正题名］粤桂边区武装斗争史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等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广东省龙川县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25 年 11 月－1949 年 11 月 

［第一责任人］中共龙川县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中共龙川县委组织部 

［出版日期］1994.8 

 

［正题名］广东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索引 

［副题名］1921－1936 

［第一责任人］林忠佳等主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6.6 

［知识责任］林忠佳 主编 

  

 

［正题名］广东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目录 

［副题名］1921－1949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编印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92.12 

 

［正题名］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 

［副题名］1947.5－1949.3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9.9 

 

［正题名］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副题名］1926.12－1936.12 

［第一责任人］蓝应波等编辑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2.12 

［知识责任］蓝应波 编辑 

  

 

［正题名］中共广西党史大事记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丛编题名］广西党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25 年 6 月至 1950 年 2 月,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从筹备到建立和进

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等活动中的重要事件。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大事记/广西/1925-1950 

  

 

［正题名］黎明前的苦斗 

［副题名］滇桂黔边区罗盘区盘县游击团团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盘县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4.10 

 

［正题名］中共四川地方党史大事年表 

［副题名］1921－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载四川党领导的重大斗争；重大事件；省一级党组织的工作；重要

党史人物和著名烈士的活动；对中心县委一级组织也作了简要记述。 

  

 

［正题名］川东地下党的斗争 

［副题名］回忆录专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4 

 

［正题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丛编题名］中共四川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8 

［丛编题名］中共四川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华蓥山游击队 

［第一责任人］中共南充地委党史工委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丛编题名］中共南充地方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内江市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26.2－1987.10 

 

［正题名］四川省内江市政军统群系统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49.12－1987.10 

［第一责任人］中共四川省内江市委组织部，中共四川省内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内江

市档案局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正题名］抢米事件 

［第一责任人］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成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中共成都地方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抢米风潮/成都/1940 

  

 

［正题名］四川干部队队史 

［第一责任人］川干队队史资料征编小组主编 

［出版者］内江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1989.10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沐川县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33－1987 

［第一责任人］中共四川省沐川省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四川省资阳县组织史料 

［副题名］1949－1987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沐资阳县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甘孜县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50－1987 

［第一责任人］中共四川甘孜县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四川省青川县组织史料 

［副题名］1939－1987 

［第一责任人］中共四川省青川县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梓潼县组织史料 

［副题名］1935.4－1987.10 

［第一责任人］中共四川省梓潼县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广元市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1930.1－1987.10 

［第一责任人］中共四川省广元市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22－1925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6.5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2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6－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5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3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8－1929.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4.11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4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9.4－1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2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5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30－1931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8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6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32－1933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10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7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5.7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8 

［副题名］省委文件 

［副题名］1927.12－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6.8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9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26－1932.5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7.2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0 

［副题名］群团文件 

［副题名］1932.6－1945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7.7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1 

［副题名］省工委、特委文件 

［副题名］1937.6－1939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6.9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2 

［副题名］特委、省委文件 



［副题名］1940－194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9.3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3 

［副题名］市委、中心县委文件 

［副题名］1938.11－1940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7.11 

 

［正题名］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书目卷册］甲 14 

［副题名］市委、中心县委文件 

［副题名］1940－1941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档案馆 

［出版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日期］1988.10 

 

［正题名］市中事件 

［第一责任人］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成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中共成都地方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成都/史料 

［主题词］学生运动/成都/1944/史料 

  

 

［正题名］接管成都 

［第一责任人］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成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中共成都地方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成都/1949-1951/史料 

  

 

［正题名］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史稿 

［第一责任人］新华日报史学会成都分会编写小组编 

［出版者］成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中共成都地方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新华日报/出版者机构/成都/1937-1945/史料 

  

 

［正题名］抗战胜利四十周年 

［副题名］贵阳党史资料专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5.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纳雍县党史大事记 

［书目卷册］第 1 辑 

［副题名］1929－1952 

［第一责任人］中共纳雍县委党史办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祥) 

［出版日期］1989 

 

［正题名］贵州革命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沈德海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贵州/史料 

［知识责任］沈德海 著 

  

 

［正题名］贵阳党史画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贵阳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正题名］建国头七年贵阳党史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贵阳市党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9.10 

 

［正题名］红军长征在湄潭 

［副题名］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特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湄潭县委党史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出版者］湄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正题名］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 

［第一责任人］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 

［出版日期］1994.9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西南联合大学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云南省昭通地区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云南省昭通地区政权系统统战系统军事系统群团系统组织史料 

［副题名］1928.1－1987.10 

［第一责任人］中共昭通地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昭通地区/1928-1987/史料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云南省思茅县组织史资料 

［副题名］云南省思茅县政权军事统战群团系统组织史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思茅县委组织部等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附注内容］本书还包括云南省思茅县政权、军事、统战、群团系统组织史资料。 

［主题词］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思茅县/1925-1987/史料 

  

 

［正题名］荫蔽精干 积蓄力量 

［第一责任人］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6 

［丛编题名］中共云南党史资料丛书 7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云南/史料 

  

 

［正题名］国共两党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王功安，毛磊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主题词］国共合作/历史 

［知识责任］王功安 著 

［知识责任］毛磊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副题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书目卷册］第 4 册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历史系等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4 

 

［正题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1－3 册 

［第一责任人］新疆大学政教系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4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教学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新疆大学政教系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教学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史学习材料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书目卷册］1－4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5.10 

 

［正题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副题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书目卷册］1－10 分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6.3 

 

［正题名］共匪祸国史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万大〓主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 国文献编纂委员会 

［出版日期］1978.8 

［知识责任］万大〓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副题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名词解释 

［第一责任人］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等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一责任人］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1－4 辑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学习十一大文件参考资料 

［第一责任人］贵州日报社资料组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中共党史文献选辑 

［书目卷册］第 1 辑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山大学党史组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7.5 

 

［正题名］中共党史文献选辑 

［书目卷册］第 2 辑 

［副题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山大学党史组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7.5 

 

［正题名］中共党史学习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1－7 辑 

［第一责任人］华南师范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中共党史学习文件及参考资料 

［副题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河北师范学院政教系历史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1、3 

［第一责任人］贵州大学哲学系历史系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书目卷册］第 12 部 

［副题名］红军长征与中共内争 

［第一责任人］司马璐编著 

［出版者］自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2 

［知识责任］司马璐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1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册，内容是从 1921 年中共建党时到 1943 年期间，我党的重要历史

文献（包括历次会议决议、宣言、重要报告、有关论述文章）和有关参考材料（包括机会主



义路线头子的言论、文章等）。 

  

 

［正题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2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7.9 

 

［正题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3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9.6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1 

［丛书］党的创立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0 

［附注内容］本书按历史顺序分为八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阶段（选到一九五七年底）暂编二册。本册为 1915 年 9 月－1923 年 12 月。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2 

［丛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9 

［附注内容］本册为 1924 年 1 月至 1927 年 7 月。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3 

［丛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4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5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1 

［附注内容］本册选入 1941 年 8 月至 1945 年 8 月的有关资料。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6 

［丛书］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7 

［丛书］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8 

［丛书］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 



［附注内容］本册选入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的有关资料。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 

［丛书］初稿 

［第一责任人］邓文光著 

［出版者］青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邓文光 著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79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总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1 

［附注内容］本丛刊着重刊载党在上海的活动，内容包括历史文献、资料、回忆录、访问记、

专题研究、人物评价、革命旧址和革命报刊简介以及动态简讯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0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 

［副题名］总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中国共产党宣言》、《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中国共

产党中央局通告》等三个文献。还收有介绍党的早期活动情况－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

以及回忆陈独秀、李汉俊、陈为人、何步衡等人的文章。此外，还收有有关莫斯科劳动大学，

抗日救亡运动的资料和文章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0 年 

［书目卷册］第 2 辑（总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8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案》；回忆录：《党中央机关在上



海的活动片断及其它》、《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等；专题研究《党的"一大"议题

初探》等；还有资料、人物介绍、革命报刊介绍、史迹简介等共二十余篇文章。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0 年 

［书目卷册］第 3 辑（总第 4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1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入十九篇文章和资料，其中有熊志华《秘密交通工作回忆及其它》、

胡毓秀《"苏准会"秘密机关》、孙九录《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府和北京的一些情况》、夏顺奎

《周恩来同志第一次到上海的时间》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0 年 

［书目卷册］第 4 辑（总第 5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1 年 

［书目卷册］第 2 辑（总第 7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江浙区委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工作》、《回

忆瞿秋白和杨之华》等回忆文章，以及《罗亦农的出生年月和曾用名》等专题研究文章。另

外，还辑有《皖南事变大事记》、《中共代表等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一）》等材料。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1 年 

［书目卷册］第 3 辑（总第 8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0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回忆录、专题研究、人物介绍和报刊介绍四部分，共十多篇文章，其

中有《李维汉同志谈一九二九年时的江苏省委》；《江南敌后抗日斗争追记》；《瞿秋白和<热

血日报>》；《中共代表等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二）》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1 年 

［书目卷册］第 4 辑（总第 9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二十多篇文章，其中有《回忆徐州地区抗战时期武装斗争的情况》；

《周恩来军事活动年谱（1924 年－1949 年）》；《中共代表等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三）》

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总第 10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二十多篇文章，其中有《党在浙江的早期活动》、《回忆解放前党的地

下交通工作》、《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2 辑（总第 11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辑文献栏选载了一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档案史料。此外，还收有《解放

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三十年代中期共青团江苏省委活动简况》、《回忆上海国际无线

电台的一次罢工斗争》等文章。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3 辑（总第 12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本辑文物栏收入陈毅同志为黄诚、刘文隐的赋诗，回忆录栏中收有刘少文的《八

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情况》等十篇回忆文章；此外还收有《建党前后的上海工人运动》、《关

于张国焘的几件事》、《向忠发被捕叛变的经过》等专题研究和资料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4 辑（总第 13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附注内容］本辑回忆录专栏收有《关于早期上海地方党的一些情况》、《回忆上海印刷系统

的革命活动》、《"江抗"东进》等八篇文章；此处还收有《东路一年》、《五卅运动中的上海大

学学生》、《陈独秀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国民党中统诱降瞿秋白同志始末记》、《罗

石冰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等资料和专题研究。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3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总第 14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宋庆龄与戴季陶的谈话》、《回忆一九二五年的商务印书馆大罢工》、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沪东女工夜校的一些情况》、《回忆张秋人同

志》、《张权烈士传略》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3 年 

［书目卷册］第 2 辑（总第 15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3 年 

［书目卷册］第 3 辑（总第 16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3 年 

［书目卷册］第 4 辑（总第 17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丛刊 

［副题名］1985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总第 22 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9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五卅运动中的爱国华侨》、《关于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苦干问题

的考订》、《关于一九三三年上海中央局的回忆》、《关于党的四大会址》等文章二十余篇。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9.12 

 

［正题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至 11 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9.4 

 

［正题名］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 

［副题名］1949－1981 年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正题名］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组织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4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马林为荷兰人，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本书内容包括马林的讲话、报告

和国外对马林的评论等翻译资料，中国人对马林的回忆和评论，以及马林在中国工作时发表

的文章。这些资料，对了解二十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正题名］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第一责任人］蔡和森著 

［译者］中国革命博物馆选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蔡和森同志 1926－1930 年写的文章十二篇，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

史的发展（提纲）》、《北方工作决议案》、《党的机会主义史》、《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

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等。 

［知识责任］蔡和森 著 

  

 

［正题名］一大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知识出版社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李

达、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和马林等十人的回忆文字或谈话十一篇。是

记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的第一手材料。此外还辑录了党史考证论文等有关资料。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党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附注内容］本集收有五十多篇文章和资料。其中有罗章龙的《回忆新民学会》；沈庆林的

《李立三、刘少奇在安源罢工中是有功绩的》、《周恩来同志在旅法期间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

一些情况》；包惠僧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邵维正的《关一吉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召 日期的初步考证》；林谷良的《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等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研究资料 

  

 

［正题名］党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集汇集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

零年第一至二十四期的全部文章、资料。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研究资料 

  

 

［正题名］党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 3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研究资料 

  

 

［正题名］党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 4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0 

［附注内容］本集选编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

二年第一至十二期的文章和资料。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研究资料 

  

 

［正题名］党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研究资料 

  

 

［正题名］党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 6 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研究资料 

  

 

［正题名］党史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 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研究资料 

  

 

［正题名］六大以前 

［副题名］党的历史材料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文献资料一百九十九篇，包括：中国共产党二大、三大、四大、五大

的宣言；中共中央第一次到第四次的时局主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到第九次扩大会议关

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李大钊的文章第九篇，陈独秀

的文章二十九篇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党史教学与研究 

［书目卷册］5 

［副题名］广州起义资料专辑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党史研究会等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0.6 

 

［正题名］中共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王明著 

［出版者］现代史料编刊社 

［出版日期］1981.2 

［知识责任］王明 著 

  

 

［正题名］六大以来 

［副题名］党内秘密文件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1928 年 7 月"六大" 始至 1941 年 11 月为止的一些重要文件。内容

包括政治、组织、军事、锄奸、职工、青年、妇女和教育共八个部分。 

  

 

［正题名］罗易赴华使命 

［副题名］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 

［第一责任人］（美）诺思(North, R.C.)，（美）尤丁(udin, X.J.)同编著 

［译者］王淇等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一部分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于 1927 年上半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所写的

文章、讲话、报告和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共三十七篇；另一部分是编著者根据上述文献资

料结合中国革命情况所写的历史评论。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1927 

［知识责任］诺思 著 

［知识责任］North 著 

［知识责任］尤丁 著 

［知识责任］udin 著 

［次知识责任］王淇 译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副题名］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十三篇文章、回忆录和资料。其中有《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

史》、《朱德同志与辛亥革命》、《伍修权同志回忆录》等。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副题名］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罗明《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黎玉《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及《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二）》等文章。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副题名］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附注内容］本辑主要内容有：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的回忆，陈潭秋同志在庆祝党的十五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陆定一同志在"七大"的发言，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等。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副题名］1982 年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附注内容］本辑选入十篇文章：刘少奇《答薛暮桥同志》、成仿吾《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

地的罪行》、钟期光《平江扑城暴动》、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等。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7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聂荣臻回忆录－红军时期》、《对瞿秋白

"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黎川事件的真相－仿肖劲光同志》等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乙）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

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批复》、《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

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回忆无锡秋收暴动》等十余篇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1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忆龙人詹大悲》、《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一）》、《伍修权同志回忆

录（之四）》、《模范的兴国 英雄的人民》等五篇文章和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1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央研究院的研

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延安整风运动大事记》等十余篇资

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9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1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5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4、1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5-12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9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2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2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22、2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9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2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2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2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2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2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29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3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3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2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3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3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3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3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3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文献、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史料考订等,其中重点文章

有:《为建设一个有高度觉悟的有高度纪律性的党而斗争》(叶剑英)、《党中央的召唤》(傅钟)

《周恩来在山西前线》(穆欣)、《人民空军的司令员-刘亚楼》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本辑文章有：张闻天文电三篇、毛主席谈方志敏、新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中

共中央洛川会议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辑发表的重点文章有：《楚图南回忆录》、《向党和人民的回答》（薛明）、《毛

泽东争取江西的策略》（盖军）、《红十四军始末》以及《陈树湘烈士传略》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回忆录、人物介绍、专题资料、译文选登、史实考订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本书共包括：文献、回忆录、人物介绍、专题资料、会议介绍、史实订正 6

个栏目。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献、回忆录、人物介绍、专题资料 4 部分。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49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回忆录、人物介绍、专题资料、史料研究等 6 个栏目。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5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附注内容］包括：文献、回忆录、人物介绍、专题资料、史实考订等 6 个栏目。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5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5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5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5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5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资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5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参考资料 

  



 

［正题名］党史资料通讯 

［副题名］1981 年合订本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二部分：（一）有关党史征集工作的文件、报告、经验。（二）党史论

文、回忆录、译文。 

  

 

［正题名］党史资料通讯 

［副题名］1983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9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 

［副题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 

［出版日期］1987 

 

［正题名］北京大学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二十一篇文章。它们是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等单位教师为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而撰写的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论文。内容涉及建党时期、北伐战

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几个历史阶段的重要史实和理

论问题。 

  

 

［正题名］往事回忆 

［第一责任人］黄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晚年写的回忆。黄平曾参加过中共"五大"、"六大"，参与领导省港

罢工、广州起义等重要活动。他的回忆对研究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中共党史，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知识责任］黄平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报告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辑 

［副题名］1945-1949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正题名］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 

［副题名］1926 年－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整理、校注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国际评论》是莫斯科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于一九二六年九

月创刊，一九二七年六月停刊，共出版正刊三十五期，特刊三期。 

［主题词］史料/世界/1926-1927/史料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集的材料，主要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的有关文件。这些文件

是由俄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等。此外，收录了董必武同志的有关信函和陈潭秋同志的回

忆录。 

  

 

［正题名］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十七篇文章。其中有《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国民革命及

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周恩来）、《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刘少奇）等。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文集 

  

 



［正题名］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强重华等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知识责任］强重华 编 

  

 

［正题名］党史会议报告集 

［第一责任人］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论丛 

［附注内容］国内发行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文集 

  

 

［正题名］包惠僧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包惠僧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附注内容］包惠僧曾出席过中共"一大"，在中共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一些重要职

务。本书是他晚年精心撰写的回忆录的主要部分。内容包括："回忆中共'一大'"、"回忆大革

命时代"、以及"二七回忆录"等。这些文章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介绍了中共建党的经过，

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北伐战争的过程。书中对这一历史时期国共双方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

历史事件都有反映和评价。 

［知识责任］包惠僧 著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21－1925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26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27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28 

［书目卷册］第 4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8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29 

［书目卷册］第 5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0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30 

［书目卷册］第 6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31 

［书目卷册］第 7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32－1933 

［书目卷册］第 8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34－1935 

［书目卷册］第 9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36－1938 

［书目卷册］第 10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36－1938 

［书目卷册］第 11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1936-1938/选集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39－1940 

［书目卷册］第 12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1939-1940/选集 

［知识责任］中央档案馆 编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43－1944 

［书目卷册］第 14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1943-1944/选集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45 

［书目卷册］第 15 册 

［副题名］1945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46-1947 

［书目卷册］第 16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是 1946 年至 1947 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 本。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1946-1947/选集 

  

 

［正题名］回忆南方局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8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 

  

 

［正题名］回忆南方局 

［第一责任人］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4 

［丛编题名］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 

  

 

［正题名］党史研究动态选辑 

［第一责任人］上海《社联通讯》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3.8 

 

［正题名］延安文萃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 

［附注内容］本书是延安《解放日报》（1941 年 5 月 16 日至 1947 年 3 月 27 日）所发表文

章的精选。上册包括《整风篇》、《奋斗篇》及文苑篇，选编了延安时期我党领导的整风运动、

武装斗争、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以及革命文艺运动的有关文章。下册包括《随感篇》和《英

雄篇》，及英雄人物的传记和通讯报道，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斗争生活和精神面貌。 

  

 

［正题名］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朱成甲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知识责任］朱成甲 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朱成甲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知识责任］朱成甲 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朱成甲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3 

［知识责任］朱成甲 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百题解答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教研室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正题名］文献和研究 

［副题名］1983 年汇编本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9 

 

［正题名］文献和研究 

［副题名］1984 年汇编本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 

 

［正题名］文献和研究 

［副题名］1986 年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正题名］中共党史简明问题 

［第一责任人］邱永生等编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知识责任］邱永生 编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自学纲要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自学纲要》编写组编写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9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自学参考资料 

  

 

［正题名］遵义会议的光芒 

［副题名］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文章的作者，大都是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遵义会议的参考者或

见证人，这些文章有些是新近撰写的。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保卫马克思主义 

［副题名］反对机会主义、教派主义与中派主义 

［书目卷册］四卷 

［第一责任人］犀照、耀如等著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5 

［知识责任］犀照 著 

［知识责任］耀如 著 

  

 

［正题名］告全党同志书 

［第一责任人］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著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5 

 

［正题名］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 

［第一责任人］列尔士著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29.11 

［知识责任］列尔士 著 



  

 

［正题名］什么叫"托派"?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5 

［丛编题名］斗争小丛书 

  

 

［正题名］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 

［第一责任人］尼司编 

［出版者］新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38.5 

［知识责任］尼司 编 

  

 

［正题名］反对派的内部生活 

［第一责任人］总干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30.4 

［知识责任］总干 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成立大会宣言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48.9 

 

［正题名］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第四国际支部）时局宣言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49.1 

 

［正题名］现局势的分析和我们宣传鼓动的几个口号 

［第一责任人］耀如著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49.1 

［知识责任］耀如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攻击陈独秀等的影响 



［第一责任人］雷宇同编 

［出版者］广州新东书局 

［出版日期］1938.6 

［知识责任］雷宇 编 

  

 

［正题名］给大会代表的信 

［第一责任人］意因等著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41 

［知识责任］意因 著 

  

 

［正题名］不断革命论 ABC 

［第一责任人］意因著 

［出版者］春燕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丛编题名］新旗丛书 4 

［知识责任］意因 著 

  

 

［正题名］现阶段的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 

［副题名］政治问题讨论集 

［书目卷册］3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30.10 

 

［正题名］陈案书状汇录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33.4 

 

［正题名］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纲领问题 

［副题名］犀照草案的批判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48.9 

 

［正题名］建党大会讨论特辑 

［书目卷册］2 

［副题名］党章（草案）工人运动大纲（草案）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4.4 

 



［正题名］建党大会讨论特辑 

［书目卷册］3 

［副题名］第四国际中国党纲草案 

［第一责任人］犀照编著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4.5 

 

［正题名］托派三文件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51.12 

 

［正题名］遵义会议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印 

［出版者］贵州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译丛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编 

［出版者］求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附注内容］本辑内容有：周恩来 1936 年 7 月和斯诺的两次谈话，毛泽东 1939 年 9 月和斯

诺的谈话，（美）雷蒙德 F.威莱：《"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等十二篇译文。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文集 

  

 

［正题名］劳动者 

［第一责任人］沙东迅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1 

［丛编题名］广东现代史料丛刊 

［主题词］现代史/广东/史料 

［知识责任］沙东迅 编 

  

 

［正题名］椿园载记 

［第一责任人］罗章龙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9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知识责任］罗章龙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事件名词人物简释 

［第一责任人］张广信，杨树祯主编 

［译者］王继等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词典 

［知识责任］张广信 主编 

［知识责任］杨树祯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继 编 

  

 

［正题名］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 

［副题名］译叶心瑜同志的《西路军问题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竹郁著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82.6 

［知识责任］竹郁 著 

  

 

［正题名］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 

［副题名］1919－1927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 

［出版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正题名］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 3 辑 

［副题名］1937.9－1949 年 

［第一责任人］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 

［出版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1937-1949 年/资料 

  

 

［正题名］南方局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1 

［丛书］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主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料 

  

 

［正题名］南方局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2 

［丛书］党的建设 

［第一责任人］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1938-1946/史料 

［主题词］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1938-1946/史料 

  

 

［正题名］南方局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3 

［丛书］统一战线工作 

［第一责任人］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1938-1946/史料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1938-1946/史料 

  

 

［正题名］南方局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4 

［丛书］军事工作 

［第一责任人］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1938-1946/史料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军事史/1938-1946/史料 

  

 

［正题名］南方局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5 

［丛书］群众工作 

［第一责任人］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1938-1946/史料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1938-1946/史料 

  

 

［正题名］南方局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6 

［丛书］文化工作 

［第一责任人］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重庆/1938-1945/史料 

［主题词］文化工作/中国共产党/重庆/1938-1945/史料 

  

 

［正题名］丰碑 

［副题名］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遵义会议/纪念文集 

  

 

［正题名］中共党史各类问题解答 

［第一责任人］河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基本知识 

  

 

［正题名］中共党史学习题解 

［第一责任人］王锡孝，许庆朴编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试题 

［知识责任］王锡孝 编 

［知识责任］许庆朴 编 

  

 

［正题名］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附注内容］国内发行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研究资料 

  

 

［正题名］中共“三大”资料 

［第一责任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正题名］中共党史专题论析 

［第一责任人］何守义等主编 

［译者］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知识责任］何守义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学习文献导读 

［第一责任人］泽昌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知识责任］泽昌 主编 

  

 

［正题名］延安的阴影 

［第一责任人］陈永发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60 

［知识责任］陈永发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学习大纲 

［第一责任人］沙建孙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知识责任］沙建孙 主编 

  

 

［正题名］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专题讲座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讲座 

  

 

［正题名］历史的误区 

［副题名］党内若干重大冤案错误纪实 

［第一责任人］汪剑，李全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知识责任］汪剑 编 

［知识责任］李全 编 

  

 

［正题名］从延安到北京 

［副题名］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丛编题名］《党的文献》丛书 刘武生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丛编题名］《党的文献》丛书 杨胜群主编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大事记 

  

 

［正题名］国共两党谈判通史 

［第一责任人］毛磊，范小方主编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国共合作/历史 

［知识责任］毛磊 主编 

［知识责任］范小方 主编 

  

 



［正题名］党史风云实录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郝景泉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知识责任］郝景泉 著 

  

 

［正题名］党史风云实录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郝景泉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史料 

［知识责任］郝景泉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史词典 

［第一责任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 

［副题名］1921～1949 

［第一责任人］段浩然，肖牲主编 

［译者］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附注内容］本书从战略策略的角度提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新思路,阐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

各阶段战略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揭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展现

了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宏伟气势。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研究 

［知识责任］段浩然 主编 

［知识责任］肖牲 主编 

  

 

［正题名］现代领导知识大全 

［第一责任人］谭继廉主编 

［出版者］中国物资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领导学/手册 

［知识责任］谭继廉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第一责任人］范荣祥，张继良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党史 

［知识责任］范荣祥 主编 

［知识责任］张继良 主编 

  

 

［正题名］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知识责任］刘少奇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制度制定工作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保兴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党的制度制定工作中的领导,党的制度草案起草工作、校核工

作等 9 章。 

［主题词］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制度/研究 

［知识责任］孙保兴 著 

  

 

［正题名］组工通讯 

［副题名］1981 年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主题词］组织工作/中国共产党/1981/文集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孙维本主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词典 

［知识责任］孙维本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风纪大事典 



［第一责任人］李振墀主编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主题词］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大事记 

［知识责任］李振墀 主编 

  

 

［正题名］邓颖超黄克诚关于党风问题的讲话 

［第一责任人］邓颖超，黄克诚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邓颖超的《坚定不移地搞好党风》和黄克诚的《关于党风问题》的两

个讲话。 

［主题词］党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邓颖超 著 

［知识责任］黄克诚 著 

  

 

［正题名］党风问题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陈云、邓小平、聂荣臻、胡耀邦、黄克诚、邓颖超等同志有关党风问

题的报告、文章，以及党的有关规定。 

［主题词］党的作风/中国共产党/研究 

  

 

［正题名］井冈山精神研究 

［第一责任人］危仁晸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井冈山精神的内涵及其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新时期弘扬井冈山精

神的重大意义等。 

［主题词］革命传统教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危仁晸 主编 

  

 

［正题名］理论动态 

［副题名］第 197－304 期 

［书目卷册］第 11－1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正题名］理论动态 



［副题名］第 378－396 期 

［书目卷册］第 2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政治思想/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知识责任］张静如 编著 

  

 

［正题名］反腐败论 

［第一责任人］汪志芳等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主题词］廉政/建设/中国 

［知识责任］汪志芳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党风 

［第一责任人］井泉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党的作风-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井泉 编著 

  

 

［正题名］学习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第一责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主题词］党的建设/刘少奇/思想评议 

  

 

［正题名］党史教育历史概述 

［副题名］1921～1947 年 

［第一责任人］王仲清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党校/中国共产党-教育史/1921-1947 年 

［知识责任］王仲清 主编 



  

 

［正题名］共产党员应该明确的八个问题 

［第一责任人］《共产党员应该明确的八个问题》编写组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基本知识 

  

 

［正题名］宣传动态 

［副题名］选编 

［书目卷册］1979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附注内容］《宣传动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工作指导性刊物。书中选辑有关党员干

部阅读的材料。 

［主题词］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文集 

  

 

［正题名］宣传动态 

［副题名］选编 

［书目卷册］1980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文集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宣传史 

［第一责任人］林之达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丛编题名］宣传学小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党史 

［主题词］党史-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 

［知识责任］林之达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赵生晖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知识责任］赵生晖 著 

  

 



［正题名］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手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9 

 

［正题名］论以权谋私 

［第一责任人］刘汉青著 

［出版者］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刘汉青 著 

  

 

［正题名］党员德典 

［第一责任人］张竞争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教材 

［知识责任］张竞争 主编 

  

 

［正题名］红军老战士甘祖昌 

［第一责任人］江西甘祖昌事迹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6 

 

［正题名］党员必读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1 

［主题词］党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参考资料 

  

 

［正题名］整党大事记 

［副题名］1983.10～1985.11 

［第一责任人］尚今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主题词］整党/中国共产党/大事记 

［知识责任］尚今 编 

  

 

［正题名］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 

［书目卷册］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延安整风运动/资料 

  

 

［正题名］延安整风前后 

［第一责任人］张志清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等 

［出版日期］1994.1 

［丛编题名］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 毛岸青，邵 华主编 

［附注内容］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 

［主题词］延安整风运动/史料 

［知识责任］张志清 著 

  

 

［正题名］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 

［第一责任人］（美）具尼思·休梅克著 

［译者］郑志宁等译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1927-1945/史料 

［知识责任］休梅克 著 

［次知识责任］郑志宁 译 

  

 

［正题名］特殊而复杂的课题 

［副题名］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副题名］1919～1991 

［第一责任人］周文琪，褚良如编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国际解散后的中苏关系两部分。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1943-1991 

［知识责任］周文琪 编著 

［知识责任］褚良如 编著 

  

 

［正题名］王明反革命言论集 

［副题名］1927.6－1940.2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编印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1 

 

［正题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48.11 

 

［正题名］中国共青团史话 

［第一责任人］李玉琦主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知识责任］李玉琦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青团史 

［第一责任人］郭晓平主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知识责任］郭晓平 主编 

  

 

［正题名］热河团史 

［第一责任人］《热河团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2 

 

［正题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副题名］学习胡耀邦同志在党的 12 大的报告 

［第一责任人］苏绍智，冯兰瑞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知识责任］苏绍智 主编 

［知识责任］冯兰瑞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第一责任人］（美）成中英著 

［出版者］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知识责任］成中英 著 

  

 

［正题名］有形与无形 

［副题名］文化寻踪 

［第一责任人］顾晓鸣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文化理论 



［知识责任］顾晓鸣 著 

  

 

［正题名］比较文化分析 

［副题名］文化人类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美）奥特拜因著 

［译者］章智源，张敦安译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丛编题名］文化学与人类研究译丛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 

［知识责任］奥特拜因 著 

［次知识责任］章智源 译 

［次知识责任］张敦安 译 

  

 

［正题名］文化的历程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韩民青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 

［知识责任］韩民青 著 

  

 

［正题名］文化的历程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韩民青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 

［知识责任］韩民青 著 

  

 

［正题名］文化的历程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韩民青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 

［知识责任］韩民青 著 

  

 

［正题名］生殖崇拜文化论 



［第一责任人］赵国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崇拜/生殖/研究 

［知识责任］赵国华 著 

  

 

［正题名］文化全息论 

［第一责任人］严复友，严春宝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丛编题名］《宇宙全息统一论研究与应用》丛书 

［主题词］文化理论 

［知识责任］严复友 著 

［知识责任］严春宝 著 

  

 

［正题名］无文探隐 

［副题名］试破文化之谜 

［第一责任人］金克木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文化理论 

［知识责任］金克木 著 

  

 

［正题名］文化卮言 

［第一责任人］金克木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丛编题名］学苑英华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金克木 著 

  

 

［正题名］文化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英）威廉斯·雷蒙德著 

［译者］吴松江，张文定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雷蒙德 著 

［次知识责任］吴松江 译 

［次知识责任］张文定 译 

  



 

［正题名］出入“命门” 

［副题名］中国医学文化导论 

［第一责任人］陈乐平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中医学/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陈乐平 著 

  

 

［正题名］人类文明演进之谜 

［副题名］文化的精神分析 

［第一责任人］（英）白德库克, C.R.(Badcock, C.R.)著 

［译者］顾蓓晔，林在勇译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世界文化丛书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 

［知识责任］白德库克 著 

［知识责任］Badcock 著 

［次知识责任］林在勇 译 

［次知识责任］顾蓓晔 译 

  

 

［正题名］文化屏障 

［第一责任人］（英）丹尼尔·诺曼著 

［译者］王奋宇，冯钢等译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丛编题名］比较文化丛书 

［主题词］东西文化/研究 

［主题词］文化交流/研究 

［知识责任］丹尼尔 著 

［次知识责任］王奋宇 译 

［次知识责任］冯钢 译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论纲 

［第一责任人］邓中好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影响/传统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邓中好 著 

  



 

［正题名］汉文化论纲 

［副题名］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 

［第一责任人］陈玉龙等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玉龙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论 

［第一责任人］（苏）Е.А.瓦维林，（苏）В.П.福法诺夫著 

［译者］奚洁人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 

［知识责任］瓦维林 著 

［知识责任］福法诺夫 著 

［次知识责任］奚洁人 译 

  

 

［正题名］中国文化论纲 

［第一责任人］徐仪明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徐仪明 主编 

  

 

［正题名］文化与传播 

［第一责任人］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文化进化导论 

［第一责任人］吕斌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1 

［丛编题名］人文丛书 17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研究 

［知识责任］吕斌 著 

  



 

［正题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副题名］张申府先生、汤用彤先生、梁漱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汤一介等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5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书院文库 

［主题词］东西文化/文化交流/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知识责任］汤一介 著 

  

 

［正题名］文化价值论 

［副题名］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 

［第一责任人］司马云杰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丛编题名］文化价值哲学 1 

［主题词］文化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司马云杰 著 

  

 

［正题名］文化悖论 

［副题名］关于文化价值悖谬的认识论研究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文化价值哲学 2 

  

 

［正题名］当代文化哲学沉思 

［第一责任人］李鹏程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主题词］文化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李鹏程 著 

  

 

［正题名］中国人的人生曲线 

［第一责任人］张铭远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丛编题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铭远 著 



  

 

［正题名］传统学引论 

［副题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 

［第一责任人］张立文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丛编题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 张立文，周文柏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发展的眼光考察了若干传统文化现象，得出了传统在变异、整合中

发展的明确结论。书中还就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心气系统、知识系统、语言符号系统作了

深入的分析，并在中西传统比较中加以评价。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立文 著 

  

 

［正题名］文化与时空 

［副题名］中西文化差异比较的一次求解 

［第一责任人］赵军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丛编题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 

［主题词］东西文化/对比研究 

［知识责任］赵军 著 

  

 

［正题名］传统文化沉思录 

［第一责任人］梁超然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丛编题名］青年思索丛书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梁超然 著 

  

 

［正题名］琴棋书画 

［副题名］以水为脉的东方人格 

［第一责任人］宋学孟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艺术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宋学孟 著 

  

 

［正题名］传统与中国人 



［第一责任人］刘再复，林岗合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8.10 

［丛编题名］三联精选学术系列 1 

［知识责任］刘再复 著 

［知识责任］林岗 著 

  

 

［正题名］中西人论的冲突 

［副题名］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 

［第一责任人］杨适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杨适 著 

  

 

［正题名］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 

［第一责任人］胡潇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农村/文化/调查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潇 主编 

  

 

［正题名］中西文化比较导论 

［副题名］关于中国文化选择的再检讨 

［第一责任人］曹锡仁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丛编题名］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丛书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曹锡仁 著 

  

 

［正题名］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一责任人］中华孔子学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丛编题名］中华孔子学会丛书 

［主题词］传统文化/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 

  

 

［正题名］中西人论及其比较 



［第一责任人］杨适等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丛书 

［主题词］人学/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杨适 著 

  

 

［正题名］中国人的处世艺术 

［第一责任人］李军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丛编题名］中国人的奥秘丛书 孙荪主编 

［主题词］人生哲学/中国 

［知识责任］李军 著 

  

 

［正题名］文化与文学 

［副题名］世纪之交的凝望 

［副题名］两位博士候选人的对话 

［第一责任人］李扬，（美）白培德著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3.4 

［主题词］文化理论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扬 著 

［知识责任］白培德 著 

  

 

［正题名］先觉者的悲剧 

［副题名］洋务知识分子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长莉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丛编题名］青年学者丛书 

［主题词］洋务派/知识分子/研究 

［知识责任］李长莉 著 

  

 

［正题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副题名］1993 创刊号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3 



［知识责任］张岱年 主编 

  

 

［正题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书目卷册］第 2 期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3 

［知识责任］张岱年 主编 

  

 

［正题名］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袁行霈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世界的中国观 

［副题名］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 

［第一责任人］忻剑飞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丛编题名］青年学者丛书 

［主题词］汉学/研究 

［知识责任］忻剑飞 著 

  

 

［正题名］东西方文化评论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王岳川等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东西文化/对比研究/丛刊 

［知识责任］王岳川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与世界 

［第一责任人］耿龙明，何寅主编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耿龙明 主编 

［知识责任］何寅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的性格 

［第一责任人］（英）伯特兰·罗素著 

［译者］王正平译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丛编题名］罗素人文译丛 罗素著 

［附注内容］本书据美国兰登书屋《罗素自选文集》1927 年纽约版译出 

［附注内容］附：罗素著作目录 

［主题词］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罗素 著 

［次知识责任］王正平 译 

  

 

［正题名］美国人与中国人 

［副题名］中美文化的融合与撞击 

［第一责任人］段连城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美国 

［知识责任］段连城 著 

  

 

［正题名］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赵雅博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2.6(民国 81.6) 

［知识责任］赵雅博 著 

  

 

［正题名］现代西方文化思潮鉴评 

［第一责任人］王勤田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文化思潮/思想评论/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王勤田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转型 

［第一责任人］杨春时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发展与改革丛书 熊映梧主编 

［主题词］文化转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杨春时 著 

  

 

［正题名］西学东渐 

［第一责任人］吴廷桢，徐世华主编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中华百年史丛书 吴廷桢，徐世华主编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吴廷桢 主编 

［知识责任］徐世华 主编 

  

 

［正题名］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5.9(民国 84.9)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原道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陈明主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陈明 主编 

  

 

［正题名］原道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陈明主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陈明 主编 

  

 

［正题名］音调未定的传统 

［第一责任人］朱维铮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丛编题名］书趣文丛 1 

［知识责任］朱维铮 著 

  

 

［正题名］中国文化地理概说 

［第一责任人］赵世瑜，周尚意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文化地理学/中国 

［知识责任］赵世瑜 著 

［知识责任］周尚意 著 

  

 

［正题名］未能归一的路 

［副题名］中西城市发展的比较 

［第一责任人］谭天星，陈关龙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丛编题名］城市文化丛书 蒋仲平主编 

［主题词］城市发展/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谭天星 著 

［知识责任］陈关龙 著 

  

 

［正题名］跨文化传通 

［第一责任人］（美）萨姆瓦(Samovar, L.A.)等著 

［译者］陈南，龚光明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8.5 

［丛编题名］“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新知文库 39 

［附注内容］本书从跨文化传通的必要性谈起，谈到文化的意义、各种传通形式美国文化模

式，其他文化模式、对多种文化的感知认识，语言信息和非言语信息， 后探讨如何提高传

通的效益；改进跨文化传通了技能。 

［知识责任］萨姆瓦 著 

［知识责任］Samovar 著 

［次知识责任］陈南 译 

［次知识责任］龚光明 译 

  

 

［正题名］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论民族文化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民族文化》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正题名］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顾士明等著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 王毅武主编 

［主题词］经济思想/李富春/研究 

［知识责任］顾士明 著 

  

 

［正题名］中国民间文化 

［书目卷册］第 1 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信仰/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国民间文化 

［书目卷册］第 2 集 

［丛书］民俗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国民间文化 

［书目卷册］第 3 集 

［丛书］上海民俗研究 

［第一责任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国民间文化 

［书目卷册］第 4 集 

［丛书］民间文艺研究 

［第一责任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国民间文化 

［书目卷册］1992 年第 1 期(总第 5 期) 

［丛书］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 

［第一责任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国民间文化 

［书目卷册］1992.3(总第 7 集) 

［丛书］人生礼俗研究 

［第一责任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国民间文化 

［书目卷册］1992 年 4 期(总第 8 集) 

［丛书］都市民俗学发凡 

［第一责任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国民间文化 

［书目卷册］总第 9 集 

［丛书］民间仪俗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国民间文化 

［书目卷册］总第 10 集 

［丛书］民间稻作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国民间文化 

［书目卷册］总第 11 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国民间文化 

［书目卷册］1993 年第 4 期(总第 12 集) 

［丛书］民间神秘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论庙会文化 

［第一责任人］高占祥主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庙会/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高占祥 主编 

  

 

［正题名］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 

［第一责任人］王俊义，黄爱平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丛编题名］炎黄文化研究丛书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编 

［主题词］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俊义 编 

［知识责任］黄爱平 编 

  

 

［正题名］西南研究论 

［第一责任人］徐新建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西南研究书系 张诗亚主编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西南地区 

［知识责任］徐新建 著 

  

 

［正题名］西南与中原 

［第一责任人］杨庭硕，罗康隆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西南研究书系 张诗亚主编 

［主题词］文化关系/西南地区、中原 

［知识责任］杨庭硕 著 

［知识责任］罗康隆 著 

  

 

［正题名］祭坛与讲坛 

［副题名］西南民族宗教教育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诗亚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西南研究书系 张诗亚主编 

［主题词］少数民族/宗教教育/对比研究/西南地区 

［知识责任］张诗亚 著 

  

 

［正题名］历史时期西南经济 发与生态变迁 

［第一责任人］蓝勇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西南研究书系 张诗亚主编 

［主题词］生态经济学/研究/西南地区 

［知识责任］蓝勇 著 

  

 

［正题名］神话与法制 

［副题名］西南民族法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师蒂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西南研究书系 张诗亚主编 

［主题词］少数民族/法学/宗教文化/研究/西南地区 

［知识责任］师蒂 著 

  

 



［正题名］“窄门”前的石门坎 

［副题名］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 

［第一责任人］张坦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西南研究书系 张诗亚主编 

［主题词］苗族/民族历史/关系/基督教/中国 

［知识责任］张坦 著 

  

 

［正题名］信息时代与民族复兴 

［第一责任人］梁枢，孙丽萍主编 

［出版者］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丛编题名］爱国主义丛书 张 城主编 

［主题词］技术革命/影响/社会/中国 

［知识责任］梁枢 主编 

［知识责任］孙丽萍 主编 

  

 

［正题名］中国梦文化 

［第一责任人］傅正谷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主题词］梦/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傅正谷 著 

  

 

［正题名］痞子文化 

［第一责任人］刘为民编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丛编题名］雅俗文化书系 江湖类 

［主题词］流氓/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刘为民 编著 

  

 

［正题名］买办文化 

［第一责任人］李燕编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丛编题名］雅俗文化书系 江湖类 

［主题词］买办资产阶级/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李燕 编著 



  

 

［正题名］青楼文化 

［第一责任人］孔庆东编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丛编题名］雅俗文化书系 江湖类 

［主题词］娼妓/文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孔庆东 编著 

  

 

［正题名］归来去兮 

［副题名］隐逸的文化透视 

［第一责任人］张立伟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5.9 

［丛编题名］中华文库 

［主题词］隐士/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立伟 著 

  

 

［正题名］知识与文化 

［副题名］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 

［第一责任人］张耀南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 汤一介主编 

［主题词］哲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耀南 编 

  

 

［正题名］走出东方 

［副题名］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 

［第一责任人］杨深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 汤一介主编 

［主题词］文化理论 

［知识责任］杨深 编 

  

 

［正题名］时代之波 

［副题名］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 

［第一责任人］温儒敏，丁晓萍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书院文库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温儒敏 编 

［知识责任］丁晓萍 编 

  

 

［正题名］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 

［副题名］孔子与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刘永佶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主题词］官制/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永佶 著 

  

 

［正题名］国故新知论 

［副题名］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 

［第一责任人］孙尚扬，郭兰芳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 汤一介主编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学衡派/文集 

［知识责任］孙尚扬 编 

［知识责任］郭兰芳 编 

  

 

［正题名］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刘乃和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乃和 主编 

  

 

［正题名］扶余诗社社启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48 

 

［正题名］两岸文化交流面面观 

［第一责任人］许常惠等著 



［出版者］海峡交流基金会 

［出版日期］1993.2 

［丛编题名］丛书系列 4 

［知识责任］许常惠 著 

  

 

［正题名］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一责任人］黄俊英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文化关系/1939～1945 

［知识责任］黄俊英 著 

  

 

［正题名］中欧文化交流史略 

［第一责任人］马肇椿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中国、欧洲 

［知识责任］马肇椿 著 

  

 

［正题名］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 

［第一责任人］樊洪业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耶稣会/传教士/影响/科学技术/中国 

［知识责任］樊洪业 著 

  

 

［正题名］中日文化比较 

［第一责任人］蔡振生主编 

［出版者］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日本 

［知识责任］蔡振生 主编 

  

 

［正题名］中国语与近代日本 

［第一责任人］（日）安藤彦太郎著 

［译者］卞立强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主题词］汉语/影响/日本 

［知识责任］安藤彦太郎 著 

［次知识责任］卞立强 译 

  

 

［正题名］中外文化交流博览 

［第一责任人］彭光玺编著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主题词］中外关系/文化交流/史料 

［知识责任］彭光玺 编著 

  

 

［正题名］中日文化与交流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室《中日文化与交流》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3 

［主题词］中外关系/文化交流/日本、中国 

  

 

［正题名］中日文化与交流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室《中日文化与交流》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主题词］中日关系/文化交流/丛刊 

  

 

［正题名］日本教习 

［第一责任人］汪向荣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8.10 

［知识责任］汪向荣 著 

  

 

［正题名］内核与外缘 

［副题名］中日文化论 

［第一责任人］盛邦和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知识责任］盛邦和 著 

  

 



［正题名］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谭汝谦著 

［出版者］香港日本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8.12 

［知识责任］谭汝谦 著 

  

 

［正题名］中外文化交流史话 

［第一责任人］沈立新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外国 

［知识责任］沈立新 主编 

  

 

［正题名］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 

［丛书］语文篇 

［副题名］悉昙学绪论 

［第一责任人］绕宗颐著 

［出版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0.4 

［知识责任］绕宗颐 著 

  

 

［正题名］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两岸文化交流年报 

［副题名］1995 

［第一责任人］李庆平主编 

［出版者］基金会 

［出版日期］1996.2 

［知识责任］李庆平 主编 

  

 

［正题名］上海文化年鉴 

［副题名］1987 

［第一责任人］《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主题词］文化事业/上海/1987/年鉴 

  

 

［正题名］上海文化年鉴 

［副题名］1989 

［第一责任人］《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文化事业/上海/1989 年/年鉴 

  

 

［正题名］上海文化年鉴 

［副题名］1990 

［第一责任人］《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正题名］上海文化年鉴 

［副题名］1991 

［第一责任人］《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文化事业/上海/１９９１/年鉴 

  

 

［正题名］上海文化年鉴 

［副题名］1992 

［第一责任人］《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文化事业/上海/1992/年鉴 

  

 

［正题名］上海文化年鉴 

［副题名］1994 

［第一责任人］《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文化事业/上海/1994/年鉴 

  

 

［正题名］上海文化年鉴 

［副题名］1995 

［第一责任人］《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文化事业/上海/1994/年鉴 

  

 

［正题名］上海文化年鉴 



［副题名］1996 

［第一责任人］《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文化事业/上海/1994/年鉴 

  

 

［正题名］闽文化概论 

［第一责任人］何绵山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文化史/概论/福建 

［知识责任］何绵山 著 

  

 

［正题名］香港文化纵览 

［第一责任人］柳苏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今日香港丛书 

［主题词］文化史/香港 

［知识责任］柳苏 著 

  

 

［正题名］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福庆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2.11 

［知识责任］黄福庆 著 

  

 

［正题名］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一责任人］殷海光著 

［出版者］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知识责任］殷海光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 

［出版者］成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丛编题名］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 

［主题词］抗日战争/文化事业/中国/史料 



  

 

［正题名］江山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宋荣汉主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知识责任］宋荣汉 主编 

  

 

［正题名］天津文化史料 

［书目卷册］第 1－3 辑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文化局文化史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天津市文化局文化史志编委会 

［出版日期］1990.2-1992.4 

 

［正题名］天津文化史料 

［书目卷册］第 4 辑 

［丛书］纪念泥人张创始人张明山诞生一百六十周年专辑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文化局文化史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天津杨柳青画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文化史/天津/史料 

  

 

［正题名］晋绥革命根据地文化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郭士星，孙寿山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知识责任］郭士星 主编 

［知识责任］孙寿山 主编 

  

 

［正题名］美国普利策奖金内幕 

［第一责任人］（美）贝道格拉斯·贝茨著 

［译者］贾宗谊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贝茨 著 

［次知识责任］贾宗谊 译 

  

 

［正题名］舆论学 



［第一责任人］（美）李普曼著 

［译者］林珊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库 邓朴方主编 

［主题词］舆论/概论 

［知识责任］李普曼 著 

［次知识责任］林珊 译 

  

 

［正题名］人的延伸 

［副题名］媒介通论 

［第一责任人］（加）麦克卢汉·马歇尔(Mcluhan, M.)著 

［译者］何道宽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传播学 

［知识责任］麦克卢汉 著 

［知识责任］Mcluhan 著 

［次知识责任］何道宽 译 

  

 

［正题名］信息经济学 

［第一责任人］（美）沃尔珀特著 

［译者］李秉平译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获取信息进而获得利益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主题词］信息经济学 

［知识责任］沃尔珀特 著 

［次知识责任］李秉平 译 

  

 

［正题名］文献计量学基础 

［第一责任人］丁学东编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主题词］文献计量学 

［知识责任］丁学东 编著 

  

 

［正题名］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A 集 

［第一责任人］辛希孟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知识责任］辛希孟 主编 

  

 

［正题名］国际大众传播媒介简介 

［第一责任人］陈大斌，王玉成主编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新闻组织机构/简介/世界 

［知识责任］陈大斌 主编 

［知识责任］王玉成 主编 

  

 

［正题名］韬奋新闻工作文集 

［第一责任人］穆欣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穆欣 编 

  

 

［正题名］新闻工作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王文彬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知识责任］王文彬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 

［第一责任人］童兵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集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史 

［知识责任］童兵 著 

  

 

［正题名］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吴廷俊著 

［出版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主题词］马列主义/新闻学/研究 

［知识责任］吴廷俊 著 



  

 

［正题名］新闻学辞典 

［第一责任人］甘惜分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主题词］新闻学/词典 

［知识责任］甘惜分 主编 

  

 

［正题名］新闻学纲要 

［第一责任人］徐宝璜著 

［出版者］现代书局 

［出版日期］1934 

［知识责任］徐宝璜 著 

  

 

［正题名］ 新实验新闻学 

［第一责任人］周孝庵著 

［出版者］上海时事新报馆 

［出版日期］1930 

［知识责任］周孝庵 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第一责任人］徐培汀，裘正义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主题词］新闻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徐培汀 著 

［知识责任］裘正义 著 

  

 

［正题名］美国名记者谈采访工作经验 

［第一责任人］（美）格拉米奇编 

［译者］魏国强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主题词］新闻采访/经验/美国 

［知识责任］格拉米奇 编 

［次知识责任］魏国强 译 

  

 

［正题名］中外假新闻大曝光 



［第一责任人］叶德本，解守阵编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假报道/评论/世界 

［知识责任］叶德本 编著 

［知识责任］解守阵 编著 

  

 

［正题名］写作知识 

［第一责任人］安徽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组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广播稿讲 

［书目卷册］第 1 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采教研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论文写作杂谈 

［第一责任人］虞挺英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0 

［丛编题名］《群众》通讯 1 

［知识责任］虞挺英 著 

  

 

［正题名］怎样写文章 

［第一责任人］群众杂志社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 

［丛编题名］《群众》通讯 1 

  

 

［正题名］高尔基论报刊 

［第一责任人］（苏）高尔基(Горький, М.)著 

［译者］徐耀魁，王庚虎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高尔基关于新闻工作、特别是关于如何为报刊写文章方面的大量论

文、书信和讲演。全书分四部分：一、社会生活中的报刊；二论出版工作；三、对工农通讯

员的指导；四、论文学技巧。 

［主题词］报刊-新闻工作/文集 

［主题词］新闻工作-报刊/文集 



［知识责任］高尔基 著 

［知识责任］Горький 著 

［次知识责任］徐耀魁 译 

［次知识责任］王庚虎 译 

  

 

［正题名］新闻作品选 

［副题名］1982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办公室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 

 

［正题名］恽逸群时政评论选 

［第一责任人］恽逸群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中国记者丛书 

［知识责任］恽逸群 著 

  

 

［正题名］采写之道 

［第一责任人］吴海民著 

［出版者］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主题词］报告文学/创作/经验/中国 

［知识责任］吴海民 著 

  

 

［正题名］编辑与评论 

［第一责任人］郭步陶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3 

［知识责任］郭步陶 编 

  

 

［正题名］编辑工作原理与方法 

［第一责任人］（苏）米尔钦著 

［译者］李文惠译 

［出版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主题词］编辑工作 

［知识责任］米尔钦 著 

［次知识责任］李文惠 译 

  



 

［正题名］八十五次喜与忧 

［副题名］一个编辑的思考 

［第一责任人］（苏）伏尤科娃著 

［译者］屈洪等译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编辑工作/经验/苏联 

［知识责任］伏尤科娃 著 

［知识责任］屈洪 译 

  

 

［正题名］寻觅与审视 

［第一责任人］戴文葆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戴文葆 著 

  

 

［正题名］中国邮发报刊大全 

［副题名］1985 年版 

［第一责任人］胡德荣，胡德仁编 

［译者］《中国报刊》报邮电部报刊发行局审校 

［出版者］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知识责任］胡德荣 编 

［知识责任］胡德仁 编 

  

 

［正题名］报纸校对技巧 

［第一责任人］耿志补编著 

［出版者］中国新闻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耿志补 编著 

  

 

［正题名］海外华文报业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力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知识责任］杨力 著 

  

 



［正题名］世界报刊通讯社电台译名册 

［第一责任人］辛华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知识责任］辛华 编 

  

 

［正题名］外国著名报纸概略 

［第一责任人］王泰玄编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 

［主题词］报纸/外国 

［知识责任］王泰玄 编著 

  

 

［正题名］世界新闻史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陶涵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知识责任］陶涵 主编 

  

 

［正题名］世界报坛总览 

［第一责任人］姜克安编著 

［出版者］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丛编题名］青年人看世界丛书 12 

［主题词］报纸/世界/简介 

［知识责任］姜克安 编著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副题名］丛刊 

［副题名］1981 年 

［书目卷册］第 1 辑(总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附注内容］本刊内容以新闻史料和新闻史料研究为主。本辑收十六篇文章，其中有：张友

渔的《我与世界日报》；周钦岳的《回忆从大革命到抗战时期的新蜀报》；陶菊隐的《我所了

解的新闻报》；张龙鸾的《老大哥张恨水》；赵纯继的《抗日战争前的新民报》等。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副题名］丛刊 

［副题名］1981 年 

［书目卷册］第 3 辑(总第 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1 

［主题词］新闻学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副题名］丛刊 

［副题名］1981 年 

［书目卷册］第 5 辑(总第 1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丛刊 

［书目卷册］总第 1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出版者］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丛刊 

［书目卷册］总第 1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出版者］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丛刊 

［书目卷册］总第 1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8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丛刊 

［书目卷册］总第 1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丛刊 

［书目卷册］总第 1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 1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二十二篇文章，其中有《怀念与敬意－回忆市委领导对<北京日报>

的关怀》、《我列席了一次党中央书记处会议》、《艾思奇与<民众日报>副刊》、《王闻识烈士

小传》、《谭嗣同的办报活动和新闻观》等。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研究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第 1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研究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 2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 

［附注内容］本辑有孔晓宁、李东东等人的新闻通讯的研究文章和党报战地通讯研究文章；

于刚、金滇夫等的回忆录；新民主报和长征时期的前进报等报刊史料等。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3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新闻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新闻工作/资料/中国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38、39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6-9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4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新闻工作/资料/中国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4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主题词］新闻工作/资料/中国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43、4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新闻工作/资料/中国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4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46－4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5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5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史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5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91 年第 1 期(总第 5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91 年第 2 期(总第 5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5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56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92 年第 2 期(总第 57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1992 年第 3 期(总第 5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新闻研究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 6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资料 

  

 

［正题名］抗战烽火录 

［副题名］《新华日报》通讯选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通讯/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中国新闻年鉴 

［副题名］1983 

［第一责任人］《中国新闻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0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1983/年鉴 

  

 

［正题名］中国新闻年鉴 

［副题名］1984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1984/年鉴 

  

 

［正题名］中国新闻年鉴 

［副题名］1985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新闻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新闻/中国/1985/年鉴 

  

 

［正题名］中国新闻年鉴 

［副题名］1986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新闻/中国/1986/年鉴 

  

 

［正题名］中国新闻年鉴 

［副题名］1987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年鉴 

  

 

［正题名］中国新闻年鉴 

［副题名］1989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年鉴 

  

 

［正题名］中国新闻年鉴 

［副题名］1990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1990/年鉴 

  

 

［正题名］中国新闻年鉴 

［副题名］1991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1992/年鉴 

  

 

［正题名］中国新闻机构及记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邵华泽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主题词］新闻组织机构/中国/名录 

［主题词］记者/人名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邵华泽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 

  

 

［正题名］新华社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云莱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知识责任］刘云莱 著 

  



 

［正题名］新华社回忆录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正题名］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第一责任人］李庄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 

［主题词］新闻工作/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庄 著 

  

 

［正题名］从风雨中走来 

［第一责任人］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丛编题名］文汇报回忆录 1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文汇报/史料 

  

 

［正题名］申报的兴衰 

［第一责任人］宋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主题词］申报/1872～1949/史料 

［知识责任］宋军 著 

  

 

［正题名］北京妇女报刊考 

［副题名］1905－1949 

［第一责任人］姜纬堂，刘宁元主编 

［译者］熊玉梅审定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北京/1905～1949 

［知识责任］姜纬堂 主编 

［知识责任］刘宁元 主编 

［次知识责任］熊玉梅 审定 

  



 

［正题名］冀东书报刊史料 

［第一责任人］马建国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河北出版史志文献丛书 

［主题词］出版工作/河北/史料 

［知识责任］马建国 编 

  

 

［正题名］上海新闻史 

［副题名］1850－1949 

［第一责任人］马光仁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上海/1850～1949 

［知识责任］马光仁 主编 

  

 

［正题名］台湾新闻事业概观 

［第一责任人］方积根等编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主题词］新闻工作/概况/台湾 

［知识责任］方积根 编著 

  

 

［正题名］黑血·金鼓 

［副题名］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 

［副题名］1866－1911 

［第一责任人］刘望龄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湖北/1866～1919 

［知识责任］刘望龄 编 

  

 

［正题名］广州报业 

［副题名］1827-1990 

［第一责任人］梁群球主编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附注内容］收集了 1827(清末)至 1990 年广州报业发展历史的新闻史料和档案资料。 

［主题词］报纸/广州/1827～1990/史料 



［知识责任］梁群球 主编 

  

 

［正题名］白首记者话华商 

［副题名］香港《华商报》创刊四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副题名］1941－1986 

［第一责任人］南方日报社，广东《华商报》史学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主题词］报刊/文化史/文集/香港 

  

 

［正题名］香港报业春秋 

［第一责任人］钟紫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丛编题名］广东文史丛书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香港/1841-1990 

［知识责任］钟紫 主编 

  

 

［正题名］自贡市报业志 

［第一责任人］邹武成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丛编题名］自贡市地方志丛书 29 

［主题词］报纸/自贡/1924-1990/史料 

  

 

［正题名］胡政之与大公报 

［第一责任人］陈纪滢著 

［出版者］掌故月刊社 

［出版日期］1974 

［知识责任］陈纪滢 著 

  

 

［正题名］新华日报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四川人民出版社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2 

［主题词］新华日报/历史 

  

 

［正题名］新华日报的回忆 



［副题名］续集 

［第一责任人］石西民，范剑涯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2 

［知识责任］石西民 编 

［知识责任］范剑涯 编 

  

 

［正题名］报海旧闻 

［第一责任人］徐铸成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附注内容］这是一部新闻工作者的回忆录。作者曾长期主持《大公报》、《文汇报》的出版。

他在新闻界三十多年，作为老记者、老报人曾目击北洋军 的覆灭和蒋介石政权的崩溃。作

者以自己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记述了当时许多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深

刻地揭露了旧中国的腐朽政情和种种黑幕。书中还有大量的轶闻、掌故。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徐铸成 著 

  

 

［正题名］梁启超与近代报业 

［第一责任人］赖光临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1 

［知识责任］赖光临 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传播史 

［第一责任人］赖光临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8.10 

［知识责任］赖光临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报刊史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及重大历史事件，如维新运动、戊戌变法、保皇

立宪、辛亥革命等，阐述了报纸所起的舆论作用。其中对影响较大的报刊，如京报、强学报、

时务报、苏报、民报、大公报及其主编的政治立场、报纸政治倾向，均有极为详尽的论述。 

［知识责任］方汉奇 著 

  

 



［正题名］报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如陵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76.9 

［知识责任］孙如陵 著 

  

 

［正题名］中国报学导论 

［第一责任人］林友兰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74.6 

［知识责任］林友兰 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史 

［第一责任人］李瞻主编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79.9 

［知识责任］李瞻 主编 

  

 

［正题名］七十年中国报业史 

［第一责任人］赖光临著 

［出版者］中央日报社 

［出版日期］1981.3 

［知识责任］赖光临 著 

  

 

［正题名］新闻史 

［第一责任人］赖光临著 

［出版者］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4.3 

［知识责任］赖光临 著 

  

 

［正题名］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良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9.1 

［知识责任］黄良吉 著 

  

 

［正题名］挺进报纪事 

［第一责任人］林彦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历史事实，记述《挺进报》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什么工作条件下编印

的。歌颂了党和在党领导下前赴后继为把党的声音传播给群众而忘我工作、埋头苦干的革命

青年的高大形象；也无情地鞭挞了混进革命营垒，在困难时刻甚至出卖革命的可耻叛徒。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林彦 编著 

  

 

［正题名］武汉新闻史料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长汇日报新闻史志编辑室编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3 

［知识责任］长汇日报新闻史志编辑室 编辑 

  

 

［正题名］中国古代报纸探源 

［第一责任人］黄卓明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主题词］报刊/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黄卓明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的大公报 

［第一责任人］陈纪莹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1.12 

［知识责任］陈纪莹 著 

  

 

［正题名］新闻史上的新时代 

［第一责任人］胡道静著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1946.11 

［知识责任］胡道静 著 

  

 

［正题名］七十年来中华民国新闻通讯事业 

［第一责任人］中央通讯社编印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12 

 



［正题名］世界日报兴衰史 

［第一责任人］张友鸾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丛编题名］新闻丛书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世界 

［知识责任］张友鸾 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事业史稿 

［第一责任人］李龙牧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我国新闻事业创立、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同时也介绍了我国各个历

史时期的主要报刊和新闻界的著名人物的事迹，提供了新闻事业史的基本知识。 

［主题词］新闻工作/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龙牧 著 

  

 

［正题名］编辑记者一百人 

［第一责任人］王知伊，伍嘉尧，张友济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3 

［主题词］编辑/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知伊 编辑 

［知识责任］任嘉尧 编辑 

［知识责任］张友济 编辑 

  

 

［正题名］战斗的新闻记者 

［第一责任人］顾执中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9 

［主题词］记者/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顾执中 著 

  

 

［正题名］战时中国报业 

［第一责任人］程其恒编著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76.12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料丛编 秦孝仪主编 

［知识责任］程其恒 编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 

［第一责任人］黄河，张之华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 

［主题词］新闻事业/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史 

［主题词］报刊/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黄河 编 

［知识责任］张之华 编 

  

 

［正题名］中国报学史 

［第一责任人］戈公振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55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近代 

［知识责任］戈公振 著 

  

 

［正题名］我所走过的道路 

［第一责任人］冯英子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8 

［知识责任］冯英子 著 

  

 

［正题名］晋察冀日报大事记 

［副题名］1937 年 7 月－1948 年 6 月 

［第一责任人］晋察冀日报大事记编写组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报纸/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史/1937～1948 

  

 

［正题名］白头记者话当年 

［第一责任人］夏衍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丛编题名］新闻丛书 

［主题词］新闻/作品/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夏衍 著 

  

 

［正题名］中央社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通讯社编 

［出版者］中央通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正题名］文汇报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主题词］报刊/大事记 

  

 

［正题名］文汇报史略 

［副题名］（1938.1－1939.5 1945.8－1947.5） 

［第一责任人］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史料 

  

 

［正题名］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 

［第一责任人］杨光辉等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 

［主题词］报刊/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杨光辉 编 

  

 

［正题名］中国新闻史 

［第一责任人］李炳炎著 

［出版者］台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5.4 

［知识责任］李炳炎 著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新闻界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正题名］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 

［第一责任人］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救报”老同志回忆录；夏衍、胡愈之、田汉等当年对“救报”

的评价、纪念的文章以及当代新闻工作者研究、评价“救报”的论文和采访记等。 

  

 

［正题名］刘邓大军征战记新闻编 

［第一责任人］陈斐琴等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新闻/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第二野战军/史料 

［知识责任］陈斐琴 主编 

  

 

［正题名］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 

［副题名］国民党当局控制新华日报的档案材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重庆市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主题词］《新华日报》/史料 

  

 

［正题名］中外新闻七日录 

［第一责任人］湛约翰主编 

［出版者］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69.12 

［丛编题名］清末民初报刊丛编 5 

［知识责任］湛约翰 主编 

  

 

［正题名］中国报纸的副刊 

［第一责任人］王文彬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知识责任］王文彬 编 

  

 

［正题名］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 

［第一责任人］徐载平，徐瑞芳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知识责任］徐载平 著 

［知识责任］徐瑞芳 著 

  

 



［正题名］《新民报》春秋 

［第一责任人］陈铭德，邓季惺等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丛编题名］新闻丛书 10 

［主题词］报纸/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铭德 著 

［知识责任］邓季惺 著 

  

 

［正题名］人民日报回忆录 

［副题名］1948－1988 

［第一责任人］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新闻工作/中国/史料 

  

 

［正题名］扫荡二十年 

［副题名］扫荡报的历史纪录 

［第一责任人］中华文化基金会编辑 

［出版者］中华文化基金会 

［出版日期］1978.9 

 

［正题名］中国新闻事业研究论集 

［第一责任人］朱传誉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8.3 

［知识责任］朱传誉 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史 

［丛书］古近代部分 

［第一责任人］十四所高等院校《中国新闻史》组编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正题名］中国的报刊 

［第一责任人］王凤超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丛编题名］祖国丛书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王凤超 编著 



  

 

［正题名］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 

［第一责任人］方积根，胡文英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主题词］中文/报刊/概况/世界 

［知识责任］方积根 著 

［知识责任］胡文英 著 

  

 

［正题名］新华日报史 

［副题名］1938－1947 

［第一责任人］韩辛茹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知识责任］韩辛茹 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吴廷俊著 

［出版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吴廷俊 著 

  

 

［正题名］报人生活杂忆 

［副题名］石西民新闻文集 

［第一责任人］石西民著 

［译者］姚北桦，王淮冰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石西民 著 

［次知识责任］姚北桦 编 

［次知识责任］王淮冰 编 

  

 

［正题名］大公报人忆旧 

［第一责任人］周雨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大公报/史料 



［知识责任］周雨 编 

  

 

［正题名］旧上海报刊史话 

［第一责任人］曹正文，张国瀛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上海/史料 

［知识责任］曹正文 著 

［知识责任］张国瀛 著 

  

 

［正题名］华商报史话 

［第一责任人］南方日报，广东《华商报》史学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正题名］中共地下党时期报刊调查研究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张起厚著 

［出版者］永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丛编题名］《中共研究》丛书 1 

［知识责任］张起厚 著 

  

 

［正题名］旧大公报坐科记 

［第一责任人］孔昭恺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孔昭恺 著 

  

 

［正题名］中国报刊辞典 

［副题名］1815－1949 

［第一责任人］王桧林，朱汉国主编 

［出版者］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主题词］报刊/中国/1815-1949/词典 

［知识责任］王桧林 主编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正题名］温州报刊史存 



［第一责任人］林白，周益林等编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是温州地区近百年报刊史料的编集。 

［主题词］报刊/温州/史料 

［知识责任］林白 编著 

  

 

［正题名］上海近代报刊史论 

［第一责任人］秦绍德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博士丛书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秦绍德 著 

  

 

［正题名］大公报史 

［副题名］1902－1949 

［第一责任人］周雨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主题词］大公报-新闻事业史/1902-1949 

［知识责任］周雨 著 

  

 

［正题名］中国集报大全 

［第一责任人］艾双新，刘浦泉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主题词］报纸/收藏/基本知识 

［知识责任］艾双新 主编 

［知识责任］刘浦泉 主编 

  

 

［正题名］报史与报人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方汉奇 著 

  

 

［正题名］晋绥日报简史 



［第一责任人］《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晋绥抗日根据地 

  

 

［正题名］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丛书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闻通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刘家林编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家林 编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通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刘家林编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家林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胡文春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主题词］新闻学/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胡文春 著 

  

 

［正题名］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 

［第一责任人］汤志钧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馆 

［出版日期］1993.12 

［知识责任］汤志钧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李永璞，林治理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介绍与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李永璞 编 

［知识责任］林治理 编 

  

 

［正题名］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 

［第一责任人］穆欣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党报/中国共产党/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穆欣 著 

  

 

［正题名］淮南抗日根据地党的喉舌 

［副题名］原《淮南日报》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淮南日报》史料集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丛编题名］安徽省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报纸/淮南抗日根据地/史料 

  

 

［正题名］新华之光 

［副题名］《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术研讨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重庆、成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主题词］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史料 

  

 

［正题名］拂晓报史话 

［第一责任人］杨居人执笔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报纸/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居人 执笔 

  

 

［正题名］国际新闻社回忆 

［第一责任人］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史/中国 

  

 

［正题名］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 

［第一责任人］严帆著 

［出版者］江西高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史 

［知识责任］严帆 著 

  

 

［正题名］《大公报》与现代中国 

［副题名］1926-1949 年大事记实录 

［第一责任人］方蒙主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本书摘抄《大公报》,按年月日编排。 

［知识责任］方蒙 主编 

  

 

［正题名］晋察冀日报史 

［第一责任人］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 

［第一责任人］张涛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涛 著 

  

 

［正题名］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副题名］1957－1967 

［第一责任人］穆欣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知识责任］穆欣 著 

  

 

［正题名］日本报业简史 

［第一责任人］宁新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4 

［附注内容］本书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日本报业的发展史，从日本报纸的萌芽时期 始，依时

间顺序介绍了日本近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 、日本现代报纸的形成和发展、军国主义专制时

期的报纸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报业情况，及各个时期报业的特点。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日本 

［知识责任］宁新 编著 

  

 

［正题名］日本新闻事业史 

［第一责任人］（日）内川芳美等编 

［译者］张国良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史/日本 

［知识责任］内川芳美 编 

［次知识责任］张国良 译 

  

 

［正题名］路透其人和路透社 

［第一责任人］（日）仓田保雄著 

［译者］回瑞岩，任长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书以丰富的资料描绘了路透社创建迄今的 130 年的经验及其创业者路透的一

生。 

［知识责任］仓田保雄 著 

［次知识责任］回瑞岩 译 

［次知识责任］任长安 译 

  

 

［正题名］美国新闻史 

［副题名］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 

［第一责任人］（美）埃默里等著 

［译者］苏金琥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美国 

［知识责任］埃默里 著 

［次知识责任］苏金琥 译 

  

 

［正题名］广播电视宣传概论 

［第一责任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采教研室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 

［出版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附注内容］这本回忆录内容包括：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关怀广播事业的事迹；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及其他解放区新华广播电台艰苦创业、发

展壮大的历史；在解放战斗中接管敌台、建立人民广播电台的情况；各新华广播电台服务的

情况；这些电台在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在港澳、东南亚一带的影响和作用。 

［主题词］广播事业/新闻事业史/中国 

  

 

［正题名］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 

［副题名］续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广播/新闻工作/中国/回忆录 

  

 

［正题名］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 

［书目卷册］第 3 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广播工作/中国/史料 

  

 

［正题名］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 

［副题名］1940－1949 

［第一责任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等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5.8 



 

［正题名］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 

［副题名］上海档案史料丛编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等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 

［第一责任人］《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主题词］广播事业/中国 

  

 

［正题名］第四战线 

［副题名］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 

［第一责任人］汪学起，翰生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知识责任］汪学起 编著 

［知识责任］是翰生 编著 

  

 

［正题名］献给祖国的声音 

［第一责任人］齐越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主题词］广播工作/经验/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齐越 著 

  

 

［正题名］哈尔滨电台史话 

［副题名］寻踪拾迹 

［第一责任人］尔泰，丛林编 

［出版者］哈尔滨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出版日期］1986.1 

［丛编题名］哈尔滨地方志史料丛书 2 

［知识责任］尔泰 编 

［知识责任］丛林 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广播简史 

［副题名］1923-1949 



［第一责任人］赵玉明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主题词］广播工作/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赵玉明 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广播简史 

［副题名］1923-1949 

［第一责任人］赵玉明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广播电视新闻系列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在 1989 年初版基础上作了一些改动 

［主题词］广播工作/新闻事业史/中国/1923～1949/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赵玉明 编 

  

 

［正题名］华东人民之声 

［副题名］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华东人民广播电台史实 

［第一责任人］周新武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2 

［知识责任］周新武 主编 

  

 

［正题名］编辑出版词典 

［第一责任人］陈友政主编 

［出版者］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主题词］编辑工作/词典 

［知识责任］陈友政 主编 

  

 

［正题名］简明编辑出版词典 

［第一责任人］王业康主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丛编题名］编辑与出版丛书 

［主题词］出版工作/词典 

［知识责任］王业康 主编 

  

 

［正题名］简明出版百科词典 



［第一责任人］（日）布川，角左卫门主编 

［译者］《出版事典》编辑委员会编纂 

［译者］申非，祖秉和等译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出版工作/词典 

［知识责任］布川 主编 

［知识责任］角左卫门 主编 

［次知识责任］申非 译 

［次知识责任］祖秉和 译 

  

 

［正题名］出版词典 

［第一责任人］边春光主编 

［译者］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词典》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出版工作/词典 

［知识责任］边春光 主编 

  

 

［正题名］出版名词术语手册 

［第一责任人］谈炎镛，吴文奎编著 

［出版者］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知识责任］谈炎镛 编著 

［知识责任］吴文奎 编著 

  

 

［正题名］国际出版与版权知识 

［第一责任人］（英）大卫·福斯特，（英）莱内特·欧文著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福斯特 著 

［知识责任］欧文 著 

  

 

［正题名］编辑工作手册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翻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2 

 

［正题名］编辑散论 



［第一责任人］华然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丛编题名］编辑丛书 

［主题词］编辑工作/研究 

［知识责任］华然 著 

  

 

［正题名］编辑生活絮笔 

［第一责任人］滕明道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编辑丛书 

［主题词］编辑工作/经验/中国 

［知识责任］滕明道 著 

  

 

［正题名］煮字生涯 

［第一责任人］柯灵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编辑丛书 

［主题词］报刊/编辑工作/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柯灵 著 

  

 

［正题名］回顾与展望 

［第一责任人］赵家璧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编辑丛书 

［知识责任］赵家璧 著 

  

 

［正题名］编辑工作二十讲 

［第一责任人］曾彦修，张惠卿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编辑工作/基础理论 

［知识责任］曾彦修 著 

［知识责任］张惠卿 著 

  

 

［正题名］书刊编辑工作入门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编辑工作研究会主编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主题词］编辑工作/基本知识 

  

 

［正题名］书籍编辑学简论 

［第一责任人］张玟，林克勤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丛编题名］出版知识丛书 

［主题词］图书/编辑工作 

［知识责任］张玟 著 

［知识责任］林克勤 著 

  

 

［正题名］文字编辑纵横谈 

［第一责任人］吕叔湘等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主题词］文字/编辑工作 

［知识责任］吕叔湘 著 

  

 

［正题名］杂志编辑学 

［第一责任人］徐柏容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丛编题名］出版知识丛书 

［主题词］期刊/编辑/概论 

［知识责任］徐柏容 著 

  

 

［正题名］图书报纸期刊编印发业务辞典 

［第一责任人］杨岗，栾建民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2 

［知识责任］杨岗 主编 

［知识责任］栾建民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 

［第一责任人］孙树松，林人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主题词］编辑/词典 

［知识责任］孙树松 主编 

［知识责任］林人 主编 

  

 

［正题名］编辑手册 

［第一责任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主题词］编辑工作/手册 

  

 

［正题名］著译者必读 

［第一责任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编 

［出版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编辑工作/基本知识 

  

 

［正题名］著编译审校指南 

［第一责任人］江建名编著 

［出版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主题词］编辑工作/知识 

［知识责任］江建名 编著 

  

 

［正题名］1991－1995 国家重点图书选题概览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署图书司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主题词］新书目录/中国/1991～1995 

  

 

［正题名］图书 售概论 

［第一责任人］（英）托马斯·乔伊著 

［译者］李孝枢译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丛编题名］出版知识译丛 

［主题词］图书/ 售/概论 

［知识责任］乔伊 著 

［次知识责任］李孝枢 译 



  

 

［正题名］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 

［第一责任人］王余光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 

［丛编题名］珞珈青年丛书 文丛 

［主题词］书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余光 主编 

  

 

［正题名］中外名书奇书趣书禁书博览 

［第一责任人］舒诚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主题词］图书目录/世界 

［知识责任］舒诚 主编 

  

 

［正题名］中国书名趣谈 

［第一责任人］李煜昆编著 

［出版者］西南交通大学 

［出版日期］1992.10 

［知识责任］李煜昆 编著 

  

 

［正题名］古籍书名辞典 

［第一责任人］王杏根等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主题词］古籍/书名/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王杏根 主编 

  

 

［正题名］“内幕”大曝光 

［第一责任人］徐焰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1 

［主题词］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焰 著 

  

 

［正题名］外国报刊出版机构名录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编辑 



［出版者］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 

［出版日期］1982 

［知识责任］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 编辑 

  

 

［正题名］外国出版史 

［第一责任人］陈生铮译 

［出版者］中国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丛编题名］出版知识译丛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外国 

［知识责任］陈生铮 译 

  

 

［正题名］中国出版者机构和报刊名录 

［副题名］1985 

［第一责任人］高国淦主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出版者机构/中国/名录 

［知识责任］高国淦 主编 

  

 

［正题名］中国 ISBN 出版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杨峰等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5 

［主题词］出版社/名录/中国 

［知识责任］杨峰 编 

  

 

［正题名］全国万家出版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王士奇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主题词］出版者机构/中国/名录 

［知识责任］王士奇 编 

  

 

［正题名］ 新中国出版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中国 ISBN 中心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主题词］出版社/中国/名录 



  

 

［正题名］全国千家出版者单位名录 

［第一责任人］王久安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主题词］出版者机构/中国/名录 

［知识责任］王久安 编 

  

 

［正题名］中国出版者名录 

［并列题名］Publisher's China ISBN directory 

［第一责任人］人民中国出版社编 

［出版者］人民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主题词］出版社/中国/名录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 

［第一责任人］《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主题词］出版工作/概况/中国/现代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80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12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80/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81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12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81/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82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12 

［附注内容］本年鉴包括：专论、特辑、纪事、概况、图书评介、全国新书简目、全国报刊

简目、名录、广告、索引等 10 个部分。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82/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简编本 

［副题名］1983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12 

［附注内容］本年鉴内容包括特辑、优秀作品评奖、纪事、概况、出版文件选编、图书评介

等 7 个部分。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83/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84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12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84/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85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86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出版/中国/1986/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87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87 年/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89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89/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93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年鉴社编辑 

［出版者］中国出版年鉴社 

［出版日期］1994.6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94/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94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年鉴社编辑 

［出版者］中国出版年鉴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94/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95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年鉴社编辑 

［出版者］中国出版年鉴社 

［出版日期］1995.11 

［丛编题名］中国年鉴丛书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95/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 

［副题名］1996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年鉴社编 

［出版者］中国出版年鉴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96/年鉴 

  

 

［正题名］中国出版年鉴总目录 

［副题名］1980－1994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年鉴社编辑 

［出版者］中国出版年鉴社 

［出版日期］1994.12 

 

［正题名］1983 年出版研究年会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文集选收 1983 年出版研究年会的论文 50 篇。这些文章，研究和探讨了出版

者工作的规律，交流和总结了出版者工作经验，提出了出版者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等。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文集 

  

 

［正题名］北京市新华书店四十历程 

［副题名］（1949－1989） 

［第一责任人］《四十历程》编辑组编 

［出版者］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2 

 

［正题名］书店工作史料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新华书店总店编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书店/中国/史料 

  

 

［正题名］战争年代的山东新华书店 

［第一责任人］王益等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知识责任］王益 著 

  

 

［正题名］中原—中南新华书店史 

［副题名］1948－1954 

［第一责任人］《中原—中南新华书店史》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正题名］北京出版史志 

［第一责任人］《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4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北京 

  

 

［正题名］北京出版史志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 

［主题词］出版工作/北京/史料 

  

 

［正题名］北京出版史志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出版工作/北京/史料 

  

 

［正题名］北京出版史志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主题词］出版工作/北京/史料 

  

 

［正题名］北京出版史志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1 

［主题词］出版工作/北京/史料 

  

 

［正题名］天津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出版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等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主题词］出版工作/天津/史料 

  

 

［正题名］天津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等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出版工作/天津/史料 

  

 

［正题名］山东出版志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出版志》编纂组编纂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事业史/山东/史料 

  

 

［正题名］浙江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浙江出版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浙江出版史编委会] 

［出版日期］1990.5 

 

［正题名］中华民国出版年鉴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公司（台湾）编 

［出版者］[中国出版公司（台湾）] 

［出版日期］1980.5 

 

［正题名］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出版年鉴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公司编辑 

［出版者］中国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6.7 

 

［正题名］湖南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主题词］出版工作/湖南/史料 

  



 

［正题名］书报话旧 

［第一责任人］郑逸梅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3 

［附注内容］本书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近代上海出版界和新闻界的情况，如“商务”

和“中华”成立的经过，晚清几本著名小说的写作，以及清末民初上海许多报纸的概况，等

等。 

［主题词］报刊/新闻工作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郑逸梅 著 

  

 

［正题名］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编辑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附注内容］本刊为史料性刊物，专事搜集、刊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内的出版史料，

其中尤以五四运动至一九四九年这三十年间的史料为主，适当兼及古代和当代的重要资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史料 

  

 

［正题名］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第 2 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编辑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史料 

  

 

［正题名］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第 4 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编辑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史料 

  

 

［正题名］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出版工作/史料/中国 



  

 

［正题名］编辑忆旧 

［第一责任人］赵家璧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4.8 

［附注内容］本书收出版家、名编辑赵家璧所写回忆编辑生涯的文章 28 篇。 

［知识责任］赵家璧 著 

  

 

［正题名］文坛故旧录 

［副题名］编辑忆旧续集 

［第一责任人］赵家璧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编辑工作/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赵家璧 著 

  

 

［正题名］我与 明 

［第一责任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1926～1985/纪念文集 

  

 

［正题名］中国出版史概要 

［第一责任人］张召奎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丛编题名］编辑丛书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召奎 著 

  

 

［正题名］大清报律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于衡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5.5 

［知识责任］于衡 著 

  

 

［正题名］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副题名］我和商务印书馆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7.1 

［主题词］出版社/文集/中国 

  

 

［正题名］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 

［副题名］1897－1992 

［副题名］我和商务印书馆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1 

 

［正题名］回忆中华书局 

［书目卷册］上编 

［副题名］1912－1987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7.2 

 

［正题名］回忆中华书局 

［书目卷册］下编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7.2 

 

［正题名］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手迹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法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名人/书信集/中国/现代/手稿 

  

 

［正题名］东北解放区出版者工作的回顾 

［第一责任人］周保昌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解放区/出版工作/东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周保昌 著 

  

 

［正题名］明代书坊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昭珍撰 



［出版者］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 

［出版日期］1984.7 

［知识责任］陈昭珍 撰 

  

 

［正题名］中国出版史 

［第一责任人］宋原放，李白坚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宋原放 著 

［知识责任］李白坚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 

［第一责任人］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正题名］中国出版简史 

［第一责任人］吉少甫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吉少甫 主编 

  

 

［正题名］书海知音 

［第一责任人］巴金等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纪念上海文艺出版社建社 40 周年文集 

［主题词］上海文艺出版社/1952～1992/史料 

［知识责任］巴金 著 

  

 

［正题名］中国图书发行简史与发行刍议 

［第一责任人］吴柏龄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图书/出版者/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吴柏龄 著 

  

 



［正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现代/文集 

  

 

［正题名］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 

［第一责任人］张彦平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大事记/延安中央印刷厂 

［知识责任］张彦平 编 

  

 

［正题名］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 

［第一责任人］朱联保编撰 

［译者］曹予庭校订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主题词］出版工作/上海/1900～1945/史料 

［知识责任］朱联保 编撰 

［次知识责任］曹予庭 校订 

  

 

［正题名］出版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叶再生主编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1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叶再生 主编 

  

 

［正题名］出版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叶再生主编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叶再生 主编 

  

 



［正题名］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 

［第一责任人］《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编辑委员会编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4.5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1 

［副题名］1949 年 

［第一责任人］袁亮主编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出版工作/中国/1949/史料 

［知识责任］袁亮 主编 

  

 

［正题名］生活书店史稿 

［第一责任人］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5.10 

 

［正题名］中国出版史话 

［第一责任人］方厚枢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方厚枢 著 

  

 

［正题名］解放区展览会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主题词］解放区/展览会/中国/1937-1949 年/史料 

  

 

［正题名］吴兴县立民众教育馆二十一年度工作报告 

［副题名］1932.8－1933.7 

［第一责任人］吴兴县立民众教育馆编 

［出版者］[吴兴县立民众教育馆] 

［出版日期］1934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丛书］解放战争时期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史/史料 

  

 

［正题名］图书馆学情报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书目文献出版社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附注内容］本刊编译国外及台湾、香港等地近期发表的、可资借鉴参考的图书馆学、情报

学的论文资料。本辑收有《图书馆与情报时代》、《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书目著录标准化工

作的十年》等资料 17 篇。并刊有《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论文选目》。 

  

 

［正题名］图书馆学情报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情报科学及其问题》、《美国的图书馆网络》、《图书馆的参考服务工

作》、《藏书发展、藏书管理与藏书保护》、《关于在版编目的建议》等二十篇资料。 

  

 

［正题名］图书馆学情报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中文信息处理面面观》、《台湾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汉字信息处理》、

《从自动化角度考虑中国编目规则》等资料 15 篇。 

［主题词］图书馆学/参考资料 

  

 

［正题名］图书馆学情报学参考资料 

［书目卷册］第 7 辑 

［丛书］图书情报工作标准化专辑 

［第一责任人］书目文献出版社图书馆学编辑室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正题名］图书馆学目录学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书目文献出版社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3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五十年代我国图书馆界著名学者、专家以及图书馆工作者和高等学校

图书馆学系的教学人员的文章、讲义和实习报告等。此外，还收集了几篇国外资料。 

［主题词］图书馆学/文集 

［主题词］目录学/文集 

  

 

［正题名］文献交流引论 

［第一责任人］周文骏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主题词］文献/情报交流/理论 

［知识责任］周文骏 著 

  

 

［正题名］图书馆管理工作指南 

［第一责任人］刘迅等主编 

［出版者］东北工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丛编题名］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工具书系列 

［主题词］图书馆管理/手册 

［知识责任］刘迅 主编 

  

 

［正题名］回忆亚东图书馆 

［第一责任人］汪原放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1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汪原放 著 

  

 

［正题名］黑龙江图书馆 

［副题名］增刊 

［副题名］1980 年年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黑龙江省图书馆编 

［出版者］[黑龙江省图书馆] 

［出版日期］1980.12 

 

［正题名］发展中的中国图书馆事业 

［副题名］1985 年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交流材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正题名］图书与图书馆论述集 

［第一责任人］王锡璋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4 

［知识责任］王锡璋 著 

  

 

［正题名］图书与图书馆论述集 

［副题名］续集 

［第一责任人］王锡璋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知识责任］王锡璋 著 

  

 

［正题名］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 51 届至 53 届大会论文选译 

［第一责任人］文化部图书馆司科教处等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正题名］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 56 届大会论文选译 

［第一责任人］丘东江主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图书馆工作/国际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丘东江 主编 

  

 

［正题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庆九十周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于天池主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图书馆学/文集 

［知识责任］于天池 主编 

  

 

［正题名］金恩辉图书馆学文选 

［第一责任人］金恩辉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图书馆学/文集 

［知识责任］金恩辉 著 



  

 

［正题名］日汉图书情报工作词汇 

［第一责任人］纪绍民，徐引篪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知识责任］纪绍民 编 

［知识责任］徐引篪 编 

  

 

［正题名］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 

［副题名］1949-1980 

［第一责任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图书馆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2 

［主题词］图书馆学/专科目录/1949～1980 

  

 

［正题名］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 

［副题名］1981-1985 

［第一责任人］董秀芬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图书馆学/篇名目录/1981～1985 年 

［知识责任］董秀芬 主编 

  

 

［正题名］图书馆学论文索引 

［第一责任人］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主题词］图书馆学/论文/1949～1980/索引 

  

 

［正题名］建国以来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书刊简目 

［副题名］1949－1986 

［第一责任人］《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编辑部，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合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正题名］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索引 

［副题名］1981－1989 

［第一责任人］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主题词］图书馆学/论文/1981～1989/索引 

  

 

［正题名］比较图书馆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美）丹顿著 

［译者］龚厚泽译，陈鸿舜校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主题词］比较图书馆学/概论 

［知识责任］丹顿 著 

［次知识责任］龚厚泽 译 

［次知识责任］陈鸿舜 校 

  

 

［正题名］怎样利用图书馆 

［第一责任人］刘久昌，宁国誉同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八章：人民的社会大学；漫话图书馆藏书；图书馆的服务内容； 启

知识宝库的钥匙；工具书选谈；怎样检索文献资料；怎样借阅图书报刊；现代化图书馆展望。 

［主题词］图书馆/应用/方法 

［知识责任］刘久昌 著 

［知识责任］宁国誉 著 

  

 

［正题名］图书馆知识的宝库 

［第一责任人］邱昶，黄昕著 

［出版者］湖南教育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知识责任］邱昶 著 

［知识责任］黄昕 著 

  

 

［正题名］图书馆助理员手册 

［副题名］英汉对照 

［第一责任人］（英）彻格温等著 

［译者］《图书馆助理员手册》翻译组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主题词］图书馆员/手册/英、中 

［知识责任］彻格温 著 

  

 



［正题名］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刘国钧著 

［译者］史永元，张树华同编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附注内容］刘国钧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他在图书馆学、图书分类学、图书编目学、

图书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本书选辑了他的重要的图书馆学文章三十八篇。 

［主题词］图书馆学/文集 

［知识责任］刘国钧 著 

［次知识责任］史永元 编辑 

［次知识责任］张树华 编辑 

  

 

［正题名］图书馆管理学 

［第一责任人］（美）斯图亚特等著 

［译者］刘碧如译 

［出版者］五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知识责任］斯图亚特 著 

［次知识责任］刘碧如 译 

  

 

［正题名］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 

［第一责任人］（苏）克列伊坚科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知识责任］克列伊坚科 著 

  

 

［正题名］图书馆和情报源利用指南 

［第一责任人］（美）盖茨著 

［译者］邵萍等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 

［知识责任］盖茨 著 

［次知识责任］邵萍 译 

  

 

［正题名］图书馆哲学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高锦雪著 

［出版者］书艺书局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5.5 

［知识责任］高锦雪 著 

  



 

［正题名］图书馆系统分析概论 

［第一责任人］陈源蒸，陈维新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主题词］图书馆工作/系统分析 

［知识责任］陈源蒸 编著 

［知识责任］陈维新 编著 

  

 

［正题名］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钱亚新，白国应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0 

［知识责任］钱亚新 编 

［知识责任］白国应 编 

  

 

［正题名］宏观图书馆学 

［第一责任人］陈源蒸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主题词］图书馆学 

［知识责任］陈源蒸 著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 

［副题名］1918－1944 年 

［第一责任人］沈祖荣著 

［译者］丁道凡搜集编注 

［出版者］杭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图书馆学/中国/1918～1944/文集 

［知识责任］沈祖荣 著 

［次知识责任］丁道凡 编注 

  

 

［正题名］现代图书馆学探讨 

［第一责任人］顾敏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88.4 

［丛编题名］图书馆学与资料科学丛书 

［知识责任］顾敏 著 

  



 

［正题名］图书馆信息科学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美）迈克尔·K·巴克兰德著 

［译者］严吉森译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主题词］图书馆学/研究 

［知识责任］巴克兰德 著 

［次知识责任］严吉森 译 

  

 

［正题名］阮岗纳赞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第一责任人］叶千军著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分类法/阮岗纳赞/研究 

［主题词］检索语言/文集 

［知识责任］叶千军 著 

  

 

［正题名］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第一责任人］袁咏秋，李家乔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知识责任］袁咏秋 主编 

［知识责任］李家乔 主编 

  

 

［正题名］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理论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馆学会主编 

［译者］周文骏，吴慰慈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丛编题名］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丛 1949－1989 1 

［主题词］图书馆学/文集 

［次知识责任］周文骏 编 

［次知识责任］吴慰慈 编 

  

 

［正题名］当代图书情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周清荣主编 

［出版者］兵器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主题词］图书馆管理 



［知识责任］周清荣 主编 

  

 

［正题名］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主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 

［丛编题名］南 辞书 

［主题词］图书馆学/词典 

［知识责任］来新夏 主编 

  

 

［正题名］图书馆学情报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周文骏主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图书馆学/词典 

［知识责任］周文骏 主编 

  

 

［正题名］俄汉汉俄图书馆学情报学词汇 

［第一责任人］姜继主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主题词］图书馆学/词汇/俄、中 

［主题词］情报学/词汇/俄、中 

［知识责任］姜继 主编 

  

 

［正题名］图书馆学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图书馆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日期］1993.8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学史 

［第一责任人］吴仲强等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图书馆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吴仲强 著 

  

 

［正题名］文献学与排序论 

［副题名］情报检索理论和实践教程 



［第一责任人］（德）高斯著 

［译者］史秀英，于良娇译 

［出版者］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主题词］情报检索 

［知识责任］高斯 著 

［次知识责任］史秀英 译 

［次知识责任］于良娇 译 

  

 

［正题名］图书流通基础知识问答 

［第一责任人］卢子博，倪波同主编，周治华执笔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图书馆业务基础知识问答》丛书 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三十五个问题，主要内容是：图书流通工作的意义和作用；不同类型

图书馆应怎样搞好图书流通工作；图书流通人员应具备那些修养等。内容中还涉及到对少年

儿童、农村读者的图书流通问题。 

［主题词］读者工作/基本知识 

［知识责任］卢子博 主编 

［知识责任］倪波 主编 

［知识责任］周治华 执笔 

  

 

［正题名］读者心理学 

［第一责任人］张元璞，厉淑纯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读者/应用心理学 

［知识责任］张元璞 著 

［知识责任］厉淑纯 著 

  

 

［正题名］图书馆读者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李希孔主编 

［出版者］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读者工作/概论 

［知识责任］李希孔 主编 

  

 

［正题名］参考咨询基础知识问答 

［第一责任人］卢子博等主编，周治华等执笔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图书馆业务基础知识问答丛书 8 

［主题词］图书馆工作/参考咨询/问答 

［知识责任］卢子博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治华 执笔 

  

 

［正题名］著名学者谈利用图书馆 

［第一责任人］庄焕先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主题词］图书馆工作/文集 

［知识责任］庄焕先 主编 

  

 

［正题名］中文工具书导论 

［第一责任人］詹德优编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中文/工具书/概论 

［知识责任］詹德优 编著 

  

 

［正题名］藏书建设基础知识问答 

［第一责任人］卢子博，倪波同主编 

［译者］顾传彪执笔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图书馆业务基础知识问答》丛书 2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介绍了图书采购工作的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书刊资料的编排方法；

如何划分书库；如何防止书刊资料的长霉以及怎样搞好藏书的除旧更新工作等方面。 

［主题词］藏书建设/基本知识 

［知识责任］卢子博 主编 

［知识责任］倪波 主编 

［次知识责任］顾传彪 执笔 

  

 

［正题名］图书馆藏书 

［第一责任人］（苏）斯多利亚洛夫，（苏）阿列菲也娃著 

［译者］赵世良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图书馆藏书体系，藏书建设，藏书补充理论的基本原则，藏书

的完备性，复选，藏书供应体系，藏书补充计划，藏书补充的组织与方法，藏书的协调，各



类型图书馆藏书补充的特点，藏书组织原理，藏书的登记与清点，藏书的布局，藏书的排架，

藏书的保管，共 15 章。 

［主题词］藏书建设 

［知识责任］斯多利亚洛夫 著 

［知识责任］阿列菲也娃 著 

［次知识责任］赵世良 译 

  

 

［正题名］藏书建设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图书馆/馆藏管理/论文/汇编 

  

 

［正题名］图书馆藏书 

［第一责任人］李平杰编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图书补充 

［知识责任］李平杰 编著 

  

 

［正题名］图书馆藏书 

［副题名］补充、组织、控制与协调 

［第一责任人］吴慰慈，刘兹恒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主题词］藏书建设 

［知识责任］吴慰慈 编著 

［知识责任］刘兹恒 编著 

  

 

［正题名］图书馆采访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万跃华，张根彬主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主题词］图书采购/文集 

［知识责任］万跃华 主编 

［知识责任］张根彬 主编 

  

 

［正题名］图书馆藏书剔除 

［第一责任人］（美）斯洛特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主题词］藏书控制 

［知识责任］斯洛特 著 

  

 

［正题名］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 

［第一责任人］肖振棠，丁瑜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 

［主题词］古籍整理/图书装修/技术 

［知识责任］肖振棠 编著 

［知识责任］丁瑜 编著 

  

 

［正题名］图书馆藏书的卫生与修复 

［第一责任人］（苏）普列奥勃拉仁斯卡娅等编 

［译者］黄树 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6 

［主题词］图书馆/馆藏管理 

［主题词］图书/保护 

［知识责任］普列奥勃拉仁斯卡娅 编 

［次知识责任］黄树  译 

  

 

［正题名］档案图书害虫及其防治 

［第一责任人］冯惠芬等编著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主题词］档案保管/病虫害防治 

［知识责任］冯惠芬 编著 

  

 

［正题名］图书档案保护技术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图书保护研究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主题词］图书保护/资料/汇编 

  

 

［正题名］主题目录及标题方法 

［第一责任人］程长源，张有葳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2 

［主题词］主题目录/标题法 

［知识责任］程长源 编著 

［知识责任］张有葳 编著 

  

 

［正题名］中文图书分类编目学 

［第一责任人］黄渊泉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86.9 

［知识责任］黄渊泉 著 

  

 

［正题名］当代分类法主题法索引法研究 

［第一责任人］侯汉清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丛编题名］情报检索语言丛书 

［主题词］分类法/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侯汉清 编著 

  

 

［正题名］图书分类基础知识问答 

［第一责任人］卢子博，倪波同主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3 

［丛编题名］《图书馆业务基础知识问答》丛书 1 

［附注内容］本书从图书分类工作的实践出发，总结归纳了分类工作中经常遇到的 53 个问

题。主要内容有：图书分类的理论；图书分类法的体系结构，标记符号和辅助表的使用方法；

图书分类工作的程序；各种图书的归类方法，怎样避免分类差错；如何提高分类工作质量等。 

［主题词］分类法/基本知识 

［知识责任］卢子博 主编 

［知识责任］倪波 主编 

  

 

［正题名］图书分类学 

［副题名］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白国应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从事图书分类工作，编制图书分类法和研究、讲授图书分类学的经

验总结。书中就图书分类学方面，包括图书分类原理、图书分类历史、图书分类表、图书分

类工作、类分图书方法和图书分类应用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和阐述。 

［主题词］分类法 



［知识责任］白国应 编著 

  

 

［正题名］图书分类学文集 

［第一责任人］白国应等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9 

［主题词］图书分类/文集 

［知识责任］白国应 编 

  

 

［正题名］图书资料的分类 

［第一责任人］（日）宫坂逸郎等编 

［译者］宋益民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介绍了世界各国主要图书分类法的沿革过程及其应用情况。全书包括：

图书资料的分类理论；分类法；分类工作；标题法等四部分。 

［主题词］分类法/理论 

［知识责任］宫坂逸郎 编 

［次知识责任］宋益民 译 

  

 

［正题名］图书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分类》编写组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图书分类的基本理论；图书分类法的一般结构原理；中外图书

分类法介绍；各类图书分类的技术、方法；分类索书号的编制；分类目录的组织方法及图书

分类的发展趋势等。 

［主题词］分类法/理论 

  

 

［正题名］中文古籍整理分类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简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2 

［知识责任］刘简 著 

  

 

［正题名］图书分类法史略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苏）沙姆林(Шамурил, Е.Н.)著 

［译者］何善祥，郑盛畴译 



［出版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附注内容］本书系苏联沙姆林教授撰写的图书分类法发展史专著。它从图书分类体系发展

史的观点出发，对过去具有典型性的各种图书分类法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总结。其中包括 19

世纪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和俄国，以及 20 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

的图书分类法。 

［知识责任］沙姆林 

［知识责任］Шамурил 著 

［次知识责任］何善祥 译 

［次知识责任］郑盛畴 译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使用说明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使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辅助工具书。书中对该分类法的体系

结构，图书分类基本规则和各学科门类的分类法，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后对同类书的

排列、分类法的使用范围和改换分类法问题也作了概括的说明。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副题名］简本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附注内容］本分类法是依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1980 年修订版节编而成。在编制

原则、体系结构、号码配备等方面都与修订版基本保持一致。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二版）索引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主编 

［译者］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编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附注内容］本索引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二版）和《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第

二版）的类目索引，又是按主题检索这两本分类法的辅助工具。全书共收索引款目近九万条，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索引正文；2.标题首字汉语拼音检字表；3.标题首字笔画笔

顺检字表；4.标题首字四角号码检字表。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委会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委会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正题名］中西目录排检法与作者号码表 

［第一责任人］梁津南编著 

［出版者］梁津南 

［出版日期］1985 

［丛编题名］图书馆学丛书 18 

［知识责任］梁津南 编著 

  

 

［正题名］图书编目基础知识问答 

［第一责任人］卢子博，倪波同主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5 

［丛编题名］《图书馆业务基础知识问答》丛书 4 

［附注内容］本书从图书编目工作的实践出发，总结归纳了编目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六十一个

问题，并用问答形式作了简明扼要的回答。 

［主题词］图书编目/基本知识 

［知识责任］卢子博 主编 

［知识责任］倪波 主编 

  

 

［正题名］图书馆古籍编目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5.3 

［主题词］古籍/图书编目/高等学校/教材 

  

 

［正题名］新编图书馆目录 

［第一责任人］黄俊贵，罗健雄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8 

［主题词］图书馆目录/目录学 

［知识责任］黄俊贵 编著 

［知识责任］罗健雄 编著 

  

 

［正题名］西文编目入门 



［第一责任人］（英）亨特等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主题词］外语/文献/编目 

［知识责任］亨特 著 

  

 

［正题名］文献编目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馆学会主编 

［译者］黄俊贵，林德海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丛编题名］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丛 1949-1989 5 

［主题词］图书编目/文集 

［次知识责任］黄俊贵 编 

［次知识责任］林德海 编 

  

 

［正题名］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 

［副题名］试用本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图书著录/规则 

  

 

［正题名］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丛书］连续出版物 

［副题名］ISBD(S) 

［第一责任人］国际图书馆协会、学会联合会·国际连续出版物标准书目著录联合工作组编 

［译者］夏文正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4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际图联（IFLA）工作组编的《国际标准书目著录》中的一种，是专

门用来处理连续性出版物（包括期刊、报纸、年刊和各种丛刊）的。译本根据的是 1977 年

按照《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总则）》，经过修订的第一标准版。 

［主题词］连续出版物/文献著录/国际标准 

［次知识责任］夏文正 译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西、俄文图书编目条例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目部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3 



［主题词］图书编目/编目规则/国家图书馆/中国 

  

 

［正题名］文献著录总则概说 

［第一责任人］黄俊贵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2 

［主题词］文献著录/编目规则/概论 

［知识责任］黄俊贵 编著 

  

 

［正题名］专著出版物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并列题名］ISBD(M) 

［副题名］第 2 版 

［第一责任人］ISBD 修订委员会推荐 

［译者］国际图联编目专业组常设委员会通过 

［译者］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丛编题名］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译丛 

  

 

［正题名］日文图书目录汉字检字表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东方语文编目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日文图书字顺目录<书名和著作目录>的组织方法，并

结合我国读者使用目录的习惯，按日文汉字的笔画和笔形编写而成。书末附有：（一）日文

汉字简化字与繁体字检字参见对照表；（二）中国汉字简化字与繁体字对照表。 

［主题词］日文/目录组织/汉字/排检法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目录组织规则 

［丛书］图书部分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目部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附注内容］本规则是北京图书馆现行的中、西、俄、日文图书目录组织规则，其中包括这

些文种图书的分类目录和字顺目录组织规则。 

［主题词］目录组织/条例/国家图书馆/中国 

  

 

［正题名］周林传统文化论集 

［第一责任人］周林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古籍整理/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周林 著 

  

 

［正题名］期刊工作浅说 

［第一责任人］赵燕群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8 

［主题词］期刊管理/基本知识 

［知识责任］赵燕群 编著 

  

 

［正题名］报刊资料基础知识问答 

［第一责任人］卢子博等主编 

［译者］程锦修执笔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 

［丛编题名］《图书馆业务基础知识问答》丛书 7 

［主题词］报纸/图书馆工作/问答 

［主题词］期刊/图书馆工作/问答 

［知识责任］卢子博 主编 

［次知识责任］程锦修 执笔 

  

 

［正题名］图书馆缩微资料工作 

［第一责任人］（英）蒂格著 

［译者］张金棣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知识责任］蒂格 著 

［次知识责任］张金棣 译 

  

 

［正题名］古代文献知识 

［第一责任人］赵振铎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8 

［丛编题名］汉语基础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较系统地介绍我国古代文献基本知识。全书共分八章，前五章介绍了古籍

的部类、书籍制度、古书体例、古书注释、版本类别等的产生及演变过程；后三章从文字校

雠、伪书鉴别、搜辑阙佚等方面，提供了如何正确鉴别、整理、掌握古文文献的基本方法。 

［主题词］古文献学 



［知识责任］赵振铎 著 

  

 

［正题名］古文献论丛 

［第一责任人］张勋燎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文献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勋燎 著 

  

 

［正题名］文献信息学引论 

［第一责任人］朱建亮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主题词］文献学/信息学 

［知识责任］朱建亮 著 

  

 

［正题名］古籍知识分类辞典 

［第一责任人］王福庭，张心绰编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古籍/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张心绰 编著 

［知识责任］王福庭 编著 

  

 

［正题名］中国文献学新编 

［第一责任人］洪湛侯著 

［出版者］杭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主题词］文献学/中国 

［知识责任］洪湛侯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书史 

［第一责任人］钱存训著 

［出版者］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知识责任］钱存训 著 

  

 

［正题名］中国书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庄威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2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介绍中国书籍发生、发展的历史。从 早刻在甲骨上、铸在钟鼎上的

书，讲到写在木简、竹简、刻在石头上和写在丝织品（帛）上的书，一直讲到发明了纸，普

遍地用纸写的书。从手写书又讲到印刷术的发明等。 

［主题词］图书史/中国 

［知识责任］庄威 编著 

  

 

［正题名］中国书史简编 

［第一责任人］刘国钧著 

［译者］郑如斯订补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本书对大量的古今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归纳、总结，提出了一个以历史发展

为背景的中国图书发展史体系，从图书的思想内容和物质形态两个方面较全面地、辩证的阐

述了我国图书的产生、发展及其社会作用。 

［主题词］图书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国钧 著 

［次知识责任］郑如斯 订补 

  

 

［正题名］西谛书话 

［第一责任人］郑振铎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3.10 

［附注内容］本书也可以叫做一部古籍书话集。内容包括 280 篇文章，大部分谈的是元明清

刊本、刻本和抄本的唐代至清代的文学艺术古籍和郑振铎编辑的我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书

籍。文学书籍包括唐人小说、宋元话本、元代杂剧、明清小说传奇和历代作家的诗词随笔、

杂记等著作，艺术书籍包括历代绘画和版画、碑刻艺术等选本和论著。我国古代一些重要的

农业、园艺、地理、历史和日常民用等方面的珍本古籍，作者也选择一些作了介绍。 

［主题词］杂著/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郑振铎 著 

  

 

［正题名］中国古籍印刷史 

［第一责任人］魏隐儒编著 

［出版者］印刷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编。从雕版印刷发明前的古籍图书，古籍雕版印刷发展史，活字印

刷术的发明和活字印书的发展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古籍印刷史作了详细介绍。 

［主题词］古籍/印刷史/中国 

［知识责任］魏隐儒 编著 



  

 

［正题名］四库全书答问 

［第一责任人］任松如撰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88.1 

［知识责任］任松如 撰 

  

 

［正题名］四库全书纵横谈 

［第一责任人］华立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知识责任］华立 著 

  

 

［正题名］中国书籍编纂史稿 

［第一责任人］韩仲民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5 

［丛编题名］出版知识丛书 

［主题词］古籍/图书史/中国 

［知识责任］韩仲民 著 

  

 

［正题名］中国图书之  

［第一责任人］常仲哲编著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图书学/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常仲哲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书籍装帧 

［第一责任人］罗小华编著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书籍装帧/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罗小华 编著 

  

 

［正题名］中国图书史话 

［第一责任人］昌彼得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6.10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知识责任］昌彼得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书籍史 

［第一责任人］李效忠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图书/文化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致忠 著 

  

 

［正题名］中国辞书编纂史略 

［第一责任人］林玉山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主题词］辞书/编辑/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林玉山 著 

  

 

［正题名］古籍丛书述论 

［第一责任人］李春光著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丛书/古籍/图书学/中国 

［知识责任］李春光 著 

  

 

［正题名］中国文献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王余光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文献学/历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王余光 著 

  

 

［正题名］中国古籍书名考释辞典 

［第一责任人］张林川等编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古籍/书名/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张林川 编著 



  

 

［正题名］书文化大观 

［第一责任人］李广宇编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主题词］图书史/世界/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李广宇 编著 

  

 

［正题名］中国图书论集 

［第一责任人］程焕文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4.8 

［主题词］图书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程焕文 编 

  

 

［正题名］中国古文献学史 

［第一责任人］孙钦善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4.2 

［主题词］古文献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孙钦善 著 

  

 

［正题名］古典文献研究论丛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文献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主题词］古文献学/中国/丛刊 

  

 

［正题名］安平秋古籍整理工作论集 

［第一责任人］安平秋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9 

［主题词］古籍整理/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安平秋 著 

  

 

［正题名］古书版本常谈 

［第一责任人］毛春翔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 

［知识责任］毛春翔 著 

  

 

［正题名］古籍版本鉴定丛谈 

［第一责任人］魏隐儒，王金雨编著 

［出版者］印刷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主题词］古籍/版年鉴定/中国 

［知识责任］魏隐儒 编著 

［知识责任］王金雨 编著 

  

 

［正题名］江浙访书记 

［第一责任人］谢国桢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古籍/版本/研究/江苏/浙江 

［知识责任］谢国桢 著 

  

 

［正题名］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 

［第一责任人］（日）长泽规矩也编著 

［译者］梅宪华，郭宝林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主题词］版本学/古籍/解题/中国 

［知识责任］长泽规矩也 编著 

［次知识责任］梅宪华 译 

［次知识责任］郭宝林 译 

  

 

［正题名］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阳海清主编 

［译者］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1 

［主题词］版本学/文集 

［知识责任］阳海清 主编 

  

 

［正题名］清代版刻一隅 

［第一责任人］黄裳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2.1 

［主题词］清刻本/工艺/研究 

［知识责任］黄裳 著 

  

 

［正题名］中国古籍版本学 

［第一责任人］曹之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知识责任］曹之 著 

  

 

［正题名］宋版书叙录 

［第一责任人］李致忠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6 

［主题词］古籍/版本学/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李致忠 著 

  

 

［正题名］古籍刻工名录 

［第一责任人］张振铎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刻工/人名录/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振铎 编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第一责任人］张舜徽著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通论、分论、附论三大部分。通论谈校读古书的基本条件，从识字谈

起，以至于辨识版本诸问题；分论谈校书和读书方面的问题；附论谈有关辨伪和辑佚方面的

问题。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2 

［主题词］史籍/校勘/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古今伪书考补证 

［第一责任人］黄云眉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0.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的错误进行了补证。 



［主题词］伪书/考证 

［知识责任］黄云眉 著 

  

 

［正题名］古书同名异称举要 

［第一责任人］张雪庵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5 

［丛编题名］中学教师进修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先秦至清末文史古籍书名五千六百余种，对作品、作者、成书时代等

一一辩别；对书名与语词，书名与人名加以区分，并对书中生僻字、词加了注音。 

［主题词］古籍/版本/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张雪庵 著 

  

 

［正题名］同名异书通检 

［第一责任人］杜信孚等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4 

［主题词］特种图书/书名索引 

［知识责任］杜信孚 编 

  

 

［正题名］同书异名通检 

［第一责任人］杜信孚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7 

［知识责任］杜信孚 编 

  

 

［正题名］校雠学史 

［第一责任人］蒋元卿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校雠学/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蒋元卿 著 

  

 

［正题名］校仇学史 

［第一责任人］蒋元卿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民国丛书选印 

［主题词］校勘/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蒋元卿 著 

  

 

［正题名］校雠目录学纂要 

［第一责任人］蒋伯潜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主题词］校勘/理论 

［主题词］目录学 

［知识责任］蒋伯潜 著 

  

 

［正题名］校雠学 

［第一责任人］胡朴安，胡道静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民国丛书》选印 

［附注内容］据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影印。 

［主题词］校勘/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校勘/方法 

［知识责任］胡朴安 著 

［知识责任］胡道静 著 

  

 

［正题名］一氓题跋 

［第一责任人］李一氓著 

［译者］吴泰昌辑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 

［主题词］题跋/写作 

［知识责任］李一氓 著 

［次知识责任］吴泰昌 辑 

  

 

［正题名］越缦堂读书简端记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铭著 

［译者］王利器纂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晚清学者李慈铭读书札记的辑录。内容包括国语、旧唐书、唐两京城坊

考、金石萃编、二十史考异、世说新语、群书疑辨、十驾斋养新录、吴梅村诗集笺注、鲒埼

亭集、唐人万首绝句选等十九种书籍。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李慈铭 著 



［次知识责任］王利器 纂辑 

  

 

［正题名］明清笔记谈丛 

［第一责任人］谢国桢编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3 

［附注内容］本书系研究介绍明清间重要的笔记史料，除指出其价值外，还收有《明清史料

研究》、《丛书刊刻流考》、《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等文，对明清笔记史料之源流、大略等情

况作了深入介绍。 

［主题词］笔记/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谢国桢 编著 

  

 

［正题名］三邕翠墨簃题跋 

［第一责任人］李葆恂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李葆恂 著 

  

 

［正题名］旧学盦笔记 

［第一责任人］李葆恂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丛编题名］李民丛刻 

［知识责任］李葆恂 著 

  

 

［正题名］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第一责任人］（清）黄丕烈著 

［译者］潘祖荫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主题词］序跋/古籍/中国/选集 

［知识责任］黄丕烈 著 

［次知识责任］潘祖荫 辑 

  

 

［正题名］过云楼书画记 

［副题名］续记 

［第一责任人］（清）顾文彬，顾麟士撰 

［译者］顾荣木，江葆楫点校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主题词］古典美术/作品/题跋/中国 

［知识责任］顾文彬 撰 

［知识责任］顾麟士 撰 

［次知识责任］顾荣木 点校 

［次知识责任］江葆楫 点校 

  

 

［正题名］书品 

［副题名］1991 年合订本 

［第一责任人］赵守严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1.12 

［知识责任］赵守严 主编 

  

 

［正题名］渔洋读书记 

［第一责任人］王绍曾，杜泽逊编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跋/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王绍曾 编 

［知识责任］杜泽逊 编 

  

 

［正题名］影响历史进程的 100 本书 

［第一责任人］苏浙生编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影响历史进程丛书 

［主题词］书评/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苏浙生 编著 

  

 

［正题名］中外社会科学名著千种评要 

［第一责任人］华夏出版社社科编辑室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正题名］中国文化泛言 

［第一责任人］南怀瑾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南怀瑾 著 

  

 

［正题名］文史工具书及其使用法 

［第一责任人］朱一清编写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文史/工具书/应用 

［知识责任］朱一清 编写 

  

 

［正题名］怎样使用历史工具书 

［第一责任人］阙勋吾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历史/工具书/应用 

［知识责任］阙勋吾 编著 

  

 

［正题名］文史哲工具书简介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历史系编写组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主题词］文史哲/工具书/简介 

  

 

［正题名］文史哲工具书 

［副题名］简介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图书馆等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图书馆]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类书简说 

［第一责任人］刘叶秋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2 

［丛编题名］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扼要阐述类书的性质、渊源、内容、体例，并通过一些重要类书的介绍，

使读者了解这种工具书的用处、用法以及使用时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主题词］百科全书/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刘叶秋 著 

  

 

［正题名］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 



［第一责任人］王明根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书对查考书籍、查考字词、查找专书中字词和句子出处、查找古诗文、查考

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查考人物、查考地名、查考古代典章制度、查考古代事件、查找报刊

和论文资料、查找文物图象等各类工具书的历史、现状及其使用方法作了论述。总论部分概

括地说明了工具书的名称、作用、发展简况和怎样使用工具书等问题。 

［主题词］文史/工具书/研究 

［知识责任］王明根 著 

  

 

［正题名］史学工具书参考书 

［副题名］内容简介 

［第一责任人］郑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 

［出版者］[郑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出版日期］1981.2 

 

［正题名］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 

［第一责任人］吴小如，吴同宾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介绍有关文史范围工具书的内容和使用方法。本书所讲的工具书，除

文史工作者必须熟悉外，对一般读者经常查阅、检索的资料书均作了介绍。 

［主题词］文史/工具书/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吴小如 编著 

［知识责任］吴同宾 编著 

  

 

［正题名］中文工具书使用法 

［第一责任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中文工具书使用法》编写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工具书介绍”；下编为“工具书使用”。工具书介

绍部分，除总的概述工具书外；主要分类介绍了 370 种较重要或有代表性的工具书，并列目

810 种；工具书使用部分，着重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出发，讲述如何利用工具书及其它参考书

查找各种专题资料。 

［主题词］中文/工具书/基本知识 

  

 

［正题名］中国古代的类书 

［第一责任人］胡道静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书共六章：类书的性质、起源及类型；类书的作用、反作用和特殊作用；曹



魏和南北朝的重要类书；隋代的重要类书；唐代的重要类书；北宋的重要类书。 

［主题词］百科全书/简介/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胡道静 著 

  

 

［正题名］文史工具书手册 

［第一责任人］朱天俊，陈宏天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附注内容］本书拟定了五十三个题目，向读者提示遇到什么问题应该找什么书，以及怎样

查检等。 

［主题词］文史/工具书/手册 

［知识责任］朱天俊 著 

［知识责任］陈宏天 著 

  

 

［正题名］中文工具书参考资料 

［第一责任人］朱天俊，俊晓建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主题词］工具书/中文/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朱天俊 编 

［知识责任］俊晓建 编 

  

 

［正题名］报刊论文资料查检工具书选介与使用 

［第一责任人］孙继亮，周洪才编写 

［出版者］曲阜师范学院图书馆 

［出版日期］1984.5 

［知识责任］孙继亮 编写 

［知识责任］周洪才 编写 

  

 

［正题名］文史工具书评介 

［第一责任人］张旭光编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6.5 

［知识责任］张旭光 编著 

  

 

［正题名］图书使用指南 

［第一责任人］马学宽，李凤竹编译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知识责任］马学宽 编译 

［知识责任］李凤竹 编译 

  

 

［正题名］参考工作导论 

［副题名］基本参考工具书 

［第一责任人］（美）卡茨著 

［译者］戴隆基等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知识责任］卡茨 著 

［次知识责任］戴隆基 译 

  

 

［正题名］国外现代辞书选介 

［第一责任人］陈丽迢等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知识责任］陈丽迢 著 

  

 

［正题名］中文工具书及其使用 

［第一责任人］祝鼎民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知识责任］祝鼎民 编著 

  

 

［正题名］参考工作与参考工具书 

［第一责任人］戚志芬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2 

［知识责任］戚志芬 编著 

  

 

［正题名］中国工具书使用法 

［第一责任人］吴则虞，吴受琚整理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3 

［知识责任］吴则虞 整理 

［知识责任］吴受琚 整理 

  

 

［正题名］西文工具书概论 



［第一责任人］邵献图等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知识责任］邵献图 著 

  

 

［正题名］台港工具书指南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工具书室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正题名］年鉴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肖东发等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年鉴/概论 

［知识责任］肖东发 著 

  

 

［正题名］中英文工具书举要 

［第一责任人］闻梁等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主题词］中文/工具书/内容提要 

［主题词］内容提要/工具书 

［知识责任］闻梁 著 

  

 

［正题名］从类书到百科全书 

［副题名］百科全文集 

［第一责任人］姜椿芳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知识责任］姜椿芳 著 

  

 

［正题名］中国工具书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徐祖发，沈益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主题词］工具书/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徐祖发 编 

［知识责任］沈益 编 

  



 

［正题名］中国工具书大辞典 

［副题名］续编 

［第一责任人］徐祖友，沈益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主题词］工具书/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徐祖友 编 

［知识责任］沈益 编 

  

 

［正题名］中国目录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楚生著 

［出版者］华正书局 

［出版日期］1980.4 

［知识责任］胡楚生 著 

  

 

［正题名］中国目录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楚生著 

［出版者］华正书局 

［出版日期］1987.1 

［知识责任］胡楚生 著 

  

 

［正题名］目录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3 

［主题词］目录学/概论 

  

 

［正题名］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 

［第一责任人］罗孟祯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评介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历程，重点论述了中国古代重要的目录

学著作，并同对目录学有关的古代版本学和校勘学也作了论述。 

［主题词］目录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罗孟祯 著 

  

 

［正题名］目录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刘纪泽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31.10 

［知识责任］刘纪泽 著 

  

 

［正题名］中国目录学 

［第一责任人］昌彼得，潘美月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知识责任］昌彼得 著 

［知识责任］潘美月 著 

  

 

［正题名］中国目录学史稿 

［第一责任人］吕绍虞著 

［出版者］丹青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6 

［知识责任］吕绍虞 著 

  

 

［正题名］目录学发微 

［第一责任人］余嘉锡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古籍/目录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余嘉锡 著 

  

 

［正题名］目录学文献学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馆学会主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丛编题名］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丛 1949-1989 2 

［主题词］目录学/文集 

［主题词］文献学/文集 

  

 

［正题名］索引编制工作手册 

［第一责任人］日本索引家协会编 

［译者］赖茂生等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次知识责任］赖茂生 译 

  



 

［正题名］古典目录学浅说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1.10 

［丛编题名］中华史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章：目录学概说；古典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古典目录学的相关

学科；古典目录学的研究趋势。 

［主题词］目录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 

［第一责任人］潘树广编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主题词］情报检索/古典文学/中国 

［知识责任］潘树广 编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 

［第一责任人］陈秉才，王锦贵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5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讲述了中国史籍发展史、中国史部目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史部类目

源流、史籍分类思想史及其目前趋向，并结合史籍体裁源流的介绍，介绍了古今一些重要史

籍。书后还简要介绍了历史书目参考工作。 

［主题词］史籍/目录学/中国 

［知识责任］陈秉才 著 

［知识责任］王锦贵 著 

  

 

［正题名］古籍索引概论 

［第一责任人］潘树广编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6 

［主题词］古籍/索引/概论 

［知识责任］潘树广 编著 

  

 

［正题名］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第一责任人］刘裕昆编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7 



［主题词］社会科学/情报检索 

［知识责任］刘裕昆 编著 

  

 

［正题名］中国文学目录学 

［第一责任人］谢灼华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中国文学/目录学 

［知识责任］谢灼华 著 

  

 

［正题名］中国史部目录学 

［第一责任人］郑和声著 

［出版者］华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9 

［知识责任］郑和声 著 

  

 

［正题名］清代各省禁书汇考 

［第一责任人］雷梦辰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禁书/图书目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雷梦辰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 

［第一责任人］王锦贵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历史/文献/目录学/中国 

［知识责任］王锦贵 主编 

  

 

［正题名］文摘的概念与方法 

［并列题名］Abstract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第一责任人］（美）哈罗德·博科(Harold Borko)，（美）查尔斯·L·贝尼埃(Charles L. Bernier)

合著 

［译者］赖茂生，王知津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附注内容］本书是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与情报学丛书》中的一卷（全书共十卷）。 

［主题词］文摘工作 



［知识责任］博科 著 

［知识责任］Borko 著 

［知识责任］伯尼埃 著 

［知识责任］Bernier 著 

［次知识责任］赖茂生 译 

［次知识责任］王知津 译 

  

 

［正题名］文摘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桑良至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主题词］文摘学 

［知识责任］桑良至 著 

  

 

［正题名］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第一责任人］马明琴等编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社会科学/情报检索 

［知识责任］马明琴 编著 

  

 

［正题名］公共图书馆系统及其服务 

［第一责任人］（英）坎贝尔著 

［出版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公共图书馆/系统 

［知识责任］坎贝尔 著 

  

 

［正题名］微型计算机与图书馆 

［第一责任人］（美）M.E.Rovig 著 

［译者］刘中堂等译 

［出版者］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微型计算机/计算机应用/图书馆工作 

［知识责任］Rovig 著 

［次知识责任］刘中堂 译 

  

 

［正题名］图书馆和计算机 

［第一责任人］（日）坂本彻朗著 



［译者］金凤吉等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计算机应用/图书馆工作 

［知识责任］坂本彻朗 著 

［次知识责任］金凤吉 译 

  

 

［正题名］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图书馆事业 

［第一责任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编译 

［译者］宓浩校订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世界 

［次知识责任］宓浩 校订 

  

 

［正题名］世界图书馆博览 

［第一责任人］（日）德永康元编 

［译者］学鼎等译 

［出版者］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剑桥大学图书馆、丹麦皇家图书馆、列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三

十余个图书馆的规模、设备、藏书量及藏书特色、先进的图书管理方法、以及借阅、复印、

摄影等服务条件与服务方式等。 

［主题词］图书馆/简介/世界 

［知识责任］德永康元 编 

［次知识责任］学鼎 译 

  

 

［正题名］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第一责任人］（美）兰 斯特著 

［译者］郑登理，陈珍成译 

［出版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图书馆/现代化/研究 

［知识责任］兰 斯特 著 

［次知识责任］郑登理 译 

［次知识责任］陈珍成 译 

  

 

［正题名］西方图书馆史 

［第一责任人］杨威理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8.5 

［主题词］图书馆/历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杨威理 著 

  

 

［正题名］西方图书馆史 

［第一责任人］（美）哈里斯著 

［译者］吴晞等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文化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哈里斯 著 

［次知识责任］吴晞 译 

  

 

［正题名］外国图书馆史简编 

［第一责任人］杨子竞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丛编题名］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 来新夏主编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文化史/外国/教材 

［知识责任］杨子竞 编著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名录 

［第一责任人］吴仁勇等编 

［出版者］中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主题词］图书馆/中国/名录 

［知识责任］吴仁勇 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编委会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图书馆学/文集 

［主题词］文献学/文集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名录 

［第一责任人］《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编辑部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正题名］现代图书馆管理 

［第一责任人］（美）沃伦·B·希克斯著 

［译者］李新乐，汪少敏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 

［出版日期］1989.11 

［主题词］图书馆管理/教材 

［知识责任］希克斯 著 

［次知识责任］李新乐 译 

［次知识责任］汪少敏 译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李家荣等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主题词］国家图书馆/图书馆建筑/中国/资料 

［知识责任］李家荣 编 

  

 

［正题名］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简介 

［第一责任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1 

［主题词］院校图书馆/简介/中国 

  

 

［正题名］辽宁省档案馆指南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丛编题名］中国档案馆指南丛书 

［主题词］档案馆/简介/辽宁 

  

 

［正题名］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第一责任人］顾志兴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丛书 

［主题词］藏书/历史/浙江 

［知识责任］顾志兴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副题名］春秋至五四前后 

［第一责任人］李希泌，张椒华同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资料二百二十五篇，共分五章：古代官私藏书；藏书楼的出现及其向

近代图书馆的过渡；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关于图书馆史的研究。 

［主题词］藏书/图书史/中国/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李希泌 编 

［知识责任］张椒华 编 

  

 

［正题名］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杨宝华，韩德昌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主题词］公共图书馆/概况/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宝华 编 

［知识责任］韩德昌 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发展史 

［副题名］自清末至抗战胜利 

［第一责任人］严文郁著 

［出版者］中国图书馆学会 

［出版日期］1983.6 

［知识责任］严文郁 著 

  

 

［正题名］续补藏书纪事诗 

［第一责任人］王謇著 

［译者］李希泌点注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藏书家/简介/中国/现代 

［主题词］七言绝句/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王謇 著 

［次知识责任］李希泌 点注 

  

 

［正题名］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文化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邹华享等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大事记/中国 

［知识责任］邹华享 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文化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事业史 

［第一责任人］卢荷生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丛编题名］图书资料丛刊 

［知识责任］卢荷生 著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 

［副题名］1909-1949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主题词］国家图书馆/中国/1909-1949/史料 

  

 

［正题名］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 

［第一责任人］吴晞编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主题词］院校图书馆/北京大学/历史 

［知识责任］吴晞 编著 

  

 

［正题名］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 

［第一责任人］李庆聪，吴晞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主题词］院校图书馆/北京大学/史料 

［知识责任］李庆聪 编 

［知识责任］吴晞 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白新良著 

［出版者］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教育史/书院/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白新良 著 

  

 

［正题名］天一 丛谈 

［第一责任人］骆兆平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藏书楼/天一 /史料 

［知识责任］骆兆平 著 

  

 

［正题名］日本图书馆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编 

［出版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丛编题名］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图书情报工作参考资料选刊 4 

［主题词］图书馆学/日本/文集 

  

 

［正题名］西欧图书情报事业 

［第一责任人］郑挺编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知识责任］郑挺 编译 

  

 



［正题名］图书馆网络 

［副题名］1976－1977 

［第一责任人］（美）马丁(Martin, S.K.)著 

［译者］邓琼芳，蔡非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4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美国图书馆网络的现状，也概略地介绍其他一些国家的图书馆网

络情况，并对图书馆网络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图书馆工作/计算机网络/1976～1977 

［知识责任］马丁 著 

［知识责任］Martin 著 

［次知识责任］邓琼芳 译 

［次知识责任］蔡非 译 

  

 

［正题名］英语结构 

［第一责任人］谢叔明，李贻定同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2 

［附注内容］本书简要介绍了英语句子的结构规律，自始至终围绕“句子结构”这一核心，

按其交际功能进行论叙。 

［知识责任］谢叔明 编 

［知识责任］李贻定 编 

  

 

［正题名］计算机专业英语 

［第一责任人］杨永田，张丽珂主编 

［出版者］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电子计算机/英语 

［知识责任］杨永田 主编 

［知识责任］张丽珂 主编 

  

 

［正题名］80 年代研究生考试英语试卷汇集 

［副题名］1980—1988 

［第一责任人］江晨等编 

［出版者］上海翻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知识责任］江晨 编 

  

 

［正题名］英语语音简明教程 

［第一责任人］葆青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 

［知识责任］葆青 著 

  

 

［正题名］英语声色词与翻译 

［第一责任人］张培基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4 

［知识责任］张培基 著 

  

 

［正题名］英语常用词组 

［第一责任人］同济大学外语教研室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集常用词组和短语七千多条。这些词组和短语主要选自国内外常用的

英语词典。 

  

 

［正题名］高级英语测试题集 

［第一责任人］杨匡汉主编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英语/高等教育/试题 

［知识责任］杨匡汉 主编 

  

 

［正题名］汉英分类词汇手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汉英分类词汇手册》编写小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4 

［附注内容］本手册选录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事务中的常用词

汇、短语约二万条，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国际关系和对外事务，农业，工业，交通运输

财贸，军事，文教卫生，民族、法律、宗教，自然科学，与参观访问和生活接待等方面分成

十一类。 

［主题词］英语/词汇 

  

 

［正题名］英语常用词用法 

［第一责任人］钱歌川编著 

［出版者］中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丛编题名］时代英语丛书 



［知识责任］钱歌川 编著 

  

 

［正题名］英汉语言学词汇 

［第一责任人］刘涌泉，赵世 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语言学/词汇/英、汉 

［知识责任］刘涌泉 编 

［知识责任］赵世  编 

  

 

［正题名］美语英语对照手册 

［第一责任人］Ｂ·Ｋ斯旺编著 

［出版者］万里书店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斯旺 编著 

  

 

［正题名］英语新辞辞汇 

［第一责任人］金圣华主编 

［出版者］辰衡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79.10 

［知识责任］金圣华 主编 

  

 

［正题名］出国英语考试词汇手册 

［第一责任人］徐晓东等编著 

［出版者］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主题词］英语/词汇/手册 

［知识责任］徐晓东 编著 

  

 

［正题名］英语短语与习语精选 

［并列题名］The selected English phrases and idioms 

［第一责任人］赵南陔编著 

［出版者］兵器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了 1800 条在大、中学教材和英美报刊杂志中常见的短语和习语。 

［主题词］英语/短语 

［知识责任］赵南陔 编著 

  

 



［正题名］英汉汉英多用分类词典 

［第一责任人］王之佳等编 

［出版者］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词典分常用英语会话、常用名词分类词汇、常用动词分类词汇、以及美、加、

日、瑞典等 15 个国家入境签证、留学、访问、居住和工作申请表及参考译文 4 部分。 

［主题词］英语/手册/英、中 

［知识责任］王之佳 编 

  

 

［正题名］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编 

［译者］齐声乔修订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英语/词典 

［次知识责任］齐声乔 修订 

  

 

［正题名］双解大学英语词汇用法词典 

［并列题名］A dictionary of college English usage with bilingual explanations 

［第一责任人］徐立基主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 6000 多个词汇,1000 多个习语。是根据理工科和文科教学大纲要求

编写的。 

［主题词］英语/高等学校/双解词典 

［知识责任］徐立基 主编 

  

 

［正题名］英语常用词疑难词典 

［并列题名］A dictionary of knotty problems about commonly used English words 

［第一责任人］张维编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集 800 来个词条，约 1200 个词和词组，近 1 万个例句，附录 35

种动词句型。 

［主题词］英语/词语/手册 

［知识责任］张维 编著 

  

 

［正题名］新编汉英分类词汇手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新编汉英分类词汇手册》编写组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附注内容］本手册选录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对外事务中的常用词

汇、短语二万余条，按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经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邮电、文

化艺术、教育、体育、医药卫生、民族、宗族、参观访问生活接待、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

方面分成十八类。另有附录十二种。 

［主题词］英语/词汇/手册 

  

 

［正题名］英语超级词汇量速成手册 

［第一责任人］陈胥华，史美洲编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主题词］英语/词汇/手册 

［知识责任］陈胥华 编著 

［知识责任］史美洲 编著 

  

 

［正题名］英语习惯用语手册 

［第一责任人］郭荣义编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主题词］英语/社会习惯语/手册 

［知识责任］郭荣义 编译 

  

 

［正题名］大学英语单词巧读速记指南 

［第一责任人］魏震宇，赵九洲编 

［出版者］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附注内容］本书按统编教材为选词依据，按重读元音归类、不拘泥字母顺序，先易后难，

以音带词。 

［主题词］英语/词汇/高等学校 

［知识责任］魏震宇 编 

［知识责任］赵九洲 编 

  

 

［正题名］英语易混词汇大全 

［第一责任人］孙湘生，龚艳霞编著 

［出版者］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英语/词汇 

［知识责任］孙湘生 编著 

［知识责任］龚艳霞 编著 

  



 

［正题名］剑桥第一证书英语教程词汇 

［第一责任人］吴天石，胡鹤燕编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英语/词汇/高等学校/手册 

［知识责任］吴天石 编 

［知识责任］胡鹤燕 编 

  

 

［正题名］英语单词速记法 

［副题名］高中部分 

［第一责任人］王同亿编著 

［出版者］原子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 

［主题词］英语/词汇/高中 

［知识责任］王同亿 编著 

  

 

［正题名］英语水平考试词汇 

［第一责任人］李务生编 

［出版者］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知识责任］李务生 编 

  

 

［正题名］英语词汇的奥秘 

［副题名］英语单词学习手册 

［第一责任人］蒋争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英语/词汇 

［知识责任］蒋争 著 

  

 

［正题名］汉英法德俄日六国语常用词汇 

［第一责任人］郭景天编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主题词］词汇/中、英、法、德、俄、日 

［知识责任］郭景天 编 

  

 

［正题名］英语基础词汇学习手册 



［副题名］按读音、结构、词义、搭配归类 

［第一责任人］张美英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单词四千六百余个，包括了现行中学英语课本的全部词汇和常用习语，

初中和高中词汇分别加符号说明。 

［主题词］英语/词汇/手册 

［知识责任］张美英 编 

  

 

［正题名］20000 英语常用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章扬恕等编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英语/词典 

［知识责任］章扬恕 编 

  

 

［正题名］日用英文同义字手册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英文反义字手册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英语/反义词/手册 

  

 

［正题名］英语常用词语辩析 

［第一责任人］王才仁编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8 

［知识责任］王才仁 编著 

  

 

［正题名］英语同义词辨析词典 

［并列题名］A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s with Chinese discriminations 

［第一责任人］高克东等主编 

［出版者］吉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入英语同义词 5000 余组,有解释、例句、汉语译文。 

［主题词］英语/同义词词典 

［知识责任］高克东 主编 

  



 

［正题名］当代英语同义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陆昭徽主编 

［出版者］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同义词 328 组，包括英语常用词 1000 个，词条均列有“词义”、“结

构”、“搭配”和“例证”4 项。 

［主题词］英语/同义词词典 

［知识责任］陆昭徽 主编 

  

 

［正题名］英语同义词近义词手册 

［并列题名］A handbook of English synonyms 

［第一责任人］何林松编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 900 组左右的同义近义词，每组有一个基本词及 4～5 个同义近义词,

总共收入近 5000 个词。 

［主题词］同义词/英语/手册 

［知识责任］何林松 编译 

  

 

［正题名］英文介系词成语辞典 

［第一责任人］（美）克罗韦尔著 

［译者］陈贵儒译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 

［知识责任］克罗韦尔 著 

［知识责任］陈贵儒 译 

  

 

［正题名］汉语成语英译手册 

［第一责任人］彭建怡，王庆酉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1 

［主题词］汉语/成语/手册/中、英 

［知识责任］彭建怡 著 

［知识责任］王庆酉 著 

  

 

［正题名］英语成语与汉语成语 

［第一责任人］陈文伯著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4 



［附注内容］本书共 10 章，前 5 章主要从英语成语出发，后 5 章主要从汉语成语从发。书

中涉及英语成语约 700，汉语成语约 700，并和相对的汉语成语比较，以便掌握英汉成语的

互译问题。 

［主题词］英语/成语 

［主题词］汉语/成语 

［知识责任］陈文伯 著 

  

 

［正题名］当代美国俚语及常用口语 

［第一责任人］香港巨文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巨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正题名］ 新美国俚语辞典 

［第一责任人］梁实秋校订 

［出版者］天天图书发行公司 

［出版日期］1984 年购 

［知识责任］梁实秋 校订 

  

 

［正题名］常用英语谚语手册 

［第一责任人］张同盟，陈雪春编译 

［出版者］新联书社 

［出版日期］1983.11 

［丛编题名］英语辅导丛书 

［知识责任］张同盟 编译 

［知识责任］陈雪春 编译 

  

 

［正题名］现代英语常用成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巫维衔，黄文鹰等编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英语/成语词典 

［知识责任］巫维衔 编著 

［知识责任］黄文鹰 编著 

  

 

［正题名］汉英成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词典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10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汉语成语六千余条，照汉语拼音次序排列。英语对应译文力求切合

汉语本义，同时符合英语的习惯表达法。部分词条配有汉英对照 的例句。词典附有“条目



首字拼音索引“和”条目笔画索引”。 

［主题词］英语/成语词典/中、英 

  

 

［正题名］远东英英、英汉双解成语大辞典 

［并列题名］Far East English-English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idioms and phrases 

［第一责任人］梁实秋主编 

［出版者］台北远东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81 

［知识责任］梁实秋 主编 

  

 

［正题名］英汉缩略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四川外语学院《英汉缩略语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1 

 

［正题名］英语缩略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史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英语/缩略语/词典 

［知识责任］史群 编 

  

 

［正题名］英汉缩略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英汉缩略语词典》编写组编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主题词］英语/缩略语/词典 

  

 

［正题名］ 新英汉缩略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郑敏，陈荣烈主编 

［译者］万春林等编写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词条 62162 个。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宇航、科学、激光技术、

物理、历史等,每词条包括缩写、全称、汉译、注释 4 项。 

［主题词］英语/缩略语/词典 

［知识责任］郑敏 主编 

［知识责任］陈荣烈 主编 

［次知识责任］万春林 编写 

  



 

［正题名］英文疑难详解 

［第一责任人］钱歌川编著 

［出版者］中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丛编题名］时代英语丛书 

［主题词］英语/自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钱歌川 编著 

  

 

［正题名］英文疑难译解续篇 

［第一责任人］钱歌川编著 

［出版者］中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丛编题名］时代英语丛书 

［知识责任］钱歌川 编著 

  

 

［正题名］英语语法分析 

［第一责任人］江莲英编 

［出版者］中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知识责任］江莲英 编 

  

 

［正题名］简明英语语法 

［第一责任人］黄关福，张经浩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英语/语法 

［知识责任］黄关福 编 

［知识责任］张经浩 编 

  

 

［正题名］英语句型和惯用法 

［第一责任人］（苏）A·S 荷恩毕著 

［译者］刘贤彬，蔡丕杰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3 

［主题词］英语/句型 

［知识责任］荷恩毕 著 

［次知识责任］刘贤彬 译 

［次知识责任］蔡丕杰 译 

  



 

［正题名］ 明英文文法 

［第一责任人］林语堂著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主题词］英语/语法 

［知识责任］林语堂 著 

  

 

［正题名］英语强语势 

［并列题名］Emphasis in English 

［第一责任人］张文庭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英语/语法 

［知识责任］张文庭 编 

  

 

［正题名］汉译实用英语语法 

［译者］陈则源，夏定雄译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主题词］英语/语法 

［知识责任］汤姆逊 著 

［知识责任］Thomson 著 

［知识责任］马提内 著 

［知识责任］Martinet 著 

［次知识责任］陈则源 译 

［次知识责任］夏定雄 译 

  

 

［正题名］精通美国英语语法五千题 

［第一责任人］（美）泰勒(Taylor, M.)主编 

［译者］张亦政，王晓春编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主题词］英语/语法/解题 

［知识责任］泰勒 主编 

［知识责任］Taylon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亦政 编译 

［次知识责任］王晓春 编译 

  

 

［正题名］简明英语语法表解 



［第一责任人］朱炯强，邹国凡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6.2 第 2 次印刷 

［主题词］英语/语法/表解 

［知识责任］朱炯强 编 

［知识责任］邹国凡 编 

  

 

［正题名］英语语法实例词典 

［第一责任人］（德）利昂哈第著 

［译者］周弦波等编译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6 

［知识责任］利昂哈第 著 

［次知识责任］周弦波 编译 

  

 

［正题名］英语的特点 

［第一责任人］（英）Millington-ward 著 

［译者］鲁守正，徐立译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知识责任］Millington-ward 著 

［次知识责任］鲁守正 译 

［次知识责任］徐立 译 

  

 

［正题名］英语口语的特点 

［第一责任人］汪毓先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英语/口语 

［知识责任］汪毓先 编著 

  

 

［正题名］英语动词的时和体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英语/词/时(语法) 

［主题词］动词/英语/时(语法) 

［主题词］英语/动词/体(语法) 

  

 



［正题名］英语常用动词用法词典 

［第一责任人］张道真编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主题词］英语/动词/词典 

［知识责任］张道真 编著 

  

 

［正题名］英汉双解英语短语动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英语短语动词词典》编写组编写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正题名］英语短语动词 

［第一责任人］罗廷亮著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知识责任］罗廷亮 著 

  

 

［正题名］英语短语动词例解词典 

［第一责任人］里佐享，聂继武编 

［出版者］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主题词］英语/短语/动词/词典 

［知识责任］里佐享 编 

［知识责任］聂继武 编 

  

 

［正题名］英汉双解简明英语短语动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邱述德译 

［译者］许孟雄审校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知识责任］邱述德 译 

［次知识责任］许孟雄 审校 

  

 

［正题名］英语介词用法详解 

［第一责任人］郭荣义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英语/介词 

［知识责任］郭荣义 编 



  

 

［正题名］英语复合词 

［第一责任人］（苏）查辽夫著 

［译者］陈贤义，张集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英语/复合词 

［知识责任］查辽夫 著 

［次知识责任］陈贤义 译 

［次知识责任］张集 译 

  

 

［正题名］英汉双解英语短语动词分类词典 

［并列题名］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al verbs with classificatiation & bilingual 

explanations 

［第一责任人］邹永谊等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 3000 词条和部分成语，每条短语动词都有释义和例句，所收条目

以动词为中心词排列，相同的中心词则以助词的字母顺序排列。 

［主题词］英语/短语/动词/双解词典/英、中 

［主题词］短语-英语-动词-双解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邹永谊 编 

  

 

［正题名］双功能英语介词通览 

［并列题名］A general survey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with a double purpose 

［副题名］英语介词 CPS 系列专论 

［第一责任人］郑孝通编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主题词］英语/介词/自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郑孝通 编著 

  

 

［正题名］英语关连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孟德杰编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词典从纵横两个方面概括出英语关连词的全貌，然后再逐一介绍各关连词的

具体用法，配上例句。 

［主题词］英语/连词/词典 

［知识责任］孟德杰 编著 



  

 

［正题名］简明英汉分类词语及用法辞典 

［第一责任人］（法）J.雷伊等原著 

［译者］刘虹编译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辞典以英国英语的词汇为主,收集了常用词、短语等共 7000 余条,分为日常生

活、政治、教育、宗教、国防等 43 类。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雷伊 原著 

［次知识责任］刘虹 编译 

  

 

［正题名］英语句式详解 

［第一责任人］钟子岩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2 

［丛编题名］英语自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五章，讲述英语各种句型、状语结构、定语结构、并列结构、特种动词

及动词短语。对于每种句子型式都 列举例句，并有必要的说明。 

［主题词］英语/句法 

［知识责任］钟子岩 编 

  

 

［正题名］英语句子结构和分析 

［第一责任人］赵德鑫编著 

［出版者］外语教学 

［出版者］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5 第 3 次印刷 

［主题词］英语/句法结构 

［主题词］英语/句子分析 

［知识责任］赵德鑫 编著 

  

 

［正题名］英语句法 

［第一责任人］（美）寇姆著 

［译者］汪璜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8 

［知识责任］寇姆 著 

［次知识责任］汪璜 译 

  



 

［正题名］英语修辞与翻译 

［副题名］英汉对照 

［第一责任人］陈淑华编著 

［出版者］邮电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知识责任］陈淑华 

  

 

［正题名］英语写作测试基本技巧 

［并列题名］Basic English writing skills in testin 

［第一责任人］王玉西著 

［出版者］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附注内容］本书的目的是使读者对英语的写作特点、形式和技巧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具

备了较好的写作基础上提高写作。 

［主题词］英语/写作/教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王玉西 著 

  

 

［正题名］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第一责任人］Eugene A.Nida.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知识责任］Eugene 

  

 

［正题名］英汉翻译手册 

［第一责任人］钟述孔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3 

［主题词］英语/翻译/手册 

［知识责任］钟述孔 著 

  

 

［正题名］论汉译英的几个问题 

［第一责任人］程镇球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6 

［附注内容］这本小册子是作者于 1979 年冬在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对该所英语写作专业

的研究生所作的五次讲话的英文讲稿，就汉英翻译中准确传达原文政治含义的重要性、局部

和全局的关系以及汉英两种语文不同特点所引起的一些问题等三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和探

讨。 

［主题词］英语/翻译 



［知识责任］程镇球 编 

  

 

［正题名］翻译的技巧 

［第一责任人］钱歌川编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2 

［主题词］英语/翻译理论 

［知识责任］钱歌川 编著 

  

 

［正题名］翻译与比较 

［第一责任人］彭启良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翻译的标准与翻译的方法，谈到了语体、风格与翻译的关系，对英

语与汉语进行了比较，还谈到添词的译法，反义译法，迭音词的英译法，长句的处理，强调

句的译法，以及习语的翻译等，各章都附有翻译的例子。 

［主题词］英语/翻译 

［知识责任］彭启良 编著 

  

 

［正题名］英译汉技巧浅谈 

［第一责任人］马祖毅编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6 

［主题词］英语/翻译 

［知识责任］马祖毅 编著 

  

 

［正题名］英文翻译方法和实例 

［第一责任人］刘天民编著 

［出版者］宏业书局 

［出版日期］1976.3 

［知识责任］刘天民 编著 

  

 

［正题名］文体与翻译 

［第一责任人］刘宓庄著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主题词］翻译/方法 

［知识责任］刘宓庄 著 

  



 

［正题名］突破英语理解第一关 

［副题名］暗示速效模式(SALT) 

［第一责任人］郑孝通编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1 

［附注内容］本书所选的英语句子大都为英语习语和固定表达法，是英语学习的难点。本书

用暗示教学法解决这种难度较高的理解问题，书后附有注释讲解。 

［主题词］英语/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郑孝通 编著 

  

 

［正题名］中译英技巧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翻译》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翻译理论与技巧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文章 41 篇。总结了中译工作中的经验,探讨中译英翻译准则和翻译技巧。

涉及对外宣传中的各种问题,各种体裁作品的中译英问题以及中译英教学和人才培养等问

题。 

［主题词］英语/翻译理论/文集 

  

 

［正题名］汉英口译教程 

［并列题名］A coursebook for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ation 

［第一责任人］王逢鑫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讲授汉英口译理论、原则、技巧与方法的教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社会、生活与旅游等。全书共有 18 课。 

［主题词］英语/口译/教材 

［知识责任］王逢鑫 著 

  

 

［正题名］英汉汉英新编翻译手册 

［第一责任人］罗斯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9.5 

［主题词］英语/翻译/手册 

［知识责任］罗斯 编 

  

 

［正题名］英汉辞典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5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英语/英、中 

  

 

［正题名］英汉小词典 

［第一责任人］商群编 

［译者］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审订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商群 编 

  

 

［正题名］汉英词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汉英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英 

  

 

［正题名］汉英词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汉英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日期］1995.8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英 

  

 

［正题名］英语新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辽宁外语专科学校《英语新词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英、中 

  

 

［正题名］现代汉英词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语言学院编辑研究部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2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英 

  

 

［正题名］国际汉英成语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胡子丹主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10 

［知识责任］胡子丹 主编 

  

 

［正题名］远东英汉大辞典 

［并列题名］Far eas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梁实秋主编 

［出版者］远东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7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综合性英语语文详解词典，共收词条 16 万余条。除基本词汇外，

还收有大量科技、社会科学用语、外来语和人、地名等。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梁实秋 主编 

  

 

［正题名］ 新实用汉英辞典 

［第一责任人］梁实秋主编 

［出版者］远东图书公司印行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梁实秋 主编 

  

 

［正题名］ 新英汉求解作文例句文法辨义五用辞典 

［第一责任人］国际编译社编 

［出版者］外文书店 

［出版日期］1982 

［知识责任］国际编译社 编 

  

 

［正题名］汉英分类插图词典 

［第一责任人］广州外国语学院《汉英分类插图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7 

［主题词］英语/插图词典 

［主题词］插图词典/英、中 

  



 

［正题名］新汉英词典 

［出版者］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3 

 

［正题名］常用英文短语辞典 

［出版者］外语学习社出版 

［出版日期］1980.10 

 

［正题名］英文新字字典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0.2 

［知识责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编 

  

 

［正题名］现代英语用法词典 

［书目卷册］3-5 

［第一责任人］张道真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987 

［知识责任］张道真 著 

  

 

［正题名］英汉图书馆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张蕴珊等编 

［出版者］商务 

［出版日期］1983.7 

［知识责任］张蕴珊 编 

  

 

［正题名］牛津－杜登英汉图解词典 

［第一责任人］西德杜登出版社，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字典编辑部编 

［译者］卜纯英等译 

［出版者］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次知识责任］卜纯英 译 

  

 

［正题名］英华大词典 

［第一责任人］郑易里，曹成修编 

［出版者］商务 

［出版日期］1985.12 

［附注内容］本词典收入的词目，包括缩略语、复合词和派生词在内共十二万余条。 



［知识责任］郑易里 编 

［知识责任］曹成修 编 

  

 

［正题名］当代英汉详解词典 

［第一责任人］周纪彦，江西河等合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6 

［知识责任］周纪彦 编 

［知识责任］江西河 编 

  

 

［正题名］ 新实用英汉辞典 

［第一责任人］梁实秋主编 

［译者］远东图书公司编 审会编辑 

［出版者］广州远东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84 

［知识责任］梁实秋 主编 

  

 

［正题名］新英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8 

［知识责任］新英汉词典编写组 编 

  

 

［正题名］英汉读报常用词典 

［第一责任人］《英汉读报常用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知识责任］英汉读报常用词典编写组 编 

  

 

［正题名］精选英汉汉英词典 

［并列题名］Concise 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朱原等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6.6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朱原 编译 

  

 



［正题名］汉英逆引词典 

［并列题名］A rever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余云霞等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5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英 

［知识责任］余云霞 编 

  

 

［正题名］英汉大学词典 

［并列题名］The English-Chinese collegiate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王同亿主编 

［出版者］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王同亿 主编 

  

 

［正题名］新编英语用法词典 

［第一责任人］源可乐 ，刘和平主编 

［出版者］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英语/词典 

［知识责任］源可乐 主编 

［知识责任］刘和平 主编 

  

 

［正题名］当代英汉分类详解词典 

［第一责任人］胡作群主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胡作群 主编 

  

 

［正题名］英语惯用法简明词典 

［第一责任人］(英)伯特著 

［译者］刘子良等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4 

［主题词］英语/词典 



［知识责任］伯特 编 

［次知识责任］刘子良 译 

  

 

［正题名］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 

［并列题名］Longman contemporar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者］朗文出版(远东)公司 

［出版日期］1988.10 

［主题词］英语/双解词典 

［主题词］双解词典/英、中 

  

 

［正题名］实用汉英小词典 

［第一责任人］《实用汉英小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英 

  

 

［正题名］现代汉英词典 

［并列题名］A MODERN CHINESE-ENELISH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词典编辑室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1 

［附注内容］本词典收入十年来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技术等方面新出现的词汇四千

八百多条。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英 

  

 

［正题名］英汉双解《新概念英语》辞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钢铁学院外语系《新概念英语》辞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正题名］英汉大词典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陆谷孙主编 

［译者］《英汉大词典》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知识责任］陆谷孙 主编 



  

 

［正题名］英汉大辞典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英汉大辞典》 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知识责任］英汉大辞典编辑部 编 

  

 

［正题名］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 

［并列题名］=A MODERN COMPREHENSIV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吴光华主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0 英、中 

［知识责任］吴光华 主编 

  

 

［正题名］英语趣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王永庭编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知识责任］王永庭 著 

  

 

［正题名］新知识英汉辞典 

［并列题名］New approach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纪秋郎主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1.6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共 5.3 万条，并以插图、照片辅助译文。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纪秋郎 主编 

  

 

［正题名］英汉百科翻译大词典 

［并列题名］The encyclopaedic dictionary English-Chiness translation 

［第一责任人］曹焰，张奎武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4 

［附注内容］本词典收词 5 万，涉及学科近百个；译例 15，引用著作、译作两千余部。 



［主题词］英语/翻译/百科词典 

［主题词］百科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曹焰 主编 

［知识责任］张奎武 主编 

  

 

［正题名］同尾汉英词典 

［第一责任人］周继武等编著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英 

［知识责任］周继武 编著 

  

 

［正题名］汉英新词语词典 

［并列题名］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责任人］戎林海主编 

［出版者］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收录词语一千余条，涉及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教、医疗卫生、工农业、文

学艺术等方面。 

［主题词］英语/新词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新词语/英、中 

［知识责任］戎林海 主编 

  

 

［正题名］英汉双解朗文美语词典 

［并列题名］Longman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第一责任人］格雷(Gray, Arley) ，萨默斯(Summers, Della)主编 

［译者］郑荣成等译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收录了当代美国英语 常用和 新的词语，计 3.8 万多个单词和短语，包括了

当代美语中的口语和俚俗新词语和表达法。 

［主题词］英语/美国/双解词典 

［主题词］双解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格雷 主编 

［知识责任］Gray 主编 

［知识责任］萨默斯 主编 

［知识责任］Summers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郑荣成 译 

  

 



［正题名］西索简明汉英词典 

［并列题名］Sisu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邱懋如主编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丛编题名］西索汉外系列词典 

［附注内容］本词典在 25000 条左右的基础词语上收新词 1000 余条。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英 

［知识责任］邱懋如 编 

  

 

［正题名］英语双解关键词词典 

［并列题名］Dictionary of key words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第一责任人］ （英）Mary Edwards 原著 

［译者］杨传普编译，张月薇审校 

［出版者］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附注内容］在词义选择上突出 根本、 常用的词、在释义上多采用义词、核心词或反义

词对照解释。在用法上注重实用，尤其注重词的语法功能及其用法。 

［主题词］英语/双解词典 

［主题词］双解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爱德华兹 原著 

［知识责任］Edwards 原著 

［次知识责任］杨传普 编译 

［次知识责任］张月薇 审校 

  

 

［正题名］汉英百科词典 

［第一责任人］安然主编 

［出版者］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辞典内容包括党政军、农工商、教科文以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 15 个门类,

收入词汇 5 万多条。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英 

［知识责任］安然 主编 

  

 

［正题名］汉英新辞典 

［并列题名］A Chinese-English new words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刘志和等主编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汉语新词 21000 余条，英语对应词条 28000 余条，条目一般用对应的

英语释义。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英 

［知识责任］刘志和 主编 

  

 

［正题名］新汉英词典 

［第一责任人］胡学元编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主题词］英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胡学元 编 

  

 

［正题名］时代英英－英汉双解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颜元叔主编，林耀福校 

［出版者］万人出版社有限公司 

［主题词］英语/双解词典 

［主题词］双解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颜元叔 主编 

［知识责任］林耀福 校 

  

 

［正题名］中国人学英语的难点 

［第一责任人］（ 美）徐凌志韫主编 

［译者］宋玉珂，吴洁敏译 

［出版者］旅游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英语/教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徐凌志韫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玉珂 译 

［次知识责任］吴洁敏 译 

  

 

［正题名］《大学基础英语》练习答案 

［书目卷册］第一、二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研室编 

［出版者］商务 

［出版日期］1977 

 

［正题名］高级英语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张汉熙著 

［出版者］商务 

［出版日期］1980.4 

［主题词］英语/课外读物 

［知识责任］张汉熙 著 

  

 

［正题名］英语快速阅读 

［第一责任人］何业华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英语/阅读/教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何业华 编写 

  

 

［正题名］怎样阅读英文报纸 

［第一责任人］梁洪浩，伍于诚编著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4 

［主题词］英语/报纸/阅读辅导 

［知识责任］梁洪浩 编著 

［知识责任］伍于诚 编著 

  

 

［正题名］新概念英语阅读手册 

［第一责任人］郑孝通编 

［出版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英语/阅读/手册 

［知识责任］郑孝通 编 

  

 

［正题名］新编循序渐进美国英语 

［书目卷册］第 1-7 级 

［第一责任人］藏庆凤，汪颖译注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知识责任］藏庆凤 译注 

［知识责任］汪颖 译注 

  

 

［正题名］英语听说 

［并列题名］LISTEN AND SPEAK 

［书目卷册］上、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道真编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英语/视听教学/广播讲座 

［知识责任］张道真 编著 

  

 

［正题名］英语快速阅读 

［第一责任人］何善康等编 

［出版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阅读教学/英语/研究史/教材 

［知识责任］何善康 编 

  

 

［正题名］欧洲文化入门 

［并列题名］European culture：an introduction 

［第一责任人］王佐良等主编 

［译者］司徒双等编著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大学英语系教科书。 

［主题词］文化/欧洲/英文 

［主题词］英语/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王佐良 主编 

［次知识责任］司徒双 编著 

  

 

［正题名］改变历史的新闻 

［并列题名］History-making news 

［第一责任人］马全忠编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2.6 

［知识责任］马全忠 编 

  

 

［正题名］汉英对照《孙子兵法》 

［并列题名］A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reader the art of war Sun Zi 

［第一责任人］潘嘉玢，刘瑞祥译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知识责任］潘嘉玢 译 

［知识责任］刘瑞祥 译 

  



 

［正题名］论十大关系 

［副题名］汉字对照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商英注释 

［出版者］商务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对照读物/英、中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次知识责任］商英 注释 

  

 

［正题名］妙语连珠 

［副题名］常见常听的英美口语一千句 

［第一责任人］罗斯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主题词］英语/口语/自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罗斯 编著 

  

 

［正题名］访美必读 

［并列题名］Medical Learning in north America 

［副题名］英汉对照 

［第一责任人］（美）B.Pillsbury 著 

［译者］陈尧光，林永福协助整理，王枫林等译 

［出版者］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7 

［丛编题名］美中教育学会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为帮助正在或准备到美国和加拿大进行研究工作的中国医生、公共卫生

工作者和生物医学研究人员而写的。书中主要介绍了北美社会、北美教育界及学者的特点，

以及西方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步骤等方面的知识。 

［主题词］英语/对照读物 

［知识责任］皮尔斯伯里 著 

［知识责任］Pillsbury 著 

［次知识责任］陈尧光 整理 

［次知识责任］林永福 整理 

［次知识责任］王枫林 译 

  

 

［正题名］留美必读 

［并列题名］A REQUIREMENT FOR A TRIP TO USE 

［第一责任人］陶尧遵编著 

［出版者］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附注内容］本文分正文与附录两部分，正文每单元包括课文和会话，选自 1984 年以来的

新资料，内容包括研究生院、农学、植物遗传、园艺、农经等。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简介/美国 

［主题词］英语/课外读物 

［知识责任］陶尧遵 编著 

  

 

［正题名］赴美英语指南 

［并列题名］A GUIDE TO U.S.A. THE VISLT OR'S COMPANION 

［副题名］英汉对照 

［第一责任人］李扬，李沂等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知识责任］李扬 编 

［知识责任］李沂 编 

  

 

［正题名］英语口语日常用句 

［第一责任人］（英）帕麦尔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 

［知识责任］帕麦尔 著 

  

 

［正题名］英语口语教材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英语教材编写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英语/口语/教材 

  

 

［正题名］英语口译手册 

［第一责任人］辽宁大学外语系《英语口译手册》编写组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英语/口译/手册 

  

 

［正题名］英语九百句 

［副题名］汉译注释 

［第一责任人］（美）英语服务社组织编写 

［译者］常叙平译注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英语/句型/课外读物 

［次知识责任］常叙平 译注 

  

 

［正题名］学说英语 900 句 

［第一责任人］常叙平编著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主题词］英语/口语 

［知识责任］常叙平 编著 

  

 

［正题名］实用英语会话手册 

［副题名］英汉对照 

［第一责任人］洪雪因等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社 

［出版日期］1982.4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当前外事工作的实际情况，共分 23 个单位，拟订了出国人员可能遇

到的共 82 个各种场合，分门别类地编 写了相应的英语对话 ，并且译成了汉语。每一单元

的有关场 合均附英汉对照词汇。 

［主题词］英语/汉语/手册 

［知识责任］洪雪因 编著 

  

 

［正题名］英语口语大全 

［第一责任人］梁成锦编译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知识责任］梁成锦 编译 

  

 

［正题名］中英日会话手册 

［第一责任人］朱永锴等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知识责任］朱永锴 编 

  

 

［正题名］功能美国口语 

［第一责任人］（英）琼 斯(Jones, L.)著 

［译者］柳振等译注 

［出版者］轻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主题词］英语/口语 

［知识责任］琼斯 著 

［知识责任］Jones 著 

［次知识责任］柳振 译注 

  

 

［正题名］美国天天用口语 

［第一责任人］于才千，慰宗编译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1 

［知识责任］于才千 编译 

［知识责任］慰宗 编译 

  

 

［正题名］ 新美国实用英语口语速成 

［并列题名］A LATEST CRASH COURSE IN CONVERSATION ENGLISH IN THE U.S.A. 

［第一责任人］王吉田译注 

［出版者］旅游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3 

［主题词］英语/口语/美国/教材 

［知识责任］王吉田 译注 

  

 

［正题名］CIA 美语实况会话 

［第一责任人］刘毅编著 

［出版者］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附注内容］CIA 语言教学法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情报人员语言能力采用的一种特殊语言

记忆法。本书采用了这种训练法。 

［主题词］英语/口语/自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刘毅 编著 

  

 

［正题名］英语常用会话大全 

［第一责任人］丁孝文等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50 多个专题，囊括了日常生活和出国过程的各个方面，为读者在各

种具体场合下进行英语交流提供了范文。 

［主题词］英语/口语/对照读物/英、中 

［知识责任］丁孝文 编著 

  

 

［正题名］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 



［副题名］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法）拉法格(P. Lafargue)著 

［译者］罗大冈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4 

［主题词］法语/语言演变/近代 

［知识责任］拉法格 著 

［知识责任］Lafargue 著 

［次知识责任］罗大冈 译 

  

 

［正题名］汉法常用生活词汇 

［第一责任人］陈荣生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12 

［主题词］法语/词汇 

［知识责任］陈荣生 编 

  

 

［正题名］简明法语语法 

［第一责任人］徐百康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法语/语法 

［知识责任］徐百康 编 

  

 

［正题名］法语口语 

［第一责任人］陈振尧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法语/口语/教材 

［知识责任］陈振尧 编 

  

 

［正题名］法语语法手册 

［第一责任人］徐知免编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主题词］法语/语法/手册 

［知识责任］徐知免 编著 

  

 

［正题名］法语介词à和 de 的用法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词典组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法语/语法 

  

 

［正题名］法语句法和句型初探 

［第一责任人］郭麟 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7 

［附注内容］本书是参考法国关于法语句子和句型方面的书，并根据编者自己的一些经验体

会写成的一本探讨性的著作。全书共分八章。 

［主题词］法语/句法/研究 

［主题词］法语/句型/研究 

［知识责任］郭麟  著 

  

 

［正题名］袖珍法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法汉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7.3 

［附注内容］本词典以供读者查阅法语单词词义为主要目的。全书共收法语单词 26,000 左

右，包括基本词汇、一般词汇和一定数量的科技术语，并注意吸收已通用的新词和新义。在

正文之后，附有较详尽的动词变位表。 

  

 

［正题名］汉法成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词典组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法语/成语词典/中、法 

  

 

［正题名］法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法汉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0 

［主题词］法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法、中 

  

 

［正题名］新简明法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广州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新简明法汉词典》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5 

［主题词］法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法、中 

  

 

［正题名］法汉缩略语词典 

［并列题名］Dictionnaire Franc,ais-Chinois des sigles et Abreviations 

［第一责任人］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法汉缩略语词典》编辑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3 

［主题词］法语/缩略语/词典/法、中 

  

 

［正题名］汉法现代用语词典 

［并列题名］DICTIONNAIRE CHINOIS-FRAN CAIS DE TERMES ET EXPRESSIONS 

MODERNES 

［第一责任人］陈荣生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主题词］法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法 

［知识责任］陈荣生 编 

  

 

［正题名］简明现代法汉-汉法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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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责任人］许龙宝等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约 2 万 8 千条法语中的基本词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文化和艺术、旅游，特别是一般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常用词语。 

［主题词］法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法 

［知识责任］许龙宝 编 

  

 

［正题名］强化德语教程《目标》 

［丛书］听力技能训练 

［书目卷册］上册 

［并列题名］Begleitendes material zum lehrwerk“ziele” 

［丛书］leseverstehen teil 

［书目卷册］I 

［第一责任人］顾芸英编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德语/高等教育/教材 

［知识责任］顾芸英 编 

  

 

［正题名］强化德语教程《目标》 

［丛书］阅读技能训练 

［书目卷册］上册 

［并列题名］Begleitendes material zum lehrwerk“ziele” 

［丛书］leseverstehen teil 

［书目卷册］I 

［第一责任人］顾芸英编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德语/高等教育/教材 

［知识责任］顾芸英 编 

  

 

［正题名］简明德语语音学 

［第一责任人］张天麟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11 

［主题词］德语/语音学 

［主题词］语音学/德语 

［知识责任］张天麟 著 

  

 

［正题名］德汉同义词反义词双用词典 

［并列题名］Deutsch-Chinesisches woerterbuch der synonyme und antonyme 

［第一责任人］杭国生等编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入词目 12000 多个，同义词和反义词的词条或词组多达 11 万条。 

［主题词］德语/同义词词典/德、中 

［主题词］德语/反义词词典/德、中 

［知识责任］杭国生 编 

  

 

［正题名］汉德成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汉德词典》编写组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8 

［主题词］德语/成语词典 

  



 

［正题名］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 

［第一责任人］（德）歌德(J.W. Goethe)著 

［译者］程代熙，张惠民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6 

［主题词］杂著/德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歌德 著 

［知识责任］Goethe 著 

［次知识责任］程代熙 译 

［次知识责任］张惠民 译 

  

 

［正题名］简明德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广州外国语学院《简明德汉词典》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德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德、中 

  

 

［正题名］德汉辞典 

［第一责任人］《德汉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1 

［附注内容］本词典是一部中型的综合性语文工具书，释义与用法并重，收词 85000 多个，

其中科技词约计 18000 个。 

  

 

［正题名］西汉缩略语小词典 

［第一责任人］辛华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5 

［主题词］西班牙语/缩略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西班牙语/缩略语/西、中 

［知识责任］辛华 编 

  

 

［正题名］西班牙语语法 

［第一责任人］张雄武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8 

［主题词］西班牙语/语法 



［知识责任］张雄武 编著 

  

 

［正题名］苏联人名重音词典 

［第一责任人］高中音等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5 

［主题词］姓名/重音/苏联/词典 

［知识责任］高中音 编 

  

 

［正题名］汉俄分类词汇手册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外文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11 

［主题词］俄语-词汇/手册/中、俄 

  

 

［正题名］俄语同义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同义词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8 

［主题词］俄语/同义词/词典 

［知识责任］王超尘 主编 

  

 

［正题名］俄汉成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俄汉成语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 

［主题词］俄语/成语词典 

  

 

［正题名］俄语惯用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龚人放，白振海等编 

［出版者］地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主题词］俄语/社会习惯语/词典 

［知识责任］龚人放 编 

［知识责任］白振海 编 

  

 

［正题名］俄汉缩略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编 



［译者］上海外国语学院《缩略语词典》组修订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5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缩略语四万三千条左右。条目中反映七十年代 新科技成就的各类

专业技术用语 约占半数以上；苏联、其他国家和各种国际组织机构的名称约占百分之三十

左右。 

［主题词］俄语/缩略语/词典/俄、中 

  

 

［正题名］现代俄语语法新编 

［第一责任人］张会森主编 

［译者］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俄语/语法 

［知识责任］张会森 主编 

  

 

［正题名］俄语语法表解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韦光华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6.8 

［主题词］俄语/语法 

［主题词］语法-俄语 

［知识责任］韦光华 编 

  

 

［正题名］俄语词法和拼写法难题解答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俄语词法和拼写法方面的疑难问题 441 个，全部编译自苏联В·А·多

布罗梅斯洛夫和Д·З·罗森塔尔合写的《语法和拼写法难题解答》及苏联《中学俄语教学》

杂志 1961～1966 年各期“问题解答栏”。书中问题的提出和解释均以俄语传统词法为依据。 

［主题词］俄语/词法/解题 

［主题词］俄语/拼写/解题 

  

 

［正题名］俄语姓名用法详解 

［第一责任人］刘星华著 

［出版者］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主题词］俄语/姓名 



［主题词］姓名学/苏联 

［知识责任］刘星华 著 

  

 

［正题名］简明俄语构词词典 

［并列题名］Краткий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

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第一责任人］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教研究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7.7 

［主题词］俄语/词典 

  

 

［正题名］现代俄语句法学 

［第一责任人］吴贻翼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7 

［知识责任］吴贻翼 著 

  

 

［正题名］怎样写俄语书信 

［副题名］俄语书信礼仪 

［第一责任人］ （苏）阿基申娜(Акищина, А.А.)，（苏）福尔马诺夫斯卡娅(Фо

рмановская, Н.И.)著 

［译者］冯明霞，丁之，张锦浩译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书信的结构、书信的涵义、书信范例及信函和信封的格式。 

［主题词］俄语/书信/写作 

［知识责任］阿基申娜 著 

［知识责任］Акишина 著 

［知识责任］福尔马诺夫斯卡娅 著 

［知识责任］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著 

［次知识责任］冯明霞 译 

［次知识责任］丁之 译 

［次知识责任］张锦浩 译 

  

 

［正题名］汉俄译例汇编 

［副题名］政治、新闻语汇 

［副题名］征求意见稿 

［第一责任人］《汉俄译例汇编》编辑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 



［主题词］俄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俄 

  

 

［正题名］汉俄词典 

［第一责任人］上海外国语学院《汉俄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 

［主题词］俄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俄 

  

 

［正题名］俄汉新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黑龙江大学《俄汉新词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主题词］俄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俄、中 

  

 

［正题名］俄语常用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俄语常用词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对我国学生常用而在理解或运用上又有一定难点的词 1080 个，列为

词条，另有对比词 881 个，其中包括动词、名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副词和前置词。每

个词条一般包括释义、搭配、例句、注释 4 个部分。 

［主题词］俄语/词典 

  

 

［正题名］俄汉新词新义 

［第一责任人］张宝梁等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8 

［主题词］俄语/新词语/词典/俄、中 

［知识责任］张宝梁 编 

  

 

［正题名］俄汉图解词典 

［第一责任人］李未清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主题词］俄语/图解词典/俄、中 

［知识责任］李未清 主编 



  

 

［正题名］新俄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辽宁大学外语系《新俄汉词典》编写组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6 

［主题词］俄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俄、中 

  

 

［正题名］大俄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俄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俄、中 

  

 

［正题名］俄语 8000 常用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潘国民主编 

［译者］王鲁生等编辑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主题词］俄语/词典 

［知识责任］潘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鲁生 编辑 

  

 

［正题名］简明俄汉双解词典 

［并列题名］Кратки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то яз

ыка 

［第一责任人］陈秋生主编 

［译者］董时曦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双解词典/俄、中 

［主题词］俄语/双解词典 

［知识责任］陈秋生 主编 

［次知识责任］董时曦 编 

  

 

［正题名］俄汉双解详解辞典 

［第一责任人］刘相国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主题词］俄语/双解词典 

［知识责任］刘相国 主编 

  

 

［正题名］俄英汉军语缩略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温金权， 蓝晓石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9 

［主题词］军事/缩略语/词典/俄、英、中 

［知识责任］温金权 编 

［知识责任］蓝晓石 编 

  

 

［正题名］俄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胡敦伟等主编 

［出版者］吉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5 

［主题词］俄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俄、中 

［知识责任］胡敦伟 主编 

  

 

［正题名］实用俄汉语字典 

［并列题名］ПРИКЛАДНО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И СЛОВАРЬ 

［第一责任人］谢克宽编 

［出版者］河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 

［主题词］俄语/字典 

［主题词］字典/俄、中 

［知识责任］谢克宽 编 

  

 

［正题名］大汉俄词典 

［并列题名］Большо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第一责任人］马云骧，刘 野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附注内容］收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军事、外交、科技、历史、地理

等领域词语 20 万余条目，包括单字、词、词组、成语。 

［主题词］俄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俄、中 

［知识责任］马云骧 主编 

［知识责任］刘野 主编 



  

 

［正题名］西索简明汉俄词典 

［并列题名］SISU Кратки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第一责任人］石 仁编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7 

［丛编题名］西索汉外系列词典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词目近 2 万个。 

［主题词］俄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俄 

［知识责任］石仁 编 

  

 

［正题名］汉俄翻译词典 

［第一责任人］张宝梁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5.10 

［知识责任］张宝梁 主编 

  

 

［正题名］俄汉双解俄语方言词典 

［并列题名］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их говоров с Русским и К

итайским толкованиями 

［第一责任人］吕存亮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12 

［附注内容］本词典收录了俄罗斯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外贝加尔地区和新西伯利亚州的俄语

方言词 2.6 万余条，用俄汉文对照方式加以释义。 

［主题词］俄语/方言词典:双解词典/俄、中 

［主题词］方言词典:双解词典-俄语/俄、中 

［知识责任］吕存亮 主编 

  

 

［正题名］简明俄汉外电外报资料手册 

［第一责任人］王勇，郭建勋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9 

［主题词］俄语/写作/手册 

［知识责任］王勇 编 

［知识责任］郭建勋 编 

  

 

［正题名］日语学习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商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9 

［知识责任］商群 编 

  

 

［正题名］日语的特点 

［第一责任人］ （日）金田一春彦著 

［译者］李德，陶振孝译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日语/语言学/概论 

［知识责任］金田一春彦 著 

［次知识责任］李德 译 

［次知识责任］陶振孝 译 

  

 

［正题名］日语汉字音读速查表 

［第一责任人］北京冶金研究所日语学习编制 

［出版者］《金属材料研究》编辑部 

［出版日期］1975 

 

［正题名］日本常用汉字读音例解 

［第一责任人］李晓中，徐萍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1 

［主题词］日语/汉字/语音 

［知识责任］李晓中 编 

［知识责任］徐苹 编 

  

 

［正题名］日本汉字读音辞典 

［第一责任人］韩秀英，朱洪法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辞典收集日本汉字单字条目八千余条,采用《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排方式,按

现代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字头,并附有两个检字表。 

［主题词］日语/汉字/语音/词典 

［知识责任］韩秀英 编 

［知识责任］朱洪法 编 

  

 

［正题名］日本常用汉字表 



［第一责任人］郑保山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9 

［附注内容］本书是 1974 年出版的《日本当用汉字表》的修订本，并改名为《日本常用汉

字表》。表中汉字共 1945 个 

［主题词］日语/汉字/图表 

［知识责任］郑保山 编 

  

 

［正题名］日本姓氏字典 

［副题名］中英日三用 

［第一责任人］丁祖威编撰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1.11 

［知识责任］丁祖威 编撰 

  

 

［正题名］日汉新华字典 

［第一责任人］（日）香坂顺一编译 

［出版者］海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主题词］词典/中、日 

［知识责任］香坂顺一 编译 

  

 

［正题名］日本常用汉字手册 

［第一责任人］吉林大学汉日词典编辑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6 

［主题词］日语/汉字/手册 

  

 

［正题名］日语常用语惯用法 

［第一责任人］赵福泉，海澄波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知识责任］赵福泉 编 

［知识责任］海澄波 编 

  

 

［正题名］日语常用词例解词典 

［第一责任人］常瀛生， 吴绪彬编译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2 



［附注内容］本词典精选了约 4500 个单词，并通过大量实用的例句，详细说明每个词的各

种含义和用法。 

［主题词］日语/词典/日、中 

［知识责任］常瀛生 编译 

［知识责任］吴绪彬 编译 

  

 

［正题名］中日成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黄星赫编 

［出版者］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知识责任］黄星赫 编 

  

 

［正题名］日语外来语还原规则指南 

［第一责任人］陈宝库编 

［出版者］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日语外来语还原规则指南》和《日语外来语还原规则指示盘》两部

分，书中通过大量的词例和练习对所示规律做了具体解释。 

［主题词］日语/来语/手册 

［知识责任］陈宝库 编 

  

 

［正题名］现代日语外来语新词典 

［第一责任人］张录贤编著 

［出版者］宇航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收集了 1982 年至 1990 年间出现的新的外来语词条 21500 余条。 

［主题词］日语/外来语/词典 

［知识责任］张录贤 编著 

  

 

［正题名］新编日语外来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史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3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日语外来语 62000 条，其中正文约 56500 条，附录约 5500 条。内

容包括政治、社会、军事、通讯、科技、体育、音乐戏剧、医学卫生、电影电视以及服饰发

型等方面的常用外来语。 

［主题词］日语/外来语/词典 

［知识责任］史群 编 

  

 



［正题名］现代日语语法手册 

［第一责任人］《现代日语语法手册》编写小组编写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日语/语法/手册 

  

 

［正题名］日语惯用型 

［第一责任人］陈书玉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7 

［附注内容］本书把日语常见的惯用型词组，按音序分类，共收 523 条。每条有译词、搭配、

解说和数量较多的例句。 

［主题词］日语/社会习惯语 

［知识责任］陈书玉 编 

  

 

［正题名］日语惯用型 

［第一责任人］周炎辉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8 

［附注内容］本书就口语惯用型的结构、接续方法、语法作用、语法意义、语感、同义惯用

型的辨析、反义惯用型的对照、我国学生的疑难等方面对日语惯用型作了剖析，涉及的惯用

型有一千五百余条。 

［主题词］日语/语法 

［知识责任］周炎辉 著 

  

 

［正题名］日语惯用语例解手册 

［副题名］人体词汇惯用语专辑 

［第一责任人］王宏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附注内容］本手册正文前有日语惯用语简介。全书共收 49 个词，让人体词汇惯用语 1400

余条，各条分别配有对译词义和例证。 

［主题词］日语/社会习惯语/手册 

［知识责任］王宏 编 

  

 

［正题名］日语的时和体 

［第一责任人］王宏编著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2 

［主题词］日语/时(语法) 



［主题词］日语/体(语法) 

［知识责任］王宏 编著 

  

 

［正题名］日语语法 

［第一责任人］王曰和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2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日语的词法。对一般基础语法不大讲的习惯用法、搭配

关系等也多所采择 

［主题词］日语/语法 

［知识责任］王曰和 编 

  

 

［正题名］现代日语语法 

［第一责任人］谢秀忱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12 

［附注内容］本书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日语语法基本知识，内容由词法句法两部分组成。

词法部分包括概论、体言、用言、从属成分、附属成分；句法部分包括句子概说、句子的基

本成份、特殊成份和句子分类。 

［主题词］日语/语法 

［知识责任］谢秀忱 编 

  

 

［正题名］中国人用现代日语语法 

［第一责任人］王瑜著 

［译者］杨寿聘，张生林编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 

［附注内容］这本语法是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王瑜总结了在日本教中国人日语十五年的经

验，用大量通俗例句，详细地讲解了日语的语法，经两位专家编译成中文本，是比较难得的

通俗语法书。 

［主题词］日语/语法 

［知识责任］王瑜 著 

［次知识责任］杨寿聘 编译 

［次知识责任］张生林 编译 

  

 

［正题名］简明日语语法 

［第一责任人］宋仰之编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2 

［主题词］日语/语法 



［知识责任］宋仰之 编著 

  

 

［正题名］现代日语语法辞典 

［第一责任人］杨树媛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主题词］日语/语法/词典 

［知识责任］杨树媛 编著 

  

 

［正题名］日本文言语法详论 

［第一责任人］吕永清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7.9 

［主题词］日语/文言/语法 

［知识责任］吕永清 编 

  

 

［正题名］日语助词新探 

［第一责任人］王宏编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1 

［附注内容］本书是现代日语语法专题讲座的助词部分，书中吸收和运用日本有关方面的新

的研究成果，着重分析日语助词在用法上的异同。全书共分九个专题。每个专题都附有习题

和解答。 

［主题词］日语/助词/研究 

［知识责任］王宏 编著 

  

 

［正题名］日语助词意义用法分析 

［第一责任人］傅孟锦， 傅穗编 

［出版者］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 

［出版日期］1984.1 

［主题词］日语/助词/语法分析 

［知识责任］傅孟锦 编 

［知识责任］傅穗 编 

  

 

［正题名］日本常用词组 

［第一责任人］刘震宗，刘剑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2 

［知识责任］刘震宗 编 



［知识责任］ 刘剑 编 

  

 

［正题名］日语句子结构分析 

［第一责任人］李统汉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 

［主题词］日语/句子分析 

［知识责任］李统汉 编著 

  

 

［正题名］日语常用词语例解 

［第一责任人］田龙熙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4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入日常会话 、文学作品、政论性文章和科技书刊中常见的词组和惯

用型等 330 余条，并附以必要的例句和简要注释。 

［主题词］日语/词语/解释 

［知识责任］田龙熙 编 

  

 

［正题名］日语翻译方法 

［第一责任人］谢秀忱编著 

［出版者］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8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典型的例句和例文的剖析，讲解日语某些语法在翻译中的不同运用。

书中选择了比较广泛的体裁：政论、文学、诗歌、科技等作为典型范文，探讨了日汉两种语

言的翻译特点和翻译技巧。 

［主题词］日语/翻译/方法 

［知识责任］谢秀忱 编著 

  

 

［正题名］日汉翻译教程 

［第一责任人］周明主编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主题词］日语/翻译/教材 

［知识责任］周明 主编 

  

 

［正题名］日汉翻译教程 

［第一责任人］靖立青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主题词］日语/翻译/电视大学/教材 

［知识责任］靖立青 著 

  

 

［正题名］汉日词典 

［第一责任人］吉林大学汉日词典编辑部编写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2 

［主题词］日语/词典/中、日 

  

 

［正题名］新日汉辞典 

［第一责任人］大连外国语学院《新日汉辞典》编印组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5 

［主题词］日语/辞典 

［主题词］辞典/日、中 

  

 

［正题名］日华大辞典 

［副题名］ 新详解 

［第一责任人］井上翠编著 

［出版者］伟青书店出版 

［出版日期］19?? 

［知识责任］井上翠 编著 

  

 

［正题名］详解日汉辞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外国语学校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4 

［主题词］日语/词典/日、中 

  

 

［正题名］简明日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刘文祥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日语常用词 30936 条。包括基本词汇，一般词汇，普通科技词汇，

外来语等。 

［主题词］日语/词典/日、汉 

［知识责任］刘文祥 编 

  

 



［正题名］日汉世界地名译名词典 

［第一责任人］李守贞， 钱端义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10 

［附注内容］本辞典共收入常用世界地名三万余条。 

［主题词］地名/译名/世界/词典/日、中 

［知识责任］李守贞 编 

［知识责任］钱端义 编 

  

 

［正题名］简明汉日词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语言学院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5.1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汉语单词 3000 余个，复词 20000 余条。收词以语词为主，适当兼收

常用百科。同时对词的用法，特别是虚词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书末有附录十二种。 

［主题词］日语/词典 

  

 

［正题名］岩波日中辞典 

［第一责任人］（日）仓石武四郎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6.6 

［主题词］日语/词典 

［知识责任］仓石武四郎 编 

  

 

［正题名］日汉活用辞典 

［第一责任人］陈炳〓，张金〓等编 

［出版者］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5.9 

［知识责任］陈炳〓 编 

［知识责任］张金〓 等编 

  

 

［正题名］ 新汉日日汉两用辞典 

［第一责任人］江信光编著 

［出版者］香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5 

［知识责任］江信光 编著 

  

 

［正题名］现代日汉大词典 

［第一责任人］宋文军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7.9 

［主题词］日语/词典 

［知识责任］宋文军 主编 

  

 

［正题名］日、英、汉新经济词典 

［第一责任人］（日）李嗣明主编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贸易、证券、银行、保险、关税、会计、统计和经济学方面。 

［主题词］经济/词典/日、英、汉 

［知识责任］李嗣明 主编 

  

 

［正题名］日汉成语谚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赵苍率主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 

［附注内容］本书从大量的成语，谚语中精选了 8000 条左右，连同参考条目，约近万条。 

［主题词］日语/成语词典/日、中 

［知识责任］赵苍率 主编 

  

 

［正题名］中日分类词典 

［第一责任人］章辉夫等编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附注内容］本词典分为 30 个大类，收词条近 4 万条。 

［主题词］日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日 

［知识责任］章辉夫 编 

  

 

［正题名］ 新日汉辞典 

［第一责任人］吴振坤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2 

［主题词］日语/词典 

［主题词］日语/词典/日,中 

［知识责任］吴振坤 主编 

  

 

［正题名］西索简明汉日词典 



［第一责任人］谭晶华，王萍，季林根编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西索汉外系列词典 

［附注内容］本词典收基础词语 2.5 万条左右。 

［主题词］日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中、日 

［知识责任］谭晶华 编 

［知识责任］王萍 编 

［知识责任］季林根 编 

  

 

［正题名］日汉反义词词典 

［第一责任人］孙莲贵主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日语/反义词词典/日、中 

［知识责任］孙莲贵 主编 

  

 

［正题名］日汉双解惯用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殷宪群等译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2.1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 3500 余条常用惯用语。每个条目包括释意、举例、类语等项。 

［主题词］日语/社会习惯用语/双解词典/日、中 

［知识责任］殷宪群 译编 

  

 

［正题名］新编日汉实用词典 

［第一责任人］张我为主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附注内容］收词近两万条，其中有 6785 个核心单词和使用频率较高的常用词。 

［主题词］日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日、中 

［知识责任］张我为 主编 

  

 

［正题名］日本方言辞典 

［第一责任人］（日）谷本尚编 

［译者］徐辅材等编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主题词］日语/方言词典 

［知识责任］谷本尚 编 

［次知识责任］徐辅材 编译 

  

 

［正题名］日语 

［副题名］中级班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编 

［出版者］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 

 

［正题名］现代日语 

［第一责任人］（日）吉田弥寿夫主编 

［译者］上海外语电化教学馆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1 

［主题词］日语/教材 

［知识责任］吉田弥寿夫 主编 

  

 

［正题名］敬语的使用方法 

［第一责任人］陈达夫选编 

［译者］刘震宇注释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0.10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文章七篇，有文章体和对话体，大部分选自日本《国语》、《小学新国

语》、《山本国语》等日本课文。本书采用日中文对照的方法加以语法注释。日文全部注有读

音。 

［主题词］日语/敬语/课外读物 

［知识责任］陈达夫 选编 

［次知识责任］刘震宇 注释 

  

 

［正题名］日汉贸易会话 

［第一责任人］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日语教研室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9.4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部分：接待、进出口贸易洽谈、贸易用参考例句、附录。 

［主题词］对外贸易/日语/口语 

  

 

［正题名］日语会话 

［副题名］日汉对照 



［第一责任人］协力编 

［出版者］轻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日语/口语/对照读物 

［知识责任］协力 编 

  

 

［正题名］日本人的生活 

［第一责任人］林康民译注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丛编题名］日本展望小丛书 1 

［主题词］日语/口语/课外读物 

［知识责任］林康民 译注 

  

 

［正题名］看中文说日语 

［第一责任人］黄自来编著 

［出版者］旺文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旺文语言学习系列 

［知识责任］黄自来 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