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题名］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 
［第一责任人］蒙藏委员会编译室编辑 
［出版者］蒙藏委员会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1913-1949 
［知识责任］郭玉琴 主编 
 
 
［正题名］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瑞秀著 
［出版者］花木兰文化工作坊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典籍/研究/古代 
［主题词］官办书局/研究/晚清 
［主题词］出版机构/研究/清代 
［知识责任］吴瑞秀 著 
 
 
［正题名］国立台湾大学校史稿 
［第一责任人］丁亮等撰述 
［译者］项洁主编 
［出版者］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校史/台湾 
［知识责任］丁亮 撰述 
［次知识责任］项洁 主编 
 
 
［正题名］黑社会之华人帮会纵横史 
［第一责任人］马丁·布斯（Martin Booth）著 
［译者］林添贵、杨明暐译 
［出版者］时报文化 
［出版日期］2006.9 
［主题词］帮会/史料/世界 
［知识责任］布斯 著 
［知识责任］Booth 
［次知识责任］林添贵 译 
［次知识责任］杨明暐 译 
 
 
［正题名］蒋介石死亡之谜 
［第一责任人］王丰著 
［出版者］博扬文化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空战/历史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回忆录 
［知识责任］韦鼎峙 著 
 
 
［正题名］前近代日本人的对外认识 
［第一责任人］邢永凤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对外政策/研究/日本/近代 
［主题词］外交史/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邢永凤 著 
 
 
［正题名］钱玄同文集 
［第一责任人］钱玄同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钱玄同 著 
 
 
［正题名］钱玄同文集 
［第一责任人］钱玄同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钱玄同 著 
 
 
［正题名］臺灣省参議會史料彙編 
［第一责任人］歐素英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2004] 
［主题词］教育/中国/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欧素英 编 
 
 
［正题名］臺灣省参議會史料彙編 
［第一责任人］歐素英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2004] 
［主题词］教育/中国/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欧素英 编 



 
 
［正题名］杜聪明与我 
［第一责任人］杜淑纯口述 
［译者］曾秋美、尤美琪访问整理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回忆录/台湾/当代 
［知识责任］杜淑纯 口述 
［次知识责任］曾秋美 访问整理 
［次知识责任］尤美琪 访问整理 
 
 
［正题名］台湾主权论述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台湾主权论述资料选编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主题词］台湾问题/資料 
［主题词］主权/归属/台湾/论文集 
 
 
［正题名］台湾主权论述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台湾主权论述资料选编编辑小组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主题词］政治/台湾 
［主题词］台湾问题 
［主题词］主权/归属/台湾 
 
 
［正题名］战后外交史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5 年[2006.10] 
［主题词］国际政治/台湾问题/近代/现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秀环 编 
 
 
［正题名］战后外交史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5 年[2006.10] 
［主题词］国际政治/台湾问题/近代/现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秀环 编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第一责任人］高素蘭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素兰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第一责任人］高素蘭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素兰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第一责任人］高素蘭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素兰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第一责任人］高素蘭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华民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素兰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蔣中正總統檔案 
［第一责任人］高素蘭编注 
［译者］簡笙簧总策划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华民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素兰 编注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总策划 
 
 
［正题名］臺灣省参議會史料彙編 
［第一责任人］歐素英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2004] 
［主题词］教育/中国/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欧素英 编 
 
 
［正题名］战后外交史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四年五月[2005.5] 
［主题词］国际政治/台湾问题/近代/现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秀环 编 
 
 
［正题名］清史事典 
［第一责任人］陳捷先主编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地方军事/史料/台湾/1949-1954 
［知识责任］黄翔瑜 编 
 
 
［正题名］富国岛留越国军史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黄翔瑜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地方军事/史料/台湾/1949-1954 
［知识责任］黄翔瑜 编 
 



 
［正题名］富国岛留越国军史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黄翔瑜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地方军事/史料/台湾/1949-1954 
［知识责任］黄翔瑜 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统计提要 
［第一责任人］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1971.10] 
［主题词］统计资料/报告/中国/1936 
 
 
［正题名］陈诚先生书信集 
［第一责任人］陈诚著 
［译者］何智霖、高明芳、周美华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5 年[2006.7] 
［主题词］陈诚/传记 
［知识责任］陈诚 著 
［次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辑 
［次知识责任］高明芳 编辑 
［次知识责任］周美华 编辑 
 
 
［正题名］陈诚先生书信集 
［第一责任人］陈诚著 
［译者］何智霖、高明芳、周美华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5 年[2006.7] 
［主题词］陈诚/传记 
［知识责任］陈诚 著 
［次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辑 
［次知识责任］高明芳 编辑 
［次知识责任］周美华 编辑 
 
 
［正题名］陈诚先生书信集 
［第一责任人］陈诚著 
［译者］何智霖、高明芳、周美华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6 年[2007.12] 
［主题词］陈诚/传记 
［知识责任］陈诚 著 
［次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辑 
［次知识责任］高明芳 编辑 
［次知识责任］周美华 编辑 
 
 
［正题名］陈诚先生书信集 
［第一责任人］陈诚著 
［译者］何智霖、高明芳、周美华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6 年[2007.12] 
［主题词］陈诚/传记 
［知识责任］陈诚 著 
［次知识责任］何智霖 编辑 
［次知识责任］高明芳 编辑 
［次知识责任］周美华 编辑 
 
 
［正题名］台湾史志新论 
［第一责任人］黄秀政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黄秀政 著 
 
 
［正题名］台湾音乐史 
［第一责任人］吕钰秀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三月[1993.3] 
［主题词］音乐史/台湾 
［知识责任］吕钰秀 著 
 
 
［正题名］国民政府禁烟史料 
［第一责任人］朱文原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2006.9 
［主题词］禁烟运动/政策/中国/民国 
［主题词］鸦片贸易/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文原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 
［第一责任人］李云汉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历史/中国/近代（1600-） 
［知识责任］李云汉 著 
 
 
［正题名］战后外交部工作报告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5[2006.11] 
［主题词］中外关系/报告/中国/近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对外关系/史料/台湾/当代 
［知识责任］周琇环 编 
 
 
［正题名］战后外交部工作报告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5[2006.11] 
［主题词］中外关系/报告/中国/近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对外关系/史料/台湾/当代 
［知识责任］周琇环 编 
 
 
［正题名］中国戏剧与民俗 
［第一责任人］翁敏华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3 
［主题词］戏剧/中国/论文 
［主题词］民俗/中国/论文 
［知识责任］翁敏华 著 
 
 
［正题名］近代台湾惨史档案 
［第一责任人］邱国祯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当代 
［主题词］政治迫害/台湾 



［知识责任］邱国祯 著 
 
 
［正题名］徐志摩与剑桥大学 
［第一责任人］刘洪涛著 
［出版者］秀威资讯科技公司 
［出版日期］2007.2 
［主题词］历史/档案/台湾/1895-1945 
 
 
［正题名］原住民不落起源及部落迁移史 
［第一责任人］许胜发计划主持 
［出版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出版日期］民国 95 年[2006.12] 
［主题词］少数民族/台湾 
［主题词］鲁凯族/民族历史/台湾 
［知识责任］许胜发 计划主持 
 
 
［正题名］林维朝诗文集 
［第一责任人］陈素云主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5 年[2006.11]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台湾 
［知识责任］陈素云 主编 
 
 
［正题名］中国之银行史料三种 
［第一责任人］杨荫溥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1 年[1972.7] 
［主题词］银行/史料/中国 
［主题词］专业银行/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荫溥 编 
 
 
［正题名］中国之银行史料三种 
［第一责任人］杨荫溥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1 年[1972.7] 
［主题词］银行/史料/中国 
［主题词］专业银行/历史/中国 
［主题词］金融组织/历史/上海 
［知识责任］杨荫溥 编 



 
 
［正题名］中国之银行史料三种 
［第一责任人］杨荫溥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1 年[1972.7] 
［主题词］银行/史料/中国 
［主题词］专业银行/历史/中国 
［主题词］金融组织/历史/上海 
［知识责任］杨荫溥 编 
［知识责任］冯耿光 著 
 
 
［正题名］东北经济小丛书两种 
［第一责任人］东北物资调解委员会研究组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1971.10] 
［主题词］地方经济/资源/东北 
［主题词］物资/调查/东北 
 
 
［正题名］东北经济小丛书两种 
［第一责任人］东北物资调解委员会研究组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1971.10] 
［主题词］地方经济/东北/民国时期 
［主题词］金融/调查/东北/民国时期 
 
 
［正题名］民初内外债汇编（原名《大总统咨》） 
［第一责任人］学海出版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1971.10] 
［主题词］经济/史料/汇编/中国/民国时期 
［主题词］外债/史料/汇编/中国/民国时期 
［主题词］借款合同/文件/中国/民国时期 
 
 
［正题名］民初内外债汇编（原名《大总统咨》） 
［第一责任人］学海出版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1971.10] 
［主题词］经济/史料/汇编/中国/民国时期 
［主题词］外债/史料/汇编/中国/民国时期 



［主题词］借款合同/文件/中国/民国时期 
 
 
［正题名］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1971.10] 
［主题词］农村经济/调查/江苏省/民国时期 
 
 
［正题名］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1971.10] 
［主题词］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省/民国时期 
 
 
［正题名］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1971.10] 
［主题词］农村经济/调查/广西省/民国时期 
 
 
［正题名］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1971.10] 
［主题词］农村经济/调查/广西省/民国时期 
 
 
［正题名］中国农经资料三种 
［第一责任人］陈正谟等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1971.10] 
［主题词］农村经济/调查/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陈正谟 编 
 
 
［正题名］中国农经资料三种 
［第一责任人］陈正谟等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1971.10] 
［主题词］农村经济/调查/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陈正谟 编 
 
 
［正题名］全国经济会议专刊 
［第一责任人］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1 年[1972.2] 
［主题词］经济/史料/中国/民国时期 
 
 
［正题名］上海金融史 
［第一责任人］徐寄顾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59 年[1970.10] 
［主题词］金融组织/概况/上海/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徐寄顾 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第一期临时政府财政部事类辑要 
［第一责任人］沈式荀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59 年[1970.10] 
［主题词］财政部/条例/中国/民国时期 
［主题词］财政/史料/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沈式荀 编 
 
 
［正题名］中国钱庄概要 
［第一责任人］潘君豪撰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59 年[1970.10] 
［主题词］经济/史料/中国/民国时期 
［主题词］钱庄/概况/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潘君豪 撰 
 
 
［正题名］关税文牍辑要 
［第一责任人］陈海超编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59 年[1970.10] 
［主题词］经济/史料/中国/民国时期 
［主题词］关税/文件/中国/清末、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陈海超 编 
 



 
［正题名］顾颉刚日记 
［第一责任人］顾颉刚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钱宝四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诸子百家/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陈竹筠，陈起城编选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1 
［主题词］民主党派/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竹筠 编选 
［知识责任］陈起城 编选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第一责任人］荣孟源主编 
［译者］孙彩霞编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0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资料 
［知识责任］荣孟源 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9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 
［知识责任］程思运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 
［第一责任人］程思运主编 
［出版者］延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 



［知识责任］程思运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现行司法制度 
［第一责任人］廖與人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中华民国七十一年一月[1982.1] 
［主题词］法律/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廖與人 著 
 
 
［正题名］台湾独立运动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张灿鍌著 
［译者］黄嘉光等编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郑樵 撰 
 
 
［正题名］通志 
［第一责任人］（宋）郑樵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7.1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郑樵 撰 
 
 
［正题名］《清实录》江西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邵鸿主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江西省/清代 
［知识责任］邵鸿 主编 
 
 
［正题名］《清实录》江西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邵鸿主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江西省/清代 
［知识责任］邵鸿 主编 
 
 



［正题名］学问人生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澳门/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李长森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学科学/研究/中国/现代 
 
 
［正题名］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洪煜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报纸/研究/上海市/1897-1937 
［主题词］市民/文化/研究/上海市/1897-1937 
［知识责任］洪煜 著 
 
 
［正题名］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范立君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移民/研究/中国/东北地区/1860-1931 
［主题词］地方史/移民/中国/东北地区/1860-1931 
［主题词］移民/关系/社会变迁/研究/中国/东北地区/1960-1931 
［知识责任］范立君 著 
 
 
［正题名］湘军 
［第一责任人］李志茗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湘军/史料 
［知识责任］李志茗 著 
 
 
［正题名］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彙编 
［第一责任人］翁连溪编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印刷史/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翁连溪 编 
 
 
［正题名］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彙编 
［第一责任人］翁连溪编 
［出版者］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印刷史/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翁连溪 编 
 
 
［正题名］钱玄同文集 
［第一责任人］钱玄同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钱玄同 著 
 
 
［正题名］钱玄同文集 
［第一责任人］钱玄同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钱玄同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郑天挺，吴泽，杨志玫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中国历史/词典 
［知识责任］郑天挺 主编 
［知识责任］吴泽 主编 
［知识责任］杨志玫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郑天挺，吴泽，杨志玫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中国历史/词典 
［知识责任］郑天挺 主编 
［知识责任］吴泽 主编 
［知识责任］杨志玫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郑天挺，吴泽，杨志玫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中国历史/词典 
［知识责任］郑天挺 主编 
［知识责任］吴泽 主编 
［知识责任］杨志玫 主编 
 
 
［正题名］天桥旧话 
［第一责任人］牛青山主编 
［译者］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崇文区 
［知识责任］牛青山 主编 
 
 
［正题名］天坛广记 
［第一责任人］徐志长著 
［译者］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崇文区 
［知识责任］徐志长 著 
［次知识责任］牛青山 主编 
 
 
［正题名］崇文街巷 
［第一责任人］王永斌，孟立著 
［译者］牛青山主编 
［译者］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崇文区 
［主题词］城市道路/崇文区/史料 
［知识责任］王永斌 著 



［知识责任］孟立 著 
［次知识责任］牛青山 主编 
 
 
［正题名］崇文习俗 
［第一责任人］崔普权著 
［译者］牛青山主编 
［译者］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崇文区 
［主题词］风俗习惯/崇文区/史料 
［知识责任］崔普权 著 
［次知识责任］牛青山 主编 
 
 
［正题名］前门史话 
［第一责任人］王永斌著 
［译者］牛青山主编 
［译者］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崇文区 
［知识责任］王永斌 著 
［次知识责任］牛青山 主编 
 
 
［正题名］哈德门话旧 
［第一责任人］牛青山主编 
［译者］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崇文区 
［知识责任］牛青山 主编 
 
 
［正题名］梨园史缀 
［第一责任人］刘嵩崑著 
［译者］牛青山主编 
［译者］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崇文区 
［主题词］京剧/戏剧史/北京市/近代/史料 



［主题词］京剧/戏剧史/北京市/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刘嵩崑 著 
［次知识责任］牛青山 主编 
 
 
［正题名］著述与宗族 
［第一责任人］何明星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古籍/版本/社会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何明星 著 
 
 
［正题名］部院之争 
［第一责任人］张从容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司法制度/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体制改革/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从容 著 
 
 
［正题名］辛亥遗事 
［第一责任人］苏胜勇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苏胜勇 著 
 
 
［正题名］中国钱庄史 
［第一责任人］黄鉴晖著 
［出版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钱庄/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钱庄/中国 
［知识责任］黄鉴晖 著 
 
 
［正题名］1949 年后的梁漱溟 
［第一责任人］汪东林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商业经营/经验/广东/1843-1949 
［主题词］商业经营/经验/广东省/1843-1949 
［知识责任］宋钻有 著 
 
 
［正题名］变动世界中的史学 
［第一责任人］杜维运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杜维运 著 
 
 
［正题名］天朝遥远 
［第一责任人］周宁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周宁 著 
 
 
［正题名］天朝遥远 
［第一责任人］周宁著 
［第一责任人］周宁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周宁 著 
 
 
［正题名］清代卡伦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长泉著 
［出版者］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6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东北地区/清代 
［知识责任］马长泉 著 
［知识责任］王禹浪 丛书主编 
 
 
［正题名］我的父亲李济深 



［第一责任人］李沛金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乡镇/组织机构/研究/浙江省/民国 
［主题词］地方政治/浙江省/民国 
［知识责任］朱俊瑞 著 
［知识责任］李涛 著 
 
 
［正题名］婚姻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 
［第一责任人］张志永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婚姻制度/改革/研究/河北省/1950-1956 
［知识责任］张志永 著 
 
 
［正题名］民国浙江政局研究 
［第一责任人］袁成毅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政治史/研究/浙江省/1927-1949 
［主题词］政治形势/研究/浙江省/1927-1949 
［知识责任］袁成毅 著 
 
 
［正题名］清代宫史探析 
［第一责任人］清代宫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宫廷/历史/研究/中国/请代/文集 
 
 
［正题名］清代宫史探析 
［第一责任人］清代宫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宫廷/历史/研究/中国/请代/文集 
 
 
［正题名］胡同往事 
［第一责任人］董夏青青著 
［出版者］万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北京市 
［主题词］城市道路/北京市/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董夏青青 著 
 
 
［正题名］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译者］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主题词］基督教史/统计资料/中国/1901-1920 
［次知识责任］文庸 译 
［次知识责任］段琦 译 
［次知识责任］蔡詠春 译 
［次知识责任］杨周怀 译 
 
 
［正题名］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 
［第一责任人］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译者］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主题词］基督教史/统计资料/中国/1901-1920 
［次知识责任］蔡詠春 译 
［次知识责任］文庸 译 
［次知识责任］段琦 译 
［次知识责任］杨周怀 译 
 
 
［正题名］清宫生活图典 
［第一责任人］万依，王树卿，陆燕贞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宫廷/史料/中国/清代/图集 
［知识责任］万依 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卿 主编 
［知识责任］陆燕贞 主编 
 
 
［正题名］书商的旧梦 
［第一责任人］沈昌文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沈昌文 著 
 
 
［正题名］甘肃近代社会史 
［第一责任人］邓慧君著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甘肃省/近代 
［知识责任］邓慧君 著 
 
 
［正题名］常用书信用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蒋竹荪主编 
［译者］俞心乐，方诚彬，唐音编著 
［译者］上海辞书出版社语文辞书编纂中心改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汉语/书信/写作/词典 
［主题词］词典/汉语/书信/写作 
［知识责任］蒋竹荪 主编 
［次知识责任］俞心乐 编著 
［次知识责任］方诚彬 编著 
［次知识责任］唐音 编著 
 
 
［正题名］汉语白话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徐时仪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白话文/汉语史/研究 
［知识责任］徐时仪 著 
 
 
［正题名］遭遇史景迁 
［第一责任人］王海龙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蒋维崧 本辑责编 
［知识责任］王媛媛 本辑责编 
［知识责任］王淳 本辑责编 
 
 



［正题名］清季（未刊）收发文本电文辑录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六部文案手折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六部文案手折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代 
 
 
［正题名］稀见清咸丰军事外交谕令秘件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军事/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外交/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清代 
 
 
［正题名］稀见清咸丰军事外交谕令秘件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5.5 
［主题词］历史/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军事/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外交/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国史馆奏稿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史籍/历史编纂学/奏议/中国/乾隆(1736～1795)/汇编 
［主题词］奏议/历史编纂学/奏议/中国/乾隆(1736～1795)/汇编 
 
 
［正题名］清国史馆奏稿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史籍/历史编纂学/奏议/中国/乾隆(1736～1795)/汇编 
［主题词］奏议/历史编纂学/奏议/中国/乾隆(1736～1795)/汇编 
 
 
［正题名］童保喧日记 
［第一责任人］宁海县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军事人物/日记/中国/1908～1919/选集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 
 
 
［正题名］陈赓日记 
［第一责任人］陈赓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史学史/法国/1929-1989 
［知识责任］柏克 著 
［知识责任］Burke 著 
［次知识责任］刘永华 译 
 
 
［正题名］语言的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英）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 
［译者］李霄翔，李鲁，杨豫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语言史/研究/欧洲/近代 
［知识责任］伯克 著 
［知识责任］Burke 著 
［次知识责任］李霄翔 译 
［次知识责任］李鲁 译 
［次知识责任］杨豫 译 
 
 



［正题名］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第一责任人］张涛甫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报纸编辑/研究/中国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大众传媒/关系/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涛甫 著 
［知识责任］向继东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陆学艺，王处辉主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社会学/思想史/中国/清后期/史料 
［知识责任］陆学艺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处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陆学艺，王处辉主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社会学/思想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陆学艺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处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陆学艺，王处辉主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社会学/思想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陆学艺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处辉 主编 
 
 
［正题名］张元济全集 
［第一责任人］张元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元济 著 



 
 
［正题名］张元济全集 
［第一责任人］张元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元济 著 
 
 
［正题名］张元济全集 
［第一责任人］张元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元济 著 
 
 
［正题名］闲寂日记 
［正题名］昭苏日记 
［第一责任人］施蛰存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郭世佑 著 
 
 
［正题名］东亚史 
［第一责任人］杨军，张乃和主编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历史/东亚 
［知识责任］杨军 主编 
［知识责任］张乃和 主编 
 
 
［正题名］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选举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叶利军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选举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叶利军 著 
 



 
［正题名］戏文锣鼓 
［第一责任人］魏绍昌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 
［主题词］戏剧/艺术评论/中国/选集 
［知识责任］魏绍昌 著 
 
 
［正题名］列宁的一生 
［第一责任人］（美）路易斯·费希尔著 
［译者］彭卓吾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苏联/南斯拉夫/1948-1953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矛盾/苏联/南斯拉夫/1948-1953 
［知识责任］郝承敦 著 
 
 
［正题名］冷战国际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丹慧主编 
［译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李丹慧 主编 
 
 
［正题名］后勤工作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后勤工作/史料/1945-1949 
 
 
［正题名］军事工业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军工厂/史料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军工厂/中国/史料 
 
 



［正题名］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 
［第一责任人］秦宝琦, 孟超[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帮会/社会/关系/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秦宝琦 著 
［知识责任］孟超 著 
 
 
［正题名］民族的构建 
［第一责任人］（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施恩德（Andre Schmid）编 
［译者］陈城…[等]译 
［出版者］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亚洲/文集 
［知识责任］卜正民 编 
［知识责任］Brook 编 
［知识责任］施恩德 编 
［知识责任］Schmid 编 
［次知识责任］陈城 译 
 
 
［正题名］军队财务史料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编印 
［出版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后勤部汽车技工大队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4.2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史料/1945-1949 
 
 
［正题名］军队财务史料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编印 
［出版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后勤部汽车技工大队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4.6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史料/1945-1949 
 
 
［正题名］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 
［第一责任人］解成编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 
［主题词］基督教/传播/历史/河北省 
［知识责任］解成 编著 



 
 
［正题名］中国基督徒史 
［第一责任人］（法）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著 
［译者］耿昇，郑德弟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沙百里 著 
［知识责任］Charbonnier 著 
［次知识责任］耿昇 译 
［次知识责任］郑德弟 译 
 
 
［正题名］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 
［第一责任人］张廷兴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古典小说/小说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廷兴 著 
 
 
［正题名］国商 
［第一责任人］言夏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商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言夏 著 
 
 
［正题名］中国孔学史 
［第一责任人］罗安宪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儒家/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罗安宪 主编 
 
 
［正题名］梁漱溟传 
［第一责任人］马东玉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语言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有光 口述 



［次知识责任］李怀宇 撰写 
 
 
［正题名］张伯驹 
［第一责任人］楼宇栋，郑重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侵华事件/集中营/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何天义 主编 
［知识责任］左玉和 丛书主编 
 
 
［正题名］建国初十年民俗文献史 
［第一责任人］黎敏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史料/中国/1949-1959 
［知识责任］黎敏 著 
 
 
［正题名］1921 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 
［第一责任人］丁贤勇，陈浩译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浙江省/1921 
［主题词］地区经济/调查报告/浙江省/1921 
［主题词］经济史/调查报告/浙江省/1921 
［知识责任］丁贤勇 译编 
［知识责任］陈浩 译编 
 
 
［正题名］剑桥科学史 
［第一责任人］（美）西奥多·M·波特（T.M.Porter），（美）多萝西·罗斯（D.Ross）主编 
［译者］第七卷翻译委员会翻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世界 
［知识责任］波特 主编 
［知识责任］Porter 主编 
［知识责任］罗斯 主编 
［知识责任］Ross 主编 
 
 
［正题名］回首 1978 



［第一责任人］童青林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波 著 
［知识责任］刘德茂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董宝良主编 
［译者］但昭彬，陈晴副主编 
［出版者］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董宝良 主编 
［次知识责任］但昭彬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晴 主编 
 
 
［正题名］跨越时空的自由 
［第一责任人］李怡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钱理群 主编 
 
 
［正题名］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 
［第一责任人］胡宗刚撰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生物学家/中国/现代/年谱 
［知识责任］胡宗刚 撰 
 
 
［正题名］高等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1977-1999） 
［第一责任人］张乐天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政策/研究/中国/1977-1999 
［知识责任］张乐天 著 
 
 



［正题名］票证年代 
［第一责任人］罗平汉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统购/粮食政策/研究/中国 
［主题词］统销/粮食政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罗平汉 著 
 
 
［正题名］柯棣华 
［第一责任人］任鸣皋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财政政策/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货币政策/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锋 著 
 
 
［正题名］聚集与扩散 
［第一责任人］袁为鹏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布局/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袁为鹏 著 
 
 
［正题名］余秋雨评传 
［第一责任人］栾梅健著 
［出版者］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作家/评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栾梅健 著 
 
 
［正题名］汪精卫附逆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殿兴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军阀/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明金 主编 
［知识责任］刘立勤 主编 
 
 
［正题名］青海史史料学 



［第一责任人］姚继荣，丁宏著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地方史/青海省/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青海省/史料学 
［知识责任］姚继荣 著 
［知识责任］丁宏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史 
［第一责任人］钟敬文主编 
［译者］萧放…[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明代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钟敬文 主编 
［次知识责任］萧放 著 
 
 
［正题名］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 
［第一责任人］王金存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帝国主义/研究/当代 
［知识责任］王金存 著 
 
 
［正题名］晋商与金融史论 
［第一责任人］孔祥毅著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晋商/研究/文集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研究/山西省/文集 
［知识责任］孔祥毅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统制经济思想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陶宏伟著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晋商/研究/文集 
［主题词］经济思想/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陶宏伟 著 
 
 
［正题名］晋商学说史概论 
［第一责任人］孙长青著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晋商/研究/文集 
［主题词］晋商/贸易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孙长青 著 
 
 
［正题名］晋商与中国商业文明 
［第一责任人］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编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晋商/研究/文集 
 
 
［正题名］郁达夫评传 
［第一责任人］桑逢康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林存阳 著 
 
 
［正题名］民国教授 
［第一责任人］藏东编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教授/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教授/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藏东 编 
 
 
［正题名］未来五十年大趋势 
［第一责任人］（澳）理查德·沃特森著 
［译者］张庆译 
［出版者］京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未来学/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沃特森 著 
［知识责任］Watson 著 



［次知识责任］张庆 译 
 
 
［正题名］地名史源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孙冬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名学/地理学史/概论/中国 
［知识责任］孙冬虎 著 
 
 
［正题名］以共和国名义判决 
［第一责任人］王文正口述 
［译者］沈国凡采写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审判/史料 
［知识责任］王文正 口述 
［次知识责任］沈国凡 采写 
 
 
［正题名］王国维在一九一六 
［第一责任人］[王国维著] 
［译者］虞坤林编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晋商/研究/文集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对外金融关系/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亚兰 著 
 
 
［正题名］真理与历史 
［第一责任人］（德）施耐德著 
［译者］关山，李貌华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地方政府/政治制度/中国/河南省/民国 
［知识责任］朱德新 著 
 
 
［正题名］嬗变中的近现代史学 
［第一责任人］宋学勤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宋学勤 著 
 
 
［正题名］施蛰存海外书简 
［第一责任人］施蛰存[著] 
［译者］辜健整理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奏议/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戊戌变法/史料/研究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次知识责任］孔祥吉 编著 
 
 
［正题名］清代奖赏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彦章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奖励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彦章 著 
 
 
［正题名］王云五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云五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教育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王云五 著 
 
 
［正题名］王云五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云五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教育史/大事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王云五 著 
 
 
［正题名］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 
［第一责任人］杜家骥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八旗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杜家骥 著 
 
 
［正题名］“二·二八”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台盟中央宣传部编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纪念文集 
 
 
［正题名］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第一责任人］介永强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佛教史/研究/西北地区 
［主题词］佛教/地理分布/研究/西北地区 
［知识责任］介永强 著 
 
 
［正题名］新时期反腐倡廉思想论纲 
［第一责任人］高建新，申长秀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角野雅彦 著 
 
 
［正题名］“4.29 上海义举”英雄 
［第一责任人］（韩）金学俊著 
［译者］（韩）韩万圣译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民族英雄/生平事迹/韩国/现代 
［知识责任］金学俊 著 
［次知识责任］韩万圣 译 
 
 
［正题名］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 
［第一责任人］刘秋根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经济合作/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合作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秋根 著 
 
 
［正题名］黄兴集 
［第一责任人］刘泱泱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黄兴 著 
［次知识责任］刘泱泱 编 
 
 
［正题名］黄兴集 
［第一责任人］刘泱泱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辛亥革命/文集 
［知识责任］黄兴 著 
［次知识责任］刘泱泱 编 
 
 
［正题名］人民斗争的胜利 
［第一责任人］姚力主编 
［出版者］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姚力 主编 
 
 
［正题名］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 
［第一责任人］张永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议会制/研究/中国/1912-1913 
［知识责任］张永 著 
 
 
［正题名］钱伟长图影编年 
［第一责任人］蒋永新…[等]编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自然科学/文集 
［主题词］人文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杨河 主编 
 
 
［正题名］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修订本） 
［第一责任人］郝平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蓉丽 著 
［知识责任］严清华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邹进文 丛书主编 
 
 
［正题名］王映霞自传 
［第一责任人］王映霞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宗教信仰/研究/安庆市/近代 
［主题词］寺庙/研究/安庆市/近代 
［主题词］宗教信仰/研究/安徽省/安庆市/近代 
［主题词］寺庙/概况/安徽省/安庆市 
［知识责任］施赖奥克 著 
［知识责任］Shryock 著 
［次知识责任］程曦 译 
 
 
［正题名］陈垣 
［第一责任人］张荣芳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东西文化/比较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狄更生 著 
［知识责任］Dickinson 著 
［次知识责任］卢彦名 译 
［次知识责任］王玉括 译 
 
 
［正题名］中国考试管理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杨智磊，王兴亚主编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考试制度/教育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智磊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兴亚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 
［第一责任人］唐沅…[等]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文学/刊物/目录/汇编/中国/现代 
［主题词］文学/图书/目录/汇编/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唐沅 编 
［知识责任］韩之友 编 
［知识责任］封世辉 编 
［知识责任］舒欣 编 
［知识责任］孙庆升 编 
［知识责任］顾盈丰 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 
［第一责任人］唐沅…[等]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主题词］文学/刊物/目录/汇编/中国/现代 
［主题词］文学/图书/目录/汇编/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唐沅 编 
［知识责任］韩之友 编 
［知识责任］封世辉 编 
［知识责任］舒欣 编 
［知识责任］孙庆升 编 
［知识责任］顾盈丰 编 
 
 
［正题名］清代报人研究 
［第一责任人］程丽红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研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程丽红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文集 
［第一责任人］郑谦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在华暴行/日本/1904-1945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1904-1945 
［知识责任］郭铁桩 主编 
［知识责任］关捷 主编 
［次知识责任］韩俊英 副主编 
 
 
［正题名］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 
［第一责任人］郭铁桩，关捷主编 
［译者］韩俊英副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在华暴行/日本/1904-1945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1904-1945 
［知识责任］郭铁桩 主编 
［知识责任］关捷 主编 
［次知识责任］韩俊英 副主编 
 
 
［正题名］我认识的朱光潜 
［第一责任人］吴泰昌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吴泰昌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杨家润执行主编 
［译者］孙瑾芝副主编 
［译者］复旦大学档案馆选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茅琦 著 
 
 
［正题名］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文彬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市区交通/研究/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陈文彬 著 
 



 
［正题名］近代朝鲜的开港 
［第一责任人］（日）伊原泽周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东亚/近代 
［知识责任］伊原泽周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版本闻见录 
［第一责任人］张泽贤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现代文学/文学翻译/版本/中国/1905-1933 
［知识责任］张泽贤 著 
 
 
［正题名］北大学者思想实录 
［第一责任人］杨河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自然科学/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杨河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蚌埠地方史 
［第一责任人］张红雨主编 
［译者］中共蚌埠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党史/地方组织/蚌埠市/1921-1949 
［知识责任］张红雨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官名辞典 
［第一责任人］（美）贺凯（Charles O. Hucker）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词典/英文 
［知识责任］贺凯 著 
［知识责任］Hucker 著 
 
 



［正题名］流亡 
［第一责任人］齐红深编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抗日战争/东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齐红深 编著 
［知识责任］左玉河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责任人］卢嘉锡总主编 
［译者］金秋鹏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图录 
［知识责任］卢嘉锡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金秋鹏 主编 
 
 
［正题名］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 
［第一责任人］（英）米怜（Willam Milne）著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新教/传教事业/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米怜 著 
［知识责任］Milne 著 
 
 
［正题名］晋商研究 
［第一责任人］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编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商业史/研究/山西省 
 
 
［正题名］一个院士的足迹 
［第一责任人］徐丽萍编著 
［出版者］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主编 
 
 



［正题名］内蒙古财政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地方财政/概况/内蒙古/1947-2007 
 
 
［正题名］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汪海波著 
［出版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产业/经济史/中国/1949～2004 
［主题词］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中国/1949～2004 
［知识责任］汪海波 著 
 
 
［正题名］日汉军事术语大词典 
［第一责任人］张世斌主编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军事科学/名词术语/词典/日、汉 
［知识责任］张世斌 主编 
 
 
［正题名］北大那些人 
［第一责任人］张松主编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小学/课程/教育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侠 著 
 
 
［正题名］明清传奇编年史稿 
［第一责任人］程华平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传奇剧(戏剧)/作家/生平事迹/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传奇剧(戏剧)/文学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程华平 著 
 
 
［正题名］我观党史二集 
［第一责任人］石仲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阚红柳 著 
 
 
［正题名］阎锡山传 
［第一责任人］景占魁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明治维新（1868）/历史 
［知识责任］赫伯特 著 
［知识责任］E. H. 著 
［次知识责任］姚曾廙 译 
 
 
［正题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 
［第一责任人］张忠民，朱婷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国有企业/经济史/中国/1927-1949 
［知识责任］张忠民 著 
［知识责任］朱婷 著 
 
 
［正题名］在台湾 
［第一责任人］周为筠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1949 
［知识责任］周为筠 著 
 
 
［正题名］清代赋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福轩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赋/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孙福轩 著 
 
 
［正题名］民国政坛上的八大奇人 
［第一责任人］左玉河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左玉河 著 
 
 
［正题名］晋察冀边区革命史编年 
［第一责任人］谢忠厚主编 
［译者］晋察冀边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 
［主题词］革命史/史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知识责任］谢忠厚 主编 
 
 
［正题名］明清史抉微 
［第一责任人］赵毅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古代史/文集/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赵毅 著 
 
 
［正题名］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第一责任人］（俄）托洛茨基著 
［译者］施用勤译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联/史料 
［知识责任］托洛茨基 著 
［次知识责任］施用勤 译 
 
 
［正题名］燕京学报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主编 
［译者］丁磐石…[等]编 
［译者］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05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8/丛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次知识责任］丁磐石 编 
 
 
［正题名］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 



［第一责任人］海关总署《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编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关税法/中国/1942-1949/汇编 
 
 
［正题名］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 
［第一责任人］海关总署《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编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关税法/中国/1942-1949/汇编 
 
 
［正题名］清代皇帝天坛祭祀御制诗文集 
［第一责任人］天坛公园管理处编著 
［出版者］线装书局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美国爱默蕾大学图书馆藏来华传教士档案使用指南 
［第一责任人］（美）爱默蕾大学图书馆善本部（MABEL）整理 
［译者］（美）王国华编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传教士/档案/利用/手册 
［主题词］历史/档案/利用/手册 
［次知识责任］王国华 编译 
 
 
［正题名］近代科学与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周东启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自然科学/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东启 著 
 
 
［正题名］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 年以前） 
［第一责任人］（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М.И.Сладковский）著 
［译者］宿丰林译 
［译者］徐昌翰审校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俄国/中国 
［主题词］中俄关系/经济史/研究 
［知识责任］斯拉德科夫斯基 著 
［知识责任］Сладковский 著 
［次知识责任］宿丰林 译 
［次知识责任］徐昌翰 审校 
 
 
［正题名］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顾海良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古典哲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根友 著 
 
 
［正题名］逊清遗老的民国岁月 
［第一责任人］丁志可主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丁志可 主编 
 
 
［正题名］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 
［第一责任人］张明编著 
［出版者］中国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1844-1949/摄影集 
［知识责任］张明 编著 
 
 
［正题名］我的七七、七八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江畅，卢新华…[等]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当代/作品集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知识责任］江畅 著 
［知识责任］卢新华 著 



 
 
［正题名］救国会史 
［第一责任人］周天度，孙彩霞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古典园林/简介/天津 
［知识责任］郭喜东 著 
［知识责任］张彤 著 
［知识责任］张岩 著 
 
 
［正题名］风雨岁月 
［第一责任人］刘冰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清华大学/校史/1964-1976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64-1976 
［知识责任］刘冰 著 
 
 
［正题名］张耀祠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张耀祠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明清时代/历史/文集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吴琦 著 
 
 
［正题名］宗教与近代广东社会 
［第一责任人］赵春晨，郭华清，伍玉西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宗教史/研究/广东省/近代 
［知识责任］赵春晨 著 
［知识责任］郭华清 著 
［知识责任］伍玉西 著 
 
 
［正题名］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第一责任人］黄裳…[等]著 
［译者］陈子善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国家/意识形态/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陈秀武 著 
［知识责任］尚侠 丛书主编 
 
 
［正题名］藏族史学思想论纲 
［第一责任人］王璞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璞 著 
 
 
［正题名］近代科学的发生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荣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荣江 著 
 
 
［正题名］漫步旧书林 
［第一责任人］翁长松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古旧图书/中国/1877-1949 
［知识责任］翁长松 著 
 
 
［正题名］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 
［第一责任人］徐文生编著 
［出版者］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不平等条约/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徐文生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宗族制度 
［第一责任人］程维荣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家族/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程维荣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知识分子/公共关系/研究/中国/1895-1949 
［知识责任］许纪霖 著 
 
 
［正题名］北京城图史探 
［第一责任人］朱竞梅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城市图/地图编绘/历史/北京市/古代 
［知识责任］朱竞梅 著 
 
 
［正题名］大师章太炎 
［第一责任人］金宏达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章太炎 原著 
［次知识责任］傅傑 编校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 
［第一责任人］张明楚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满语/古籍/图书目录/北京市 
 
 
［正题名］继往开来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上海市 
［主题词］历史事件/上海市 
［知识责任］朱敏彦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三百六十行 
［第一责任人］王水福主编 
［译者］方健，汤敏编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职业/史料/中国/古代/图集 
［知识责任］王水福 主编 
［次知识责任］方健 编著 
［次知识责任］汤敏 编著 
 
 
［正题名］西洋版画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秦风西洋版画馆编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版画/作品集/世界/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正题名］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 
［第一责任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秦风西洋版画馆编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铜版画/作品集/世界/近代 
［主题词］中法战争（1884-1885）/史料 
 
 
［正题名］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 
［第一责任人］（美）高柏著 
［译者］安佳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产业政策/研究/日本/1931-1965 
［知识责任］高柏 著 
［次知识责任］安佳 译 
 
 
［正题名］烟雨楼台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古建筑/简介/中国/清代 
 
 



［正题名］北京交通史 
［第一责任人］颜吾佴…[等]编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北京市 
［知识责任］颜吾佴 编著 
［知识责任］颜吾芟 编著 
［知识责任］许勇 编著 
［知识责任］刘天善 编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第一责任人］（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 
［译者］伍晓鹰，马德斌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中国经济/研究/960-2030 年 
［知识责任］麦迪森 著 
［知识责任］Maddison 著 
［次知识责任］伍晓鹰 译 
［次知识责任］马德斌 译 
 
 
［正题名］上海福建人研究 
［第一责任人］高红霞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商人/研究/福建省/1843-1953 
［主题词］移民/研究/福建省/1843-1953 
［知识责任］高红霞 著 
 
 
［正题名］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 
［第一责任人］袁进，丁云亮，王有富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工人/生活状况/研究/上海市/20 世纪 50 年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研究/上海市/20 世纪 50 年代 
［知识责任］袁进 著 
［知识责任］丁云亮 著 
［知识责任］王有富 著 
［知识责任］王晓明 丛书主编 
 



 
［正题名］从潘家园翻出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王金昌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王金昌 g 著 
 
 
［正题名］大师的教书生活 
［第一责任人］周勇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周勇 著 
 
 
［正题名］大漠荒芜 
［第一责任人］沧浪云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沧浪云 编著 
 
 
［正题名］东夷杂考 
［第一责任人］李白凤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夷/民族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李白凤 著 
 
 
［正题名］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图册 
［第一责任人］星球地图出版社编 
［出版者］星球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行政区地图/香港/地图集 
 
 
［正题名］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 
［第一责任人］郭冬梅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地方自治/政治制度史/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郭冬梅 著 
［知识责任］尚侠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词典 
［第一责任人］杨宽…[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中国历史/词典 
［知识责任］杨宽 主编 
［知识责任］方诗铭 主编 
［知识责任］程应鏐 主编 
［知识责任］陈旭麓 主编 
［知识责任］沈起炜 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词典 
［第一责任人］杨宽…[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中国历史/词典 
［知识责任］杨宽 主编 
［知识责任］方诗铭 主编 
［知识责任］程应鏐 主编 
［知识责任］陈旭麓 主编 
［知识责任］沈起炜 主编 
 
 
［正题名］晚清招商局新考 
［第一责任人］陈潮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轮船招商局/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陈潮 著 
 
 
［正题名］中国流氓史 
［第一责任人］陈宝良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社会问题/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宝良 著 
 



 
［正题名］时代与艺术 
［第一责任人］梁超著 
［出版者］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艺术/流派/研究/上海市/清后期 
［主题词］艺术/流派/研究/上海市/民国 
［知识责任］梁超 著 
 
 
［正题名］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 
［第一责任人］吴景平，郭岱君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1940-1943/史料 
［知识责任］吴景平 编 
［知识责任］郭岱君 编 
 
 
［正题名］新时期的中国现代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廷湘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廷湘 主编 
 
 
［正题名］孙中山与美国 
［第一责任人］习贤德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中美关系/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习贤德 著 
［知识责任］孙哲 丛书主编 
 
 
［正题名］王国维书札墨迹 
［第一责任人］虞坤林编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忠民 主编 
［知识责任］陆兴龙 主编 
［知识责任］李一翔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传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李志伟 著 
 
 
［正题名］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政策 
［第一责任人］归永涛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日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归永涛 著 
 
 
［正题名］习仲勋传 
［第一责任人］贾巨川执笔 
［译者］《习仲勋传》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社会调查/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范伟达 编著 
［知识责任］王竞 编著 
［知识责任］范冰 编著 
 
 
［正题名］文化、性别与教育 
［第一责任人］张素玲著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女子大学/教育史/中国/1900-1930 
［知识责任］张素玲 著 
［知识责任］丁钢 丛书主编 
 
 
［正题名］无冕元帅 
［第一责任人］张雄文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杨绛 著 
 
 
［正题名］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吕铁贞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涉外经济法/法制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吕铁贞 著 
 
 
［正题名］西学东渐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清代八旗子弟 
［第一责任人］刘小萌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八旗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小萌 著 
 
 
［正题名］历史的震撼 
［第一责任人］（英）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ton）著 
［译者］朗淑华,迟文成译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1900- 
［知识责任］艾杰顿 著 
［知识责任］Edgerton 著 
［次知识责任］朗淑华 译 
［次知识责任］迟文成 译 
 
 
［正题名］民国江湖 
［第一责任人］王梅英，王晓东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帮会/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王梅英 编著 



［知识责任］王晓东 编著 
 
 
［正题名］《时代》上的中国面孔 
［第一责任人］罗昶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1924-2005 
［知识责任］罗昶 著 
 
 
［正题名］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钱学敏著 
［出版者］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军事/百科全书/中国 
［知识责任］齐德学 主编 
［次知识责任］温瑞茂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齐德学主编 
［译者］温瑞茂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军事/百科全书/中国 
［知识责任］齐德学 主编 
［次知识责任］温瑞茂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齐德学主编 
［译者］温瑞茂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军事/百科全书/中国 
［知识责任］齐德学 主编 
［次知识责任］温瑞茂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家训史论稿 
［第一责任人］朱明勋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家庭道德/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朱明勋 著 
 
 
［正题名］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史 
［第一责任人］左芙蓉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北京市/外国 
［知识责任］左芙蓉 著 
 
 
［正题名］俄国封建晚期农村公社研究 
［第一责任人］罗爱林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农村公社/研究/俄罗斯/1649-1861 
［知识责任］罗爱林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废名论 
［第一责任人］张吉兵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吉兵 著 
 
 
［正题名］作为他者的欧洲 
［第一责任人］梅启波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比较文学/文学研究/欧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梅启波 著 
 
 
［正题名］“东突”的历史与现状 
［第一责任人］潘志平，王鸣野，石岚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恐怖主义/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潘志平 著 
［知识责任］王鸣野 著 
［知识责任］石岚 著 



 
 
［正题名］近代史学刊 
［第一责任人］章开沅，严昌洪主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艾华 编著 
［次知识责任］刘同干 主审 
 
 
［正题名］中国农民价值观变迁 
［第一责任人］康来云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农民/价值论（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康来云 著 
 
 
［正题名］穿越时空的记忆 
［第一责任人］济南市档案局（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济南市/近代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济南市/现代 
 
 
［正题名］帝国的消亡 
［第一责任人］（俄）E.T.盖达尔（Е.Т. Гайдар）著 
［译者］王尊贤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苏联解体/研究 
［知识责任］盖达尔 著 
［知识责任］Гайдар 著 
［次知识责任］王尊贤 译 
 
 
［正题名］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 
［第一责任人］王福琨主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奥运会/历史/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崔乐全 著 



 
 
［正题名］冯友兰文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邵汉明编选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哲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邵汉明 编选 
 
 
［正题名］冯友兰文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邵汉明编选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哲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邵汉明 编选 
 
 
［正题名］冯友兰文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邵汉明编选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哲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邵汉明 编选 
 
 
［正题名］冯友兰文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邵汉明编选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哲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邵汉明 编选 
 
 
［正题名］冯友兰文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邵汉明编选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哲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邵汉明 编选 
 
 
［正题名］冯友兰文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邵汉明编选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哲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邵汉明 编选 
 
 
［正题名］冯友兰文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邵汉明编选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哲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邵汉明 编选 
 
 
［正题名］冯友兰文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邵汉明编选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哲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邵汉明 编选 
 
 
［正题名］冯友兰文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邵汉明编选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哲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邵汉明 编选 
 
 
［正题名］冯友兰文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邵汉明编选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哲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邵汉明 编选 
 
 
［正题名］苏州商团档案汇编 
［第一责任人］章开沅…[等]主编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商业史/史料/苏州市/近代 
［知识责任］章开沅 主编 
［知识责任］朱英 主编 
［知识责任］祖苏 主编 
［知识责任］叶万忠 主编 
 
 
［正题名］苏州商团档案汇编 
［第一责任人］章开沅…[等]主编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商业史/史料/苏州市/近代 
［知识责任］章开沅 主编 
［知识责任］朱英 主编 
［知识责任］祖苏 主编 
［知识责任］叶万忠 主编 
 
 
［正题名］北京纪事 
［正题名］北京纪游 
［第一责任人］（日）小栗栖香顶著 
［译者］陈继东，陈力卫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近代 
［知识责任］小栗栖香顶 著 



［次知识责任］陈继东 整理 
［次知识责任］陈力卫 整理 
 
 
［正题名］三大思潮鼎立格局的形成 
［第一责任人］张天行主编 
［译者］徐素华[等]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天行 主编 
［知识责任］贾洪莲 著 
［知识责任］黄玉顺 著 
［知识责任］邓杰 著 
 
 
［正题名］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 
［第一责任人］陈炜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城乡贸易/商业史/广西壮族自治区/近代 
［主题词］民族经济/经济史/广西壮族自治区/近代 
［知识责任］陈炜 著 
 
 
［正题名］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第一责任人］黄仁宇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民歌/童谣/中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周玉波 编选 
 
 
［正题名］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刁振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议会制/研究/江苏省/清后期 
［知识责任］刁振娇 著 
 
 
［正题名］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 
［第一责任人］冯贤亮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生态环境/影响/社会变迁/研究/华东地区/1368-1912 
［知识责任］冯贤亮 著 
 
 
［正题名］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 
［第一责任人］白晋…[等]著 
［译者］徐志敏，路洋译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报业/新闻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庞荣棣 著 
 
 
［正题名］史苑英华 
［第一责任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中国历史/史评 
［主题词］史学/文集 
 
 
［正题名］日本海外征战记 
［第一责任人］刘庆忠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侵略战争/战争史/日本 
［知识责任］刘庆忠 著 
 
 
［正题名］日本海外征战记 
［第一责任人］刘庆忠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侵略战争/战争史/日本 
［知识责任］刘庆忠 著 
 
 
［正题名］中国之欧洲 
［第一责任人］（法）艾田蒲（Rene Etiemble）著 
［译者］许钧，钱林森译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汉学/研究 



［知识责任］艾田蒲 著 
［知识责任］Etiemble 著 
［次知识责任］钱林森 译 
［次知识责任］许钧 译 
 
 
［正题名］中国之欧洲 
［第一责任人］（法）艾田 蒲（ne Etiemble）著 
［译者］许钧，钱林森译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汉学/研究 
［知识责任］艾田蒲 著 
［知识责任］Etiemble 著 
［次知识责任］钱林森 译 
［次知识责任］许钧 译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东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程维荣 著 
 
 
［正题名］风云侧记 
［第一责任人］袁鹰[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文人/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主题词］回忆录/报社/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报社/全国性报纸/中国 
［知识责任］袁鹰 著 
 
 
［正题名］朱家溍 
［第一责任人］朱家溍口述 
［译者］朱传荣整理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郑和下西洋/研究 
［知识责任］孟席斯 著 
［知识责任］Menzies 著 



［次知识责任］师研群 译 
 
 
［正题名］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范小梵 著 
 
 
［正题名］传教士与晚清口岸文人 
［第一责任人］段怀清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传教士/宗教/传播/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文化/名人/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西方文学/中国文学/影响/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段怀清 著 
 
 
［正题名］闲话台大四十年 
［第一责任人］叶曙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医学/教授/回忆录 
［知识责任］叶曙 著 
 
 
［正题名］问学谏往录 
［第一责任人］萧公权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教育工作者/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萧公权 著 
 
 
［正题名］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 
［第一责任人］杨亮功著 
［第一责任人］蔡晓舟，杨亮功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教育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五四运动/史料 
［知识责任］杨亮功 著 
［知识责任］蔡晓舟 编 
 
 
［正题名］我与故宫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那志良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故宫/历史/史料/北京/台湾/1925-1974 
［主题词］博物馆事业/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那志良 著 
 
 
［正题名］民国书影过眼录 
［第一责任人］张泽贤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书评/作品集/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泽贤 著 
 
 
［正题名］近代经世小儒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文人/思想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从清华园到未名湖 
［第一责任人］任彦申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高等学校/学校管理/研究 
［主题词］高校管理/经验/中国 
［知识责任］任彦申 著 
 
 
［正题名］间谍王（特别版） 
［第一责任人］（美）魏斐德著 
［译者］梁禾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军统局/特务组织/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魏斐德 著 
［知识责任］Wakeman 著 
［次知识责任］梁禾 译 
 
 
［正题名］近现代学术大师治学方法比较 
［第一责任人］蒋凡等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治学方法/对比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蒋凡 著 
 
 
［正题名］从战争中走来 
［第一责任人］张胜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军事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胜 著 
 
 
［正题名］龚育之回忆 
［第一责任人］龚育之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城市地理/历史地理/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孝聪 著 
 
 
［正题名］青灯集 
［第一责任人］钟叔河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钟叔河 著 
 
 
［正题名］物资供应票证鉴赏与收藏 
［第一责任人］张世春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收藏/藏品/中国/当代 



［主题词］票据/鉴赏/中国/当代 
［主题词］人民生活/生活状况/史料/中国/当代 
［主题词］计划经济/物资供应/资料/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世春 著 
 
 
［正题名］日记的胡适 
［第一责任人］李伶伶， 王一心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话剧艺术/话剧评论/中国/文集 
［主题词］戏剧评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焦菊隐 著 
 
 
［正题名］移步不换形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著 
［译者］梅绍武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京剧/表演艺术/文集 
［知识责任］梅兰芳 著 
［次知识责任］梅绍武 编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第一责任人］张廷兴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 
［主题词］服饰/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张廷兴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第一责任人］张勃，荣新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风俗习惯/节日/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张勃 著 



［知识责任］荣新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第一责任人］山曼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风俗习惯/生产/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山曼 著 
 
 
［正题名］中国民俗通志 
［第一责任人］齐涛主编 
［第一责任人］顾希佳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风俗习惯/生产/中国 
［知识责任］齐涛 主编 
［知识责任］顾希佳 著 
 
 
［正题名］历史民族地理 
［第一责任人］安介生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历史地理/民族地理/中国 
［知识责任］安介生 著 
 
 
［正题名］历史民族地理 
［第一责任人］安介生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历史地理/民族地理/中国 
［知识责任］安介生 著 
 
 
［正题名］老照片 
［第一责任人］冯克力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克力 主编 
 
 
［正题名］历史学家茶座 
［第一责任人］王兆成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史学/丛刊 
［知识责任］王兆成 主编 
 
 
［正题名］社会学家茶座 
［第一责任人］张立升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主题词］社会学/丛刊 
［主题词］社会学 
［知识责任］张立升 主编 
 
 
［正题名］世界是平的 
［第一责任人］（美）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著 
［译者］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 
［出版者］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主题词］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经济一体化/研究 
［主题词］国际化/国际合作/研究 
［知识责任］弗里德曼 著 
［知识责任］Friedman 著 
［次知识责任］何帆 译 
［次知识责任］肖莹莹 译 
［次知识责任］郝正非 译 
 
 
［正题名］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第一责任人］（美）约翰·珀金斯(John Perkins)著 
［译者］杨文策译 
［出版者］广东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主题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关系/世界/当代 
［主题词］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斗争/美国/当代 
［知识责任］珀金斯 著 
［知识责任］Perkins 著 



［次知识责任］杨文策 译 
 
 
［正题名］大家国学 
［第一责任人］王易著 
［译者］王四同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国学/研究/文集/中国/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哲学家/思想家/文集/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王易 著 
［次知识责任］王四同 编 
 
 
［正题名］特殊年代 
［第一责任人］翟明战，胡木英等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托儿所/史料/延安/1937-1945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翟明战 著 
［知识责任］胡木英 著 
 
 
［正题名］空山疯语 
［第一责任人］孔庆东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孔庆东 著 
 
 
［正题名］大普学历 
［第一责任人］王金昌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工农兵学员/经历/中国/1970-1976 
［主题词］学历/大学/毕业生/中国/1970-1976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中国/1970-1976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1970-1976 
［知识责任］王金昌 著 
 
 
［正题名］浩然口述自传 



［第一责任人］浩然口述 
［译者］郑实采写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作家/传记/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浩然 口述 
［次知识责任］郑实 采写 
 
 
［正题名］实斋笔记 
［第一责任人］章开沅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章开沅 著 
 
 
［正题名］朗宁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加拿大）切斯特·朗宁著 
［译者］孙法理译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中国历史/史料/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朗宁 著 
［知识责任］Ronning 著 
［次知识责任］孙法理 译 
 
 
［正题名］中国—传统与变迁 
［第一责任人］（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 
［译者］张沛，张源，顾思秉译 
［出版者］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费正清 著 
［知识责任］Fairbank 著 
［次知识责任］张沛 译 
［次知识责任］张源 译 
［次知识责任］顾思秉 译 
 
 
［正题名］宿醉的王朝 
［第一责任人］綦彦臣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1860-1889 
［知识责任］綦彦臣 著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第一责任人］罗振亚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知识责任］罗振亚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第一责任人］罗振亚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知识责任］罗振亚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第一责任人］乔以钢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知识责任］乔以钢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第一责任人］乔以钢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知识责任］乔以钢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第一责任人］乔以钢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知识责任］乔以钢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第一责任人］黄万华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知识责任］黄万华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第一责任人］黄万华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知识责任］黄万华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第一责任人］黄万华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知识责任］黄万华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第一责任人］刘锡庆，陈亚丽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知识责任］刘锡庆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陈亚丽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第一责任人］刘锡庆，陈亚丽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锡庆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亚丽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第一责任人］李瑞山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瑞山 本卷主编 
 
 
［正题名］百年美文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译者］李瑞山本卷主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知识责任］李瑞山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一个人的阅读史 
［第一责任人］张颐武[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读书笔记/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颐武 著 
 
 
［正题名］北京市行政区划手册 
［第一责任人］孟钧主编 
［译者］北京市民政局编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统计资料/手册/北京/2008 
［知识责任］孟钧 主编 
［次知识责任］北京市民政局 编 
 
 
［正题名］狼图腾 
［第一责任人］姜戎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姜戎 著 
 
 
［正题名］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周定国主编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名/译名/世界/词典 
［知识责任］周定国 主编 
 
 
［正题名］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译名/人名/世界/词典 
［主题词］人名录/世界 
［主题词］姓名/译名/世界/词典 
 
 
［正题名］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译名/人名/世界/词典 
［主题词］人名录/世界 
［主题词］姓名/译名/世界/词典 
 
 
［正题名］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发布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古籍/文物修复/中国/行业标准 
［知识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发布 
 
 
［正题名］古籍普查规范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发布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古籍/文物普查/中国/行业标准 
 
 
［正题名］新全球史 
［第一责任人］（美）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美）赫伯特·齐格勒(Herbert Ziegler)
著 
［译者］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世界史/教材 
［知识责任］本特利 著 
［知识责任］Bentley 著 
［知识责任］齐格勒 著 
［知识责任］Ziegler 著 
［次知识责任］魏凤莲 译 
［次知识责任］张颖 译 



［次知识责任］白玉广 译 
 
 
［正题名］新全球史 
［第一责任人］（美）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美）赫伯特·齐格勒(Herbert Ziegler)
著 
［译者］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世界史/教材 
［知识责任］本特利 著 
［知识责任］Bentley 著 
［知识责任］齐格勒 著 
［知识责任］Ziegler 著 
［次知识责任］魏凤莲 译 
［次知识责任］张颖 译 
［次知识责任］白玉广 译 
 
 
［正题名］未央歌 
［第一责任人］鹿桥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史料/中国/昆明/1937-1946 
［主题词］抗日战争/高等教育/教育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鹿桥 著 
 
 
［正题名］风云激荡七十年 
［第一责任人］朱穆之著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文化事业/文化史/史料/中国/现代/当代 
［知识责任］朱穆之 著 
 
 
［正题名］风云激荡七十年 
［第一责任人］朱穆之著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文化事业/文化史/史料/中国/现代/当代 
［知识责任］朱穆之 著 
 



 
［正题名］日本禁书百影 
［第一责任人］顾静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出版事业/文化史/日本 
［主题词］文化事业/日本 
［主题词］禁书/介绍/书影/日本 
［知识责任］顾静 编著 
 
 
［正题名］徽州访古 
［第一责任人］张和敬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古建筑/名胜古迹/徽州地区 
［知识责任］张和敬 著 
 
 
［正题名］越汉辞典 
［第一责任人］何成…[等]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0.8 
［主题词］越南语/汉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越南/中国 
［知识责任］何成 编 
［知识责任］郑卧龙 编 
［知识责任］朱福丹 编 
［知识责任］王德伦 编 
 
 
［正题名］新西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新西汉词典》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2.3 
［主题词］西班牙文/汉语/词典 
 
 
［正题名］泰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广州外国语学院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0 
［主题词］泰语/汉语/词典 
［主题词］词典/泰语/汉语 



 
 
［正题名］朝中词典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族出版社，朝鲜外国文图书出版社编 
［出版者］中国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1 
［主题词］朝鲜语/汉语/词典 
 
 
［正题名］米字旗下的威海卫 
［第一责任人］邓向阳主编 
［译者］张建国，张军勇撰述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史料/山东/威海/1898-1930 
［知识责任］邓向阳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建国 撰述 
［次知识责任］张军勇 撰述 
 
 
［正题名］世纪学人 百年影像 
［第一责任人］侯艺兵编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社会科学家/生平事迹/中国/当代/摄影集 
［主题词］学者/专家/社会科学/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侯艺兵 编著 
 
 
［正题名］中国大革命中的熊雄 
［第一责任人］熊巢生，熊英，易敬林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政治家/中国/现代/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熊巢生 编著 
［知识责任］熊英 编著 
［知识责任］易敬林 编著 
 
 
［正题名］熊希龄先生归葬纪念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熊希龄先生骨灰安葬筹备委员会秘书处编印 
［主题词］中国医药学/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祖述宪 编著 
 



 
［正题名］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日本/侵华/史料/山西/1945-1949 
 
 
［正题名］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日本/侵华/史料/山西/1945-1949 
 
 
［正题名］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 
［第一责任人］山西省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日本/侵华/史料/山西/1945-1949 
 
 
［正题名］张海鹏先生七秩初度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金东吉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金东吉 主编 
 
 
［正题名］孙中山传 
［第一责任人］尚明轩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家族/谱系/山东/济宁 
［主题词］人名录/山东/济宁 
 
 
［正题名］赵元任全集 
［第一责任人］赵元任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现代汉语/研究/专著 
［主题词］语言学/研究/专著 



［知识责任］赵元任 著 
 
 
［正题名］赵元任全集 
［第一责任人］赵元任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5.11 
［主题词］作曲理论/中国/现代 
［主题词］音乐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歌曲/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元任 著 
 
 
［正题名］赵元任全集 
［第一责任人］赵元任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科学普及/文集 
［知识责任］赵元任 著 
 
 
［正题名］赵元任全集 
［第一责任人］赵元任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元任 著 
 
 
［正题名］赵元任全集 
［第一责任人］赵元任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元任 著 
 
 
［正题名］赵元任全集 
［第一责任人］赵元任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传记/文集 
［主题词］书信集/文集 
［知识责任］赵元任 著 



 
 
［正题名］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 
［第一责任人］纪学仁编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侵华事件/化学战/史料/日本 
［知识责任］纪学仁 编著 
 
 
［正题名］中国十八省府 
［第一责任人］（美）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著 
［译者］沈弘，郝田虎，姜文涛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游记/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省会/地方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盖洛 著 
［知识责任］Geil 著 
［次知识责任］沈弘 译 
［次知识责任］郝田虎 译 
［次知识责任］姜文涛 译 
 
 
［正题名］压力下的生活 
［第一责任人］（瑞典）托米·本特森，（美）康文林，（美）李中清等著 
［译者］李霞，李恭忠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人口调查/统计/欧洲/亚洲/1700-1900 
［主题词］生活水平/欧洲/亚洲/1700-1900 
［主题词］人口死亡率/欧洲/亚洲/1700-1900 
［知识责任］本特森 著 
［知识责任］Bengtsson 著 
［知识责任］康文林 著 
［知识责任］Campbell 著 
［知识责任］李中清 著 
［知识责任］Lee 著 
［次知识责任］李霞 译 
［次知识责任］李恭忠 译、校 
［次知识责任］史建云 审校 
 



 
［正题名］扬子江上的美国人 
［第一责任人］（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 
［译者］晏奎，孟凡君，孙继成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城市史/武汉/1796-1895 
［主题词］城市社会学/研究/武汉/1796-1895 
［知识责任］罗威廉 著 
［知识责任］Rowe 著 
［次知识责任］鲁西奇 译 
［次知识责任］罗杜芳 译 
［次知识责任］马钊 审校 
［次知识责任］萧致治 审校 
 
 
［正题名］中国杂技史 
［第一责任人］傅起凤，傅腾龙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杂技/艺术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傅起凤 著 
［知识责任］傅腾龙 著 
 
 
［正题名］中国经学史 
［第一责任人］许道勋，徐洪兴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经学/历史/中国 
［主题词］经学/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许道勋 著 
［知识责任］徐洪兴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杨宽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都城（遗址）/城市地理/中国/古代 
［主题词］城市史/城市规划/中国/古代 
［主题词］城市规划/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宽 著 
 



 
［正题名］中国舞蹈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王克芬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舞蹈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克芬 著 
 
 
［正题名］中国戏曲史 
［第一责任人］廖奔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戏曲史/中国 
［主题词］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廖奔 著 
 
 
［正题名］中国服饰史 
［第一责任人］黄能馥，陈娟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服饰/文化史/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黄能馥 著 
［知识责任］陈娟娟 著 
 
 
［正题名］中国园林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王毅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园林/名胜古迹/历史/中国 
［主题词］古典园林/建筑史/中国 
［知识责任］王毅 著 
 
 
［正题名］中国景观史 
［第一责任人］吴必虎，刘筱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主题词］名胜古迹/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吴必虎 著 
［知识责任］刘筱娟 著 
 



 
［正题名］中国秘书史 
［第一责任人］杨剑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秘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剑宇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余华青主编 
［译者］余华青，杨希义，刘文瑞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廉政建设/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余华青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杨希义 著 
［次知识责任］刘文瑞 著 
 
 
［正题名］中国散文小说史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散文/文学史/中国 
［主题词］小说史/中国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陈平原 著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陈建新， 李杭春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1919-1926 
［主题词］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1919-1926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陈建新 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杭春 卷主编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陈建新， 李杭春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1927-1935 
［主题词］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1927-1935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陈建新 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杭春 卷主编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陈建新， 李杭春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陈建新 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杭春 卷主编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李杭春， 陈建新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游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李杭春 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建新 卷主编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陈其强， 郁峻峰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日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陈其强 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郁峻峰 卷主编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郁峻峰， 陈其强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书信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吴秀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郁峻峰 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其强 卷主编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黄杰， 远村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诗词/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吴秀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杰 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远村 卷主编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李杭春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1923-1938 
［主题词］杂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李杭春 卷主编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陈力君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1939-1945 
［主题词］杂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陈力君 卷主编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吴秀明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1921-1931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1921-1931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吴秀明 主编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吴秀明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1932-1941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1932-1941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吴秀明 本卷主编 
 
 
［正题名］郁达夫全集 
［第一责任人］[郁达夫著] 
［译者］李杭春本卷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1922-1941 
［主题词］文学翻译/作品集/世界/1922-1941 
［主题词］世界文学/作品集/1922-1941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次知识责任］李杭春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末教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 



［第一责任人］陈增辉主编 
［译者］耿昇，杨佩纯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教案（历史）/档案资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陈增辉 主编 
［次知识责任］耿昇 译 
［次知识责任］杨佩纯 译 
 
 
［正题名］清末教案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 
［第一责任人］陈增辉主编 
［译者］郭舜平译 
［译者］王建朗，杜继东校订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教案（历史）/档案资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陈增辉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舜平 译 
［次知识责任］王建朗 校订 
［次知识责任］杜继东 校订 
 
 
［正题名］中法战争 
［第一责任人］张振鹍主编 
［译者］庾裕良，张胤副主编 
［译者］黄振南本册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中法战争(1883-1885)/史料 
［知识责任］张振鹍 主编 
［次知识责任］庾裕良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胤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振南 本册编 
 
 
［正题名］北洋政府总理的最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北洋军阀政府/总理/列传/中国/民国 
［主题词］总理/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正题名］十五个叛徒的最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政治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正题名］五十一位中国国民党中常委的最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正题名］国民政府文人高官的最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国民政府/政治人物/列传/中国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正题名］国民政府主席的最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国民政府/主席/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正题名］国民政府十二位一级上将的最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国民党军/战犯/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正题名］国民党四十三位战犯的最后结局 
［第一责任人］何明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国民党军/战犯/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何明 主编 
 
 
［正题名］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正题名］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第一责任人］傅衣凌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贸易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商人/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商业资本/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市民/城市经济/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傅衣凌 著 
 
 
［正题名］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 
［第一责任人］郑成林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银行史/经济史/中国/上海/1918-1936 
［主题词］银行业/民间经济团体/研究/上海/1918-1936 
［知识责任］郑成林 著 
 
 
［正题名］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广勇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教育组织机构/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孙广勇 著 
 
 
［正题名］中间组织 
［第一责任人］魏文享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行业组织/研究/中国/1918-1949 
［知识责任］魏文享 著 
 
 



［正题名］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 
［第一责任人］宋惠昌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专题文化/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价值论(哲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耿云志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宋惠昌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第一责任人］王中江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思维形式/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耿云志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中江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 
［第一责任人］张剑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科学事业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耿云志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剑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 
［第一责任人］左玉河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学术工作/体制/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耿云志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左玉河 著 
 
 
［正题名］蒋介石三次下野 
［第一责任人］王舜祁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翻译/影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东方文化/关系/西方文化/研究/现代 
［主题词］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潘艳慧 著 
 
 
［正题名］《小说月报》1910-1920 
［第一责任人］谢晓霞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11 
［主题词］文学/期刊/研究/中国/1910-1920 
［主题词］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1910-1920 
［知识责任］谢晓霞 著 
 
 
［正题名］中国收入分配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钟祥财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主题词］国民收入分配/经济思想史/中国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钟祥财 著 
 
 
［正题名］辜鸿铭与中西文化 
［第一责任人］高令印, 高秀华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人物研究/学者/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高令印 著 
［知识责任］高秀华 著 
 
 
［正题名］走向田野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行龙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山西/近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调查/中国/山西/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行龙 著 
 
 
［正题名］民国内蒙古史 
［第一责任人］赛航，金海，苏德毕力格著 



［出版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地方史/内蒙古/民国 
［知识责任］赛航 著 
［知识责任］金海 著 
［知识责任］苏德毕力格 著 
 
 
［正题名］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法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乌力吉陶格套著 
［出版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法制史/内蒙古/清代/民国 
［主题词］地方史/内蒙古/清代/民国 
［知识责任］乌力吉陶格套 著 
 
 
［正题名］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 100 年 
［第一责任人］（美）高斯坦(Jonathan Goldstein)主编 
［译者］肖宪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以色列/20 世纪/文集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以色列/20 世纪/文集 
［知识责任］高斯坦 主编 
［知识责任］Goldstein 主编 
［次知识责任］肖宪 译 
 
 
［正题名］党史札记末编 
［第一责任人］龚育之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政治家/名人/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龚育之 著 
 
 
［正题名］负笈北京大学 
［第一责任人］白化文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教育工作者/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白化文 著 
 



 
［正题名］合肥四姊妹 
［第一责任人］金安平著 
［译者］凌云岚, 杨早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妇女/生平事迹/合肥/现代 
［知识责任］金安平 著 
［次知识责任］凌云岚 译 
［次知识责任］杨早 译 
 
 
［正题名］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第一责任人］杨国强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士/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大夫/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杨国强 著 
 
 
［正题名］明清文学群落 
［第一责任人］朱萸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作家群/生平事迹/江苏/吴江/明清时代 
［主题词］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知识责任］朱萸 著 
 
 
［正题名］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 
［第一责任人］侯丕勋，刘再聪主编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历史地理/概论/中国/西北地区 
［主题词］区域地理/中国/西北地区 
［知识责任］侯丕勋 主编 
［知识责任］刘再聪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歧路人” 
［第一责任人］张晓京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代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羽离子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变迁研究 
［第一责任人］潘利红，李韬，周新华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发展观/中国共产党/研究 
［知识责任］潘利红 著 
［知识责任］李韬 著 
［知识责任］周新华 著 
 
 
［正题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 
［第一责任人］张萍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6.4 
［主题词］区域贸易经济/研究/陕西/明清时代 
［主题词］商业地理/研究/陕西/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张萍 著 
 
 
［正题名］吕思勉文史四讲 
［第一责任人］吕思勉述 
［译者］黄永年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文史哲/研究/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吕思勉 述 
［次知识责任］黄永年 记 
 
 
［正题名］李侃史学随笔选 
［第一责任人］李侃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2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侃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焦润明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焦润明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 
［第一责任人］黄冕堂编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物价管理/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物价管理/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冕堂 编著 
 
 
［正题名］史学与红学 
［第一责任人］唐德刚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史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唐德刚 著 
 
 
［正题名］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审视 
［第一责任人］林家有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政治家/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林家有 著 
 
 
［正题名］明清小说俗字俗语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志锋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主题词］古典小说/文字/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俗语/汉语/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异体字/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吴语/汉语方言/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周志锋 著 
 



 
［正题名］弱国的外交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中国的大转型 
［第一责任人］萧功秦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社会转型期/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主题词］政论/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萧功秦 著 
 
 
［正题名］近代化细节 
［第一责任人］张建伟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建伟 著 
 
 
［正题名］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 
［第一责任人］桑兵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学者/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学者/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桑兵 著 
 
 
［正题名］怀念龚育之 
［第一责任人］《怀念龚育之》编辑组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当代 



 
 
［正题名］中国经济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陈勇勤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陈勇勤 著 
 
 
［正题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玉才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书院/教育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玉才 著 
 
 
［正题名］解放西藏史 
［第一责任人］《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教授/回忆录/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史际平 编著 
［知识责任］杨嘉实 编著 
［知识责任］陶中源 编著 
 
 
［正题名］晚清三十人 
［第一责任人］李扬帆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名人/列传/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政治人物/列传/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扬帆 著 
 
 
［正题名］北京记忆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正题名］李宗仁大传 
［第一责任人］荣维木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政府首脑/生平事迹/世界/当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料/当代 
［主题词］政治/概况/世界 
［主题词］外交史/德国/当代 
［知识责任］施密特 著 
［知识责任］Schmidt 著 
［次知识责任］梅兆荣 译、校 
［次知识责任］罗国文 译 
［次知识责任］王熙敬 译 
 
 
［正题名］领袖们 
［第一责任人］（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译者］施燕华，洪雪因，黄钟青等译 
［译者］施燕华校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世界/现代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世界 
［知识责任］尼克松 著 
［知识责任］Nixon 著 
［次知识责任］施燕华 译 
［次知识责任］洪雪因 译 
［次知识责任］黄钟青 译 
［次知识责任］施燕华 校 
 
 
［正题名］五四之魂 
［第一责任人］林贤治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贤治 著 
 
 
［正题名］千古大变局 
［第一责任人］曾纪鑫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曾纪鑫 著 
 
 
［正题名］季羡林自传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文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主题词］教授/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汪修荣 著 
 
 
［正题名］开放中国 
［第一责任人］经济观察报编著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改革开放/研究/中国/1977-2007 
 
 
［正题名］乔冠华与龚澎 
［第一责任人］乔松都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医生/回忆录/中国/现代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炎唐 口述 
［次知识责任］肖思科 整理 
 
 
［正题名］梨园往事 
［第一责任人］周简段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戏剧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周简段 著 
 
 
［正题名］老俗事 
［第一责任人］周简段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周简段 著 
 
 
［正题名］老滋味 
［第一责任人］周简段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饮食/文化/中国 
［主题词］饮食/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周简段 著 
 
 
［正题名］伶人往事 
［第一责任人］章诒和著 
［出版者］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京剧/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章诒和 著 
 
 
［正题名］浮光掠影看平生 
［第一责任人］启功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书画艺术/文集/中国/当代 
［主题词］书法理论/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启功 著 
 
 
［正题名］43 位战犯的后半生 
［第一责任人］李永铭, 范小方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战犯/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永铭 主编 
［知识责任］范小方 主编 
 
 
［正题名］梅兰芳的艺术与情感 
［第一责任人］李伶伶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主题词］中国历史/现代史/研究 
［知识责任］王宪明 主编 
［知识责任］蔡乐苏 主编 
 
 
［正题名］国民党党首的女人们 
［第一责任人］李章主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女性/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李章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毅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王毅 著 
 
 
［正题名］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毅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王毅 著 
 
 
［正题名］中国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翦伯赞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翦伯赞 著 
 
 
［正题名］历史问题论丛 
［第一责任人］翦伯赞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翦伯赞 著 



 
 
［正题名］西学与清代文化 
［第一责任人］黄爱平, 黄兴涛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清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国/西方国家/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黄爱平 主编 
［知识责任］黄兴涛 主编 
 
 
［正题名］叶浅予自传 
［第一责任人］叶浅予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手稿 
［知识责任］董必武 著 
［知识责任］李富春 著 
 
 
［正题名］20 世纪科学技术简史 
［第一责任人］李佩珊，许良英主编 
［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世界/20 世纪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世界/20 世纪 
［知识责任］李佩珊 主编 
［知识责任］许良英 主编 
 
 
［正题名］四个月的战争 
［第一责任人］[（瑞士）肯卡尔摄影] 
［译者］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八一三”事变/史料/中国/1937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中国/1937 
［知识责任］肯卡尔 摄影 
［知识责任］Kengebacher 摄影 
 
 
［正题名］辛亥黄花岗起义 



［第一责任人］程存洁主编 
［译者］广州博物馆，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黄花岗起义/史料/中国/1911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中国/1911 
［知识责任］程存洁 主编 
 
 
［正题名］宋子文与他的时代 
［第一责任人］吴景平，郭岱君编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翻译/语言学史/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传教士/基督教/传播/研究/西方国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何绍斌 著 
 
 
［正题名］孟心史学记 
［第一责任人］何龄修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史学家/中国/现代/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何龄修 编 
 
 
［正题名］先生之风 
［第一责任人］赵为民，孙战龙，张琳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教授/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赵为民 编 
［知识责任］孙战龙 编 
［知识责任］张琳 编 
 
 
［正题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第一责任人］黄海妍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祠堂/研究/广州 
［知识责任］黄海妍 著 
 
 



［正题名］狂人刘文典 
［第一责任人］章玉政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教授/传记 
［知识责任］章玉政 著 
 
 
［正题名］邓小平改变中国 
［第一责任人］叶永烈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政治运动/政治事件/中国/1976-1978 
［主题词］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史料/中国/1976-1978 
［主题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料/1976-1978 
［知识责任］叶永烈 著 
 
 
［正题名］陈寅恪与傅斯年 
［第一责任人］岳南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中国历史/古代史/清前期 
［知识责任］戴逸 著 
 
 
［正题名］在民国 
［第一责任人］孙郁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文人/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孙郁 著 
 
 
［正题名］历代科举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文清阁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献/汇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定保 撰 
［知识责任］吕荣义 撰 
［知识责任］高似孙 撰 
［知识责任］韩思 撰 



［知识责任］陈彭年 撰 
［知识责任］陆深 撰 
［知识责任］冯梦祯 撰 
［知识责任］卢上铭 撰 
［知识责任］士骅 撰 
［知识责任］董其昌 撰 
 
 
［正题名］历代科举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文清阁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献/汇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素尔讷 撰 
［知识责任］毛奇龄 撰 
［知识责任］李调光 撰 
 
 
［正题名］历代科举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文清阁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献/汇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调光 撰 
 
 
［正题名］历代科举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文清阁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献/汇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徐松 撰 
［知识责任］冒广生 
［知识责任］潘祖荫 撰 
 
 
［正题名］历代科举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文清阁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献/汇编/中国/古代 
 
 
［正题名］历代科举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文清阁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献/汇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吕相燮 撰 
［次知识责任］俞增光 校刊 
 
 
［正题名］历代科举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文清阁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献/汇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吕相燮 撰 
［知识责任］谭吉璁 撰 
［知识责任］缪彤 撰 
［知识责任］黄崇兰 撰 
［知识责任］赵学曾 续撰 
［次知识责任］俞增光 校刊 
 
 
［正题名］历代科举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文清阁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献/汇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黄崇兰 撰 
［知识责任］赵学曾 续撰 
［知识责任］王仁堪 撰 
［知识责任］郭尚先 撰 
［知识责任］瞿鸿禨 撰 
［知识责任］吕佩芬 撰 
 
 
［正题名］历代科举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文清阁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献/汇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赵抃 撰 
［知识责任］不著 撰人 
［知识责任］严修 撰 
 
 



［正题名］历代科举文献集成 
［第一责任人］文清阁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献/汇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严修 撰 
［知识责任］傅增湘 撰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大清一统志 
［第一责任人］（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地理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穆彰阿 纂修 
［知识责任］潘锡恩 纂修 
 
 
［正题名］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 
［第一责任人］张宝三主编 
［译者］邱婉容、王春香编辑 
［出版者］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5.9 
［主题词］专题目录 
［知识责任］张宝三 主编 
［次知识责任］邱婉容 编辑 
［次知识责任］王春香 编辑 
 
 
［正题名］日治時代(1895-1945)台湾近代都市計画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武达著 
［出版者］台湾都市史研究室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城市规划/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黄武达 著 
 
 
［正题名］毛泽东隐踪之谜 
［第一责任人］金振林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1989.7] 
［主题词］城市规划/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黄武达 著 
 
 
［正题名］日治時代(1895-1945)台湾近代都市計画 
［第一责任人］黄武达著 
［出版者］台湾都市史研究室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城市规划/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黄武达 著 
 
 
［正题名］日治时代(1895-1945)台湾近代都市计画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武达著 
［出版者］台湾都市史研究室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城市规划/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黄武达 著 
 
 
［正题名］东亚视域中的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 
［第一责任人］郑吉雄编 
［出版者］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5.7 
［主题词］儒家/研究/东亚/清代 
［主题词］儒家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郑吉雄 编 
 
 
［正题名］东亚视域中的国籍,移民与认同 
［第一责任人］甘怀真,贵志俊彦,川岛真编 
［出版者］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5.12 
［主题词］移民/研究/论文/东亚 
［主题词］国籍/研究/论文/东亚 
［知识责任］甘怀真 



［知识责任］贵志俊彦 
［知识责任］川岛真 
 
 
［正题名］采访历史 
［第一责任人］王景弘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对外关系/美国/中国 
［主题词］地方对外关系/台湾/美国 
［知识责任］王景弘 著 
 
 
［正题名］探险台湾 
［第一责任人］鸟居龙藏原著 
［译者］杨南郡译注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原住民/调查/台湾 
［主题词］人类学/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鸟居龙藏 原著 
［次知识责任］杨南郡 译注 
 
 
［正题名］生蕃行脚 
［第一责任人］森丑之助原著 
［译者］杨南郡译注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6.8 
［主题词］原住民/调查/台湾 
［主题词］人类学/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森丑之助 原著 
［次知识责任］杨南郡 译注 
 
 
［正题名］平埔族调查旅行 
［第一责任人］伊能嘉矩原著 
［译者］杨南郡译注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平埔族/调查/台湾 
［主题词］人类学/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伊能嘉矩 原著 
［次知识责任］杨南郡 译注 



 
 
［正题名］群星璀璨 
［第一责任人］吴十洲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人物/传记/民国时期 
［主题词］别名/笔名/杂议 
［知识责任］吴十洲 著 
 
 
［正题名］大浪淘尽 
［第一责任人］吴十洲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民国时期 
［主题词］别名/笔名/杂议 
［知识责任］吴十洲 著 
 
 
［正题名］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李东华，杨宗霖编校 
［出版者］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7.2 
［主题词］教育思想/台湾 
［主题词］高等教育/台湾 
［知识责任］沈君山 著 
 
 
［正题名］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台生著 
［出版者］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1992.3] 
［主题词］民主革命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李台生 著 
 
 
［正题名］海南方志资料综录 
［第一责任人］王会均著 
［出版者］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 83 年[1994.10] 
［主题词］地方志/史料/目录 
［知识责任］王会均 著 
 



 
［正题名］日文海南资料综录 
［第一责任人］王会均著 
［出版者］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1993.8] 
［主题词］地方史/资料/海南 
［知识责任］王会均 著 
 
 
［正题名］东亚近世耶稣会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戚印平著 
［出版者］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4.11 
［主题词］耶稣会/历史/亚洲/近代 
［知识责任］戚印平 著 
 
 
［正题名］从帝大到台大 
［第一责任人］陈奇禄著 
［出版者］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3 
［丛编题名］台大人丛书 
［主题词］人物/生平事迹/台湾大学 
［知识责任］陈奇禄 著 
 
 
［正题名］台湾大学办学理念与策略 
［第一责任人］傅斯年著 
［出版者］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6.3 
［主题词］高等教育/论文/台湾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正题名］光复初期的台湾 
［第一责任人］黄俊杰著 
［出版者］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5.4 
［丛编题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主题词］思想意识/台湾/1945- 
［知识责任］黄俊杰 著 
 
 
［正题名］清代科举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光亮撰 
［出版者］私立中国文化学院三民主义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4.8 
［主题词］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黄光亮 撰 
 
 
［正题名］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 
［第一责任人］仲光军主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主题词］科举考试/试卷/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仲光军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官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杨树藩著 
［译者］国立编译馆主编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政治/史料/民国时期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第一责任人］（日）内藤湖南著 
［译者］马彪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本书分以下几个部分：《辉煌的余光下》、《宁护气节的身影》、《一校之

长,今安在》、《前辈已逝,不可追》，介绍了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

是那样想的，那样做的，那样活着的。这些人物是我们今人的精神楷模、榜样，对我们今人

有教育意义。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内藤湖南 著 
［次知识责任］马彪 译 
 
 
［正题名］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第一责任人］乔治忠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乔治忠 著 
 
 
［正题名］晚清与大韩帝国的外交关系 
［第一责任人］蔡建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879-1910 
［知识责任］蔡建 著 



［知识责任］龙永图 主编 
 
 
［正题名］上海摩登 
［第一责任人］（美）李欧梵著 
［译者］毛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城市文化/关系/都市小说/小说研究/上海/1930-1945 
［知识责任］李欧梵 著 
［次知识责任］毛尖 译 
 
 
［正题名］中国民本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金耀基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金耀基 著 
 
 
［正题名］兴起与转移 
［第一责任人］陈国友著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世界/近代 
［知识责任］陈国友 著 
 
 
［正题名］中间党派与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宪政运动 
［第一责任人］常保国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民主党派/关系/宪政运动/中国/1940～1949 
［主题词］宪政运动/研究/中国/1940～1949 
［知识责任］常保国 著 
 
 
［正题名］思想政治教育与近现代社会变革 
［第一责任人］李德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主题词］法学教育/关系/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德芳 著 
 
 
［正题名］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第一责任人］В. П. 丹尼洛夫（В. П. Данилов）,О. В. 赫列夫纽克（О. В. 
Хлевнюк）,А. Ю. 瓦特林（А. Ю. Ватлин）主编 
［译者］臧乐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经济政策/研究/俄罗斯 
［知识责任］丹尼洛夫 主编 
［知识责任］Данилов 主编 
［知识责任］赫列夫纽克 e 主编 
［知识责任］Хлевнюк 主编 
［知识责任］瓦特林 主编 
［知识责任］Ватлин 主编 
［次知识责任］臧乐安 译 
 
 
［正题名］陈原序跋文录 
［第一责任人］陈原著 
［译者］于淑敏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序跋/选集 
［知识责任］陈原 著 
［次知识责任］于淑敏 编 
 
 
［正题名］上海城市娱乐研究 
［第一责任人］楼嘉军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文娱活动/服务业/研究/上海/1930-1939 
［知识责任］楼嘉军 著 
 
 
［正题名］讲述中国历史 
［第一责任人］（美）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著 
［译者］梁禾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魏斐德 著 
［知识责任］Wakeman 著 
［次知识责任］梁禾 主编 
 
 
［正题名］讲述中国历史 
［第一责任人］（美）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著 
［译者］梁禾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魏斐德 著 
［知识责任］Wakeman 著 
［次知识责任］梁禾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学术批评 
［第一责任人］桑兵，张凯，於梅舫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评论/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桑兵 编 
［知识责任］张凯 编 
［知识责任］於梅舫 编 
 
 
［正题名］帝国的迷津 
［第一责任人］赵柏田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9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赵柏田 著 
 
 
［正题名］马寅初全传 
［第一责任人］彭华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0 
［主题词］全球化/海关/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詹庆华 著 
 
 
［正题名］北京城市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吴建雍…[等]著 



［第一责任人］袁熹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市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市/近代 
［知识责任］吴建雍 著 
［知识责任］袁熹 著 
 
 
［正题名］北京城市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吴建雍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市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市/清代 
［知识责任］吴建雍 著 
 
 
［正题名］北京城市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吴建雍…[等]著 
［第一责任人］李宝臣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市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市/明代 
［知识责任］吴建雍 著 
［知识责任］李宝臣 著 
 
 
［正题名］北京城市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吴建雍…[等]著 
［第一责任人］王岗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市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市/元代 
［知识责任］吴建雍 著 
［知识责任］王岗 著 
 
 
［正题名］北京城市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吴建雍…[等]著 
［第一责任人］于德源，富丽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市 
［主题词］城市史/北京市/古代 
［知识责任］吴建雍 著 
［知识责任］于德源 著 
［知识责任］富丽 著 
 
 
［正题名］相遇历史 
［第一责任人］李清川主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0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访问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清川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责任人］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武大会址纪念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1948- 
［知识责任］钱江 著 
 
 
［正题名］清代中晚期北京说唱文学与伎艺研究 
［第一责任人］姚颖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说唱文学/文学研究/北京市/清代 
［知识责任］姚颖 著 
 
 
［正题名］一个真实的王光美 
［第一责任人］史玉根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宗白华 著 
［次知识责任］林同华 主编 
 
 
［正题名］宗白华全集 
［第一责任人］宗白华著 
［译者］林同华主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宗白华 著 
［次知识责任］林同华 主编 
 
 
［正题名］宗白华全集 
［第一责任人］宗白华著 
［译者］林同华主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宗白华 著 
［次知识责任］林同华 主编 
 
 
［正题名］宗白华全集 
［第一责任人］宗白华著 
［译者］林同华主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宗白华 著 
［次知识责任］林同华 主编 
 
 
［正题名］晚清义赈组织研究 
［第一责任人］靳环宇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社会救济/社会团体/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慈善事业/历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靳环宇 著 
 
 
［正题名］“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 
［第一责任人］孙静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满族/民族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孙静 著 
 
 



［正题名］近代老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程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9 
［主题词］侵华事件/殖民地教育/教育史/日本 
［主题词］殖民地教育/教育史/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王希亮 著 
 
 
［正题名］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 
［第一责任人］凌云岚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地方文学史/湖南省/现代 
［知识责任］凌云岚 著 
 
 
［正题名］邹韬奋研究 
［第一责任人］韬奋纪念馆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广东革命政府/史料/1925-1926 
［知识责任］莫华生 著 
［知识责任］梁小娟 著 
 
 
［正题名］16-18 世纪婢女生存状态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雪萍著 
［出版者］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女性/社会生活/研究/中国/16-18 世纪 
［知识责任］王雪萍 著 
 
 
［正题名］现代汉诗 
［第一责任人］（美）奚密著 
［译者］奚密, 宋炳辉译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汉诗/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奚密 著/译 
［次知识责任］宋炳辉 译 
 
 



［正题名］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家峰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乡村/基督教/研究/中国/1907-1950 
［知识责任］刘家峰 著 
 
 
［正题名］日本在华官方报 
［第一责任人］冯悦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侵华事件/报纸/新闻事业史/研究/日本/1919-1930 
［知识责任］冯悦 著 
 
 
［正题名］梨园忆旧 
［第一责任人］傅杰选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艺术家/回忆录/中国/现代 
［主题词］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杰选 编 
 
 
［正题名］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 
［第一责任人］王士花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9 
［主题词］侵华/日本/史料 
［主题词］农村/华北地区/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王士花 著 
 
 
［正题名］论陈云 
［第一责任人］李洪峰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9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王晓博 著 
［知识责任］黄汉江 总主编 
 
 
［正题名］近代湖湘文化概论 



［第一责任人］郑焱著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地方文化/文化史/研究/湖南/近代 
［知识责任］郑焱 著 
 
 
［正题名］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 
［第一责任人］高飞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中苏关系/演变/研究/1949-2008 
［知识责任］高飞 著 
 
 
［正题名］跨语际实践 
［第一责任人］刘禾著 
［译者］宋伟杰…[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3 
［主题词］东西方文化/关系/翻译 
［主题词］英语/翻译理论 
［主题词］文化语言学/研究 
［知识责任］刘禾 著 
［次知识责任］宋伟杰 译 
 
 
［正题名］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 
［第一责任人］《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刊行会编 
［出版者］表格 
［出版发行］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中国历史/史评 
 
 
［正题名］中国百年婚姻档案 
［第一责任人］梁春芳，朱晓军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婚姻/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梁春芳 著 
［知识责任］朱晓军 著 
 



 
［正题名］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编辑形态的演变 
［第一责任人］谢庆立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报纸编辑/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谢庆立 著 
 
 
［正题名］清末商部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商业/组织机构/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奎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 
［第一责任人］朱英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9 
［主题词］商会/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行业组织/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英 著 
 
 
［正题名］华北村治 
［第一责任人］（美）李怀印著 
［译者］岁有生，王士皓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农村/群众自治/华北地区/近代/民国 
［知识责任］李怀印 著 
［次知识责任］岁有生 译 
［次知识责任］王士皓 译 
 
 
［正题名］“文”的再认 
［第一责任人］陈雪虎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民族政策/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侗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吴大旬 著 



 
 
［正题名］近代日本家族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江新兴著 
［出版者］旅游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家族/制度/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江新兴 著 
 
 
［正题名］清代科举法律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叶晓川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叶晓川 著 
 
 
［正题名］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秋丽著 
［出版者］现代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社会教育/教育政策/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夏鹏翔 著 
 
 
［正题名］中国金融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飞,赵海宽，许树信，洪葭管主编 
［第一责任人］姜宏业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飞 主编 
［知识责任］赵海宽 主编 
［知识责任］许树信 主编 
［知识责任］洪葭管 主编 
［知识责任］姜宏业 著 
 
 
［正题名］中国金融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飞，赵海宽，许树信，洪葭管主编 
［第一责任人］洪葭管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飞 主编 
［知识责任］赵海宽 主编 
［知识责任］许树信 主编 
［知识责任］洪葭管 主编 
［知识责任］洪葭管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多重考察 
［第一责任人］李志英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形式/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志英 著 
 
 
［正题名］近现代中国画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顾平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中国画/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中国画/教育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顾平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企业、政府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张忠民…[等]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中国经济/经济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张忠民 著 
 
 
［正题名］占领日本 
［第一责任人］（美）约翰·托兰（John Toland）著 
［译者］孟庆龙…[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托兰 著 
［知识责任］Toland 著 
［次知识责任］孟庆龙 译 



 
 
［正题名］钱学森书信选 
［第一责任人］《钱学森书信选》编辑组[编] 
［出版者］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生物化学/技术史/中国/研究 
［主题词］食品加工/技术史/中国/研究 
［主题词］发酵/技术史/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黄兴宗 著 
［次知识责任］韩北忠 译 
 
 
［正题名］北大教授 
［第一责任人］张耀杰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历史人物/评传/潮州市/汕头市/民国 
［知识责任］黄羡章 著 
 
 
［正题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史学理论/文集 
［主题词］史学史/文集 
［知识责任］瞿林东 主编 
 
 
［正题名］大师遗珍 
［第一责任人］刘广定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广定 著 
 
 
［正题名］政党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景泉，郭德宏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政党/关系/社会变迁/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政党/关系/社会变迁/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景泉 主编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景泉 丛书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海军大事编年 
［第一责任人］刘传标编纂 
［出版者］海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海军/军事史/大事记/中国/近代 
［主题词］海军/军事史/大事记/中国/1929-1949 
［知识责任］刘传标 编纂 
 
 
［正题名］近代中国海军大事编年 
［第一责任人］刘传标编纂 
［出版者］海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海军/军事史/大事记/中国/近代 
［主题词］海军/军事史/大事记/中国/1912-1928 
［知识责任］刘传标 编纂 
 
 
［正题名］近代中国海军大事编年 
［第一责任人］刘传标编纂 
［出版者］海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海军/军事史/大事记/中国/近代 
［主题词］海军/军事史/大事记/中国/1840-1911 
［知识责任］刘传标 编纂 
 
 
［正题名］北京社会建设 60 年 
［第一责任人］陆学艺主编 
［译者］邹农俭，钱伟量执行主编 
［译者］唐军，张荆， 吴力子副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0 
［主题词］社会发展/概况/北京市 
［知识责任］陆学艺 主编 
［次知识责任］邹农俭 执行主编 
［次知识责任］钱伟量 执行主编 
［次知识责任］唐军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力子 副主编 
 
 
［正题名］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杨志刚主编 
［译者］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于右任书法陈

列馆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艺术创作/书法/研究 
［主题词］书法/艺术评论 
［知识责任］杨志刚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权赫秀编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9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韩国/近代 
［知识责任］权赫秀 编著 
 
 
［正题名］东北亚近代文化交流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韩）崔博光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东北亚/近代 
［知识责任］崔博光 主编 
 
 
［正题名］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 
［第一责任人］岳谦厚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抗日战争/影响/社会环境/研究/山西省 
［知识责任］岳谦厚 著 
 
 
［正题名］中国天文学会往事 
［第一责任人］江晓原，陈志辉编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0 
［主题词］天文学/学会/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江晓原 编著 



［知识责任］陈志辉 编著 
 
 
［正题名］逃亡流浪 流浪逃亡 
［第一责任人］霍本田著 
［出版者］太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9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霍本田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 
［第一责任人］黄修己，刘卫国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批评史 
［知识责任］黄修己 主编 
［知识责任］刘卫国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 
［第一责任人］黄修己，刘卫国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批评史 
［知识责任］黄修己 主编 
［知识责任］刘卫国 主编 
 
 
［正题名］陈寅恪诗箋释 
［第一责任人］胡文辉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其泰 主编 
 
 
［正题名］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赵晓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戏剧史/中国/1899-1949 
［主题词］话剧/戏剧文学史/中国/1899-1949 
［知识责任］陈白尘 主编 



［知识责任］董健 主编 
 
 
［正题名］“大跃进”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王梦初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大跃进运动/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梦初 编 
 
 
［正题名］1931·救灾社会化 
［第一责任人］孙语圣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水灾/救灾/研究/中国/1931 
［知识责任］孙语圣 著 
 
 
［正题名］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近代化建设 
［第一责任人］高鸿志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高鸿志 著 
 
 
［正题名］从日本老兵战时书信与日记看——南京大屠杀 
［第一责任人］（日）松冈环编著 
［译者］彭曦…[等]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松冈环 编著 
［知识责任］张伯兴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彭曦 译 
 
 
［正题名］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第一责任人］（美）傅高义（Ezra F. Vogel）著 
［译者］高申鹏译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抗日战争/国民政府/军事经济/战争动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燕萍 著 
 
 
［正题名］中国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史 
［第一责任人］赖宏，凌步机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史料/1927-1934 
［知识责任］赖宏 著 
［知识责任］凌步机 著 
 
 
［正题名］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 
［第一责任人］（德）骆博凯著 
［译者］郑寿康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美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成兵 主编 
 
 
［正题名］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 
［第一责任人］于沛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5 
［主题词］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1897-1917 
［知识责任］庄桂成 著 
 
 
［正题名］历史文献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少川主编 
［译者］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丛刊 
［知识责任］周少川 主编 
 
 
［正题名］走近陈云 
［第一责任人］沈善良主编 
［译者］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历史地图/地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彩色地图/地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晚清新闻画报收藏 
［第一责任人］李润波主编 
［译者］冯艺副主编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1 
［主题词］报纸/收藏/中国/清后期/图集 
［知识责任］李润波 主编 
［次知识责任］冯艺 副主编 
 
 
［正题名］北京旧影 
［第一责任人］郑介初编著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0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 
［主题词］明信片/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郑介初 编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立著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立 著 
 
 
［正题名］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果，陈曦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湖北省/古代 
［主题词］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湖北省/古代 
［知识责任］杨果 著 
［知识责任］陈曦 著 
 
 
［正题名］浙江教育家和中国近代教育 
［第一责任人］张彬…[等]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教育家/人物研究/浙江省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彬 著 
 
 
［正题名］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 
［第一责任人］陈朝曙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佛教/寺庙/中国 
［主题词］寺庙/佛教/中国 
［知识责任］罗哲文 著 
 
 
［正题名］新军旧影 
［第一责任人］陈克, 岳宏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清后期/史料 
［知识责任］陈克 主编 
［知识责任］岳宏 主编 
 
 
［正题名］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文集 
［第一责任人］郑谦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公务员/考试制度/研究/中国/1928-1948 
［知识责任］姬丽萍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义利观研究 
［第一责任人］赵璐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伦理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赵璐 著 
 
 
［正题名］中国左翼文学史稿 
［第一责任人］曹清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左翼文化运动/文学史/1921-1936 
［知识责任］曹清华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 
［第一责任人］张泽贤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诗歌/版本/研究/中国/1920-1949 
［知识责任］张泽贤 著 
 
 
［正题名］谦庐随笔 
［第一责任人］（日）矢原谦吉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0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矢原谦吉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性别结构的文化学分析 
［第一责任人］王小健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性别差异/分析/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小健 著 
 
 
［正题名］女性的声音 
［第一责任人］李晓红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9 
［主题词］女性/传播媒介/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晓红 著 
 
 
［正题名］1912-1937 年湖南经济现代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兴豪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1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史/研究/湖南/1912-1937 
［知识责任］刘兴豪 著 
 
 



［正题名］张舜徽集 
［第一责任人］张舜徽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通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张舜徽集 
［第一责任人］张舜徽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主题词］通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正题名］叶剑英的伟大一生 
［第一责任人］张廷栋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绅士/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国家安全/行政管理/研究 
［知识责任］郭剑鸣 著 
 
 
［正题名］风尚与思潮 
［第一责任人］孔令伟著 
［出版者］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日记/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孔祥吉 著 
 
 
［正题名］西学东渐 
［第一责任人］（日）渡边与五郎，李素桢，田育诚，田刚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6 
［主题词］东西文化/文化交流/中国、日本 
［知识责任］渡边与五郎 著 
［知识责任］田刚 著 
［知识责任］李素桢 著 
［知识责任］田育诚 著 
 
 



［正题名］亲密接触中国 
［第一责任人］（英）阿绮波德·立德（A.Little）著 
［译者］杨柏，冯冬…[等]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游记/中国 
［知识责任］立德 著 
［知识责任］Little 著 
［次知识责任］杨柏 译 
［次知识责任］冯冬 译 
 
 
［正题名］湖北新民主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李良明，田子渝，曾成贵主编 
［第一责任人］曾成贵，徐凯希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湖北省 
［主题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史/史料/湖北省 
［知识责任］李良明 主编 
［知识责任］田子渝 主编 
［知识责任］曾成贵 主编 
［知识责任］曾成贵 著 
［知识责任］徐凯希 著 
 
 
［正题名］湖北新民主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李良明，田子渝，曾成贵主编 
［第一责任人］刘宗武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湖北省 
［主题词］抗日战争/革命史/史料/湖北省 
［知识责任］李良明 主编 
［知识责任］田子渝 主编 
［知识责任］曾成贵 主编 
 
 
［正题名］湖北新民主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李良明，田子渝，曾成贵主编 
［第一责任人］李良明，孙泽学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湖北省 



［主题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史/史料/湖北省 
［知识责任］李良明 主编 
［知识责任］田子渝 主编 
［知识责任］曾成贵 主编 
［知识责任］李良明 著 
［知识责任］孙泽学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农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永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农民协会/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永芳 著 
 
 
［正题名］刘少奇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峥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地方文化/文化史/研究/澳门特别行政区/16-19 世纪 
［知识责任］刘然玲 著 
 
 
［正题名］移植与转化 
［第一责任人］左玉河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学术机构/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左玉河 著 
 
 
［正题名］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薛毅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农村合作经济/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薛毅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平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银行监督/研究/中国/1897-1949 
［知识责任］刘平 著 
 
 
［正题名］蒋介石与西安事变 
［第一责任人］宋连生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主题词］西安事变（1936）/史料 
［知识责任］宋连生 著 
 
 
［正题名］湖北新民主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李良明，田子渝，曾成贵主编 
［第一责任人］田子渝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湖北省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史/史料/湖北省 
［知识责任］李良明 主编 
［知识责任］田子渝 主编 
［知识责任］曾成贵 主编 
［知识责任］田子渝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 
［第一责任人］高翔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报告/中国/2006-2007 
［知识责任］高翔 主编 
 
 
［正题名］科学家与中国近代科普和科学教育 
［第一责任人］霍益萍…[等]著 
［出版者］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科学普及/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教育学/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霍益萍 著 
［知识责任］侯家选 著 
［知识责任］蒯义峰 著 
［知识责任］刘伟伟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民众科普史 
［第一责任人］王伦信，陈洪杰，唐颖，王春秋著 
［出版者］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科学普及/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伦信 著 
［知识责任］陈洪杰 著 
［知识责任］唐颖 著 
［知识责任］王春秋 著 
 
 
［正题名］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胡波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贸易史/中国/广东省/近代 
［主题词］买办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广东省/近代 
［知识责任］胡波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君如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史学理论/文集 
［主题词］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周祥森 著 
 
 
［正题名］中国金融统计（1949-2005） 
［第一责任人］苏宁主编 
［译者］唐思宁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金融/统计资料/中国/1949-2005 
［知识责任］苏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唐思宁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金融统计（1949-2005） 
［第一责任人］苏宁主编 
［译者］唐思宁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金融/统计资料/中国/1949-2005 
［知识责任］苏宁 主编 
［次知识责任］唐思宁 副主编 
 
 
［正题名］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郭成周，廖应昌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侵华事件/生物战/史料/日本 
［知识责任］郭成周 主编 
［知识责任］廖应昌 主编 
 
 
［正题名］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郭成周，廖应昌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侵华事件/生物战/史料/日本 
［知识责任］郭成周 主编 
［知识责任］廖应昌 主编 
 
 
［正题名］广西新民团研究（1930-1940） 
［第一责任人］刘文俊著 
［出版者］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民团/研究/广西省/1930-1940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广西省/1930-1940 
［知识责任］刘文俊 著 
 
 
［正题名］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研究 
［第一责任人］雷鸣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经济制度/研究/日本/1937-1945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雷鸣 著 
 
 
［正题名］寻访开国战将 
［第一责任人］吴东峰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科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华人/科学家/生平事迹/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学良 著 
［知识责任］李疏松 著 
［知识责任］何思谦 著 
 
 
［正题名］董浩云日记 
［第一责任人］董浩云著 
［译者］郑会欣编注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企业家/日记/中国/1975-1982 
［主题词］航运/交通运输史/史料/中国/1975-1982 
［知识责任］董浩云 著 
［次知识责任］郑会欣 编注 
 
 
［正题名］董浩云日记 
［第一责任人］董浩云著 
［译者］郑会欣编注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企业家/日记/中国/1965-1974 
［主题词］航运/交通运输史/史料/中国/1965-1974 
［知识责任］董浩云 著 
［次知识责任］郑会欣 编注 
 
 
［正题名］董浩云日记 
［第一责任人］董浩云著 
［译者］郑会欣编注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企业家/日记/中国/1948-1963 
［主题词］航运/交通运输史/史料/中国/1948-1963 
［知识责任］董浩云 著 
［次知识责任］郑会欣 编注 
 
 
［正题名］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 
［第一责任人］迟爱萍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财政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迟爱萍 著 
［知识责任］吴景平 丛书主编 
 
 
［正题名］滇西抗战史论 
［第一责任人］何光文著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西南地区/1937-1945 
［知识责任］何光文 著 
 
 
［正题名］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责任人］李孝迁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史学史/传播/研究/西方国家/中国/1882-1949 
［主题词］史学/文化交流/中国/西方国家/1882-1949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1882-1949 
［知识责任］李孝迁 著 
 
 
［正题名］梁启超图传 
［第一责任人］袁咏红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思想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袁咏红 著 
 
 
［正题名］曹靖华影像 
［第一责任人］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中国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文集/中国 
 
 
［正题名］世界之中国 
［第一责任人］周宁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宁 编 
 
 
［正题名］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 
［第一责任人］施士元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施士元 著 
 
 
［正题名］任鸿隽陈衡哲家书 
［第一责任人］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陶德麟 著 
 
 
［正题名］近代行省建制下的历史发展 
［第一责任人］厉声,马大正,马品彦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 
［主题词］地方政府/政治制度/历史/新疆 
［知识责任］厉声 著 
［知识责任］马大正 著 
［知识责任］马品彦 著 
 
 
［正题名］新中国时期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第一责任人］厉声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 
［主题词］民族团结/概况/新疆/现代 
［知识责任］厉声 著 
 
 
［正题名］亲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第一责任人］罗荣桓，潭震林等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罗荣桓 著 
［知识责任］潭震林 著 
 
 
［正题名］三区革命运动与新疆和平解放 
［第一责任人］厉声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 
［主题词］三区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厉声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宪法与宪政研究 
［第一责任人］夏新华著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宪法/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夏新华 著 
 
 
［正题名］多党合作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王小鸿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多党合作/政治思想史 
［知识责任］王小鸿 著 
 
 
［正题名］中国监察法制史稿 
［第一责任人］张晋藩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监察/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主题词］监察/法制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晋藩 著 
 
 
［正题名］山西票号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永福著 
［出版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银号/经济史/研究/山西省 
［知识责任］李永福 著 
 
 
［正题名］1912-1928 山西乡村生活研究 
［第一责任人］赵新平著 
［出版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乡村/社会生活/研究/山西省/1912-1928 
［知识责任］赵新平 著 
 
 
［正题名］盛成台儿庄纪事 
［第一责任人］盛成著 
［出版者］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台儿庄会战（1938）/史料 
［知识责任］盛成 著 
 
 
［正题名］彭真传略 
［第一责任人］田酉如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体育教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体育教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晴 著 
 
 
［正题名］日本近代民族主义 
［第一责任人］向卿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民族主义/研究/日本/1868-1895 
［主题词］民族主义/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向卿 著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主编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朱成山 主编 
［知识责任］张伯兴 丛书主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主编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朱成山 主编 
［知识责任］张伯兴 丛书主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主编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朱成山 主编 
［知识责任］张伯兴 丛书主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主编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朱成山 主编 
［知识责任］张伯兴 丛书主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主编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朱成山 主编 
［知识责任］张伯兴 丛书主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主编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朱成山 主编 
［知识责任］张伯兴 丛书主编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主编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朱成山 主编 
［知识责任］张伯兴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 
［第一责任人］（日）东史郎著 
［译者］彭曦，汪平译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东史郎 著 
［知识责任］张伯兴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彭曦 译 
［次知识责任］汪平 译 
 
 
［正题名］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张注洪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主题词］抗日战争/外国人/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外国人/生平事迹/中国/抗日战争 
［知识责任］张注洪 主编 
 
 
［正题名］巴拉第的汉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开科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汉学/历史/研究/俄罗斯 
［知识责任］陈开科 著 
 
 
［正题名］梦醒与嬗变 



［第一责任人］张鸣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鸣 著 
［知识责任］戴逸 丛书主编 
 
 
［正题名］梦醒与嬗变 
［第一责任人］张鸣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鸣 著 
［知识责任］戴逸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 
［第一责任人］陈尚胜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陈尚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廉政制度史论 
［第一责任人］余华青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廉政建设/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民国 
［知识责任］余华青 主编 
 
 
［正题名］民国浙江财政研究 
［第一责任人］潘国旗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地方财政/经济史/研究/浙江省/民国 
［知识责任］潘国旗 著 
 
 
［正题名］蒋介石的终身幕僚 



［第一责任人］杨跃进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跃进 著 
 
 
［正题名］聚焦 1949 
［第一责任人］杨东雄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9/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东雄 著 
 
 
［正题名］回眸 
［第一责任人］刘海，于志晶，陈衍著 
［出版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中山舰事件（1926）/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聿温 著 
 
 
［正题名］世界市场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产业结构模 
［第一责任人］王玉茹，燕红忠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产业结构/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玉茹 著 
［知识责任］燕红忠 著 
 
 
［正题名］马衡传 
［第一责任人］俞建伟，沈松平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考古学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俞建伟 著 
［知识责任］沈松平 著 
 
 
［正题名］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 



［第一责任人］李俊清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文官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俊清 著 
 
 
［正题名］岭南近代文化论稿 
［第一责任人］刘圣宜著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广东省/近代 
［知识责任］刘圣宜 著 
［知识责任］左鹏军 丛书主编 
 
 
［正题名］岭南人物与近代思潮 
［第一责任人］宋德华著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广东省/近代 
［知识责任］宋德华 著 
［知识责任］左鹏军 丛书主编 
 
 
［正题名］抗战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建平，张中良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抗日战争/文化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张中良 主编 
 
 
［正题名］危机中的文化抉择 
［第一责任人］叶瑞昕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叶瑞昕 著 
 
 
［正题名］俄罗斯汉学三百年 
［第一责任人］阎国栋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汉学/历史/研究/俄罗斯 
［知识责任］阎国栋 著 
 
 
［正题名］瓦西里耶夫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赵春梅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汉学/历史/研究/俄罗斯 
［知识责任］赵春梅 著 
 
 
［正题名］英国汉学史 
［第一责任人］熊文华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汉学/历史/研究/英国 
［主题词］汉学-学术史/英国/研究 
［知识责任］熊文华 著 
 
 
［正题名］桂系三雄 
［第一责任人］李永铭，范小方著 
［出版者］崇文书局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蒋桂战争/史料 
［主题词］军阀史/史料/广西 
［知识责任］李永铭 著 
［知识责任］范小方 著 
 
 
［正题名］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 
［第一责任人］左鹏军著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广东省 
［知识责任］左鹏军 著 
［知识责任］左鹏军 丛书主编 
 
 
［正题名］大香格里拉洋人秘史 
［第一责任人］史幼波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人文地理/概况/西南地区 
［主题词］人文地理/概况/迪庆藏族自治州 
［主题词］探险/名人/生平事迹/外国/近代 
［知识责任］史幼波 著 
［知识责任］陈涌 丛书策划 
［知识责任］焦虎三 丛书主编 
 
 
［正题名］民国那些人 
［第一责任人］徐百柯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名人/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徐百柯 著 
 
 
［正题名］从旧帝国到新帝国 
［第一责任人］郭家宏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近代史/英国/1783-1815 
［知识责任］郭家宏 著 
 
 
［正题名］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严亚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企业管理制度/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企业管理制度/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严亚明 著 
 
 
［正题名］认识城北 
［第一责任人］徐城北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纪念文集 
 
 
［正题名］张元济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人凤编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刑事侦查/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马洪根 著 
 
 
［正题名］上将张爱萍 
［第一责任人］东方鹤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文化工作/研究/桂林市 
［知识责任］王福琨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民大学纪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校史/中国人民大学/1937-2007 
 
 
［正题名］中国人民大学纪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校史/中国人民大学/1937-2007 
 
 
［正题名］造就革命的先锋队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校史/中国人民大学 
 
 
［正题名］飞扬与落寞 
［第一责任人］张宝明，刘云飞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中国文学/作品综合集/清代 
［主题词］词(文学)/中国/清代/ 集 
［知识责任］纳兰性德 著 
［知识责任］纳兰成德 著 
［次知识责任］康奉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宏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志 主编 
 
 
［正题名］纳兰成德集 
［第一责任人］[纳兰性德著] 
［译者］康奉，李宏，张志主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主题词］中国文学/作品综合集/清代 
［主题词］词(文学)/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纳兰性德 著 
［知识责任］纳兰成德 著 
［次知识责任］康奉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宏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志 主编 
 
 
［正题名］中国大陆社会保障研究的起源与发展（1931-2007） 
［第一责任人］张永理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民办学校/教师/问题/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献玲 著 
 
 
［正题名］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 
［第一责任人］刘善文，杨善香，黄爱国主编 
［译者］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萍乡矿业集团公司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秋收起义（1927）/历史 
［知识责任］刘善文 主编 
［知识责任］杨善香 主编 
［知识责任］黄爱国 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廷中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少数民族教育/教育史/研究/云南省/民国 
［知识责任］马廷中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编写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城市/文化名城/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井上彻 编 
［知识责任］杨振红 编 
 
 
［正题名］闻一多殉难 60 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陆耀东， 李少云， 陈国恩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主题词］城市/土地管理/研究/上海市/1843-1949 
［知识责任］贾彩彦 著 
 
 
［正题名］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智君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产业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孙智君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性史 
［第一责任人］（加）安格斯·麦克拉伦（Angus Mclaren）著 
［译者］黄韬，王彦华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性社会学/欧洲/20 世纪 
［主题词］性社会学/美洲/20 世纪 
［主题词］性社会学/研究/欧洲/20 世纪 
［主题词］性社会学/研究/北美洲/20 世纪 
［知识责任］麦克拉伦 著 
［知识责任］Mclaren 著 
［次知识责任］黄韬 译 
［次知识责任］王彦华 译 
 
 
［正题名］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韩华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韩华 著 
 
 
［正题名］难忘的八年 
［第一责任人］纪东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纪东 著 
 
 
［正题名］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主编 
［译者］张越副主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文集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瞿林东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越 副主编 
 
 
［正题名］卢沟桥抗战诗词选 
［第一责任人］熊先煜，张承钧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诗词/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熊先煜 主编 
［知识责任］张承钧 主编 
 
 
［正题名］历史与理性 
［第一责任人］洪涛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文集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洪涛 主编 
 
 



［正题名］血与火的洗礼 
［第一责任人］刘葆观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校史/中国人民大学 
［知识责任］刘葆观 主编 
 
 
［正题名］在神州大地上崛起 
［第一责任人］刘葆观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校史/中国人民大学 
［知识责任］刘葆观 主编 
 
 
［正题名］刘伯承元帅画传 
［第一责任人］许传文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地方史/档案资料/图集/重庆市 
［知识责任］王小全 编著 
［知识责任］张丁 编著 
［知识责任］王川平 丛书主编 
 
 
［正题名］建国后的贺龙 
［第一责任人］刘秉荣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长江流域/风俗习惯史/研究/明清时代 
［主题词］长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王美英 著 
 
 
［正题名］南京文化的劫难 
［第一责任人］孟国祥著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文化侵略/日本/史料 
［主题词］文化侵略/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孟国祥 著 
 



 
［正题名］新史学 
［第一责任人］陈恒，耿相新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 
［主题词］史学/文集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恒 主编 
［知识责任］耿相新 主编 
 
 
［正题名］邵逸夫传 
［第一责任人］祝春亭, 祝敏娟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主题词］实录/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谢贵安 著 
 
 
［正题名］南昌起义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黄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南昌起义/史料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霖 著 
 
 
［正题名］望九琐忆 
［第一责任人］白永达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白永达 著 
 
 
［正题名］中国会馆史 
［第一责任人］王日根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社会团体/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商业会馆/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日根 著 
 



 
［正题名］广东近代要塞 
［第一责任人］梁川主编 
［译者］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关隘/中国/广东/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梁川 主编 
 
 
［正题名］李烈钧将军自传 
［第一责任人］李烈钧撰 
［第一责任人］天啸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城市/历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张利民 主编 
 
 
［正题名］新人文主义的桥梁 
［第一责任人］刘兵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科学的生命/研究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刘兵 著 
 
 
［正题名］科学的历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美）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著 
［译者］陈恒六，刘兵，仲维光编译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萨顿 著 
［知识责任］Sarton 著 
［次知识责任］陈恒六 编译 
［次知识责任］刘兵 编译 
［次知识责任］仲维光 编译 
 
 
［正题名］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 
［第一责任人］尹文涓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中等教育/教会学校/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教会学校/中等教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尹文涓 编 
 
 
［正题名］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 
［第一责任人］（美）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著 
［译者］郑诚，郑方磊，袁媛译 
［译者］杨惠玉校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研究/世界/近代 
［知识责任］萨顿 著 
［知识责任］Sarton 著 
［次知识责任］郑诚 译 
［次知识责任］郑方磊 译 
［次知识责任］袁媛 译 
［次知识责任］杨惠玉 校 
 
 
［正题名］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 
［第一责任人］（美）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著 
［译者］郑诚，郑方磊，袁媛译 
［译者］杨惠玉校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研究/世界/近代 
［知识责任］萨顿 著 
［知识责任］Sarton 著 
［次知识责任］郑诚 译 
［次知识责任］郑方磊 译 
［次知识责任］袁媛 译 
［次知识责任］杨惠玉 校 
 
 
［正题名］加拿大华人社会内部的合作与冲突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未醉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华人/社会调查/研究/加拿大/1923-1999 
［知识责任］李未醉 著 
 
 



［正题名］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 
［第一责任人］（比利时）高华士( Golvers Noel )著 
［译者］赵殿红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传教士/生平事迹/研究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清前期 
［知识责任］高华士 著 
［知识责任］Noel 著 
［次知识责任］赵殿红 译 
 
 
［正题名］剑盾春秋 
［第一责任人］图们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图们 著 
 
 
［正题名］八一起义中的叶挺将军 
［第一责任人］陈幼荣，廖金龙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南昌起义/史料 
［知识责任］陈幼荣 著 
［知识责任］廖金龙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第一责任人］陈乐人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档案/地方史/北京 
［知识责任］陈乐人 主编 
 
 
［正题名］天津现代学生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于建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学生运动/历史/天津/现代 
［知识责任］于建 著 



 
 
［正题名］张学良口述历史 
［第一责任人］张学良口述 
［译者］唐德刚撰写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主题词］史籍/古代史/考证/研究 
［知识责任］吴通福 著 
 
 
［正题名］清王朝的侧影 
［第一责任人］吴正格编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饮食/文化/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吴正格 编著 
 
 
［正题名］中国盐业契约论 
［第一责任人］吴斌，支果，曾凡英著 
［出版者］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制盐工业/经济合同/研究/中国/四川/近代/现代 
［主题词］契约/制盐工业/研究/中国/四川/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吴斌 著 
［知识责任］支果 著 
［知识责任］曾凡英 著 
 
 
［正题名］中国传统契约意识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振国…[等]著 
［出版者］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契约法/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振国 著 
［知识责任］薛现林 著 
［知识责任］王利军 著 
［知识责任］武建敏 著 
 
 
［正题名］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 
［第一责任人］谭必友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民族/社会形态/湖南/清代 
［主题词］民族问题/研究/中国/湖南/清代 
［主题词］民族/民族社会学/研究/中国/湖南/清代 
［知识责任］谭必友 著 
 
 
［正题名］蒙古族商业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额斯日格仓，包·赛吉拉夫著 
［译者］哈斯木仁，胡格吉勒图，杨晓华译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民族贸易/地区贸易经济/蒙古 
［主题词］民族贸易/地区贸易经济/内蒙古 
［主题词］蒙古族/商业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额斯日格仓 著 
［知识责任］包·赛吉拉夫 著 
［次知识责任］哈斯木仁 译 
［次知识责任］胡格吉勒图 译 
［次知识责任］杨晓华 译 
 
 
［正题名］重庆抗战文学论稿 
［第一责任人］靳明全主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抗战文艺研究/文学史/重庆 
［主题词］文学研究/重庆/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文学/研究 
［知识责任］靳明全 主编 
 
 
［正题名］周颖南评传 
［第一责任人］安文江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主题词］军事院校/中国工农红军/史料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苏士甲 著 
 
 
［正题名］当代中亚概况 
［第一责任人］许勤华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政治/研究/世界 
［主题词］政治/概况/中亚 
［知识责任］许勤华 主编 
 
 
［正题名］欧洲一体化起源与发展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小圣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政治/研究/世界 
［主题词］欧洲一体化/研究 
［主题词］经济一体化/研究/欧洲 
［知识责任］李小圣 著 
 
 
［正题名］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分析 
［第一责任人］李小圣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政治/研究/世界 
［主题词］欧洲一体化/研究 
［知识责任］李小圣 著 
 
 
［正题名］综述国际形势的几个新特点 
［第一责任人］王晓梅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政治/研究/世界 
［主题词］国际形势/研究 
［知识责任］王晓梅 著 
 
 
［正题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权建设研究 
［第一责任人］罗惠兰，刘雪明， 许静等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罗惠兰 著 
［知识责任］刘雪明 著 
［知识责任］许静等 著 
 



 
［正题名］上海信托业研究（1921-1949 年） 
［第一责任人］何旭艳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信托业/研究/上海/1921-1949 
［知识责任］何旭艳 著 
 
 
［正题名］近代宁波商人与社会经济 
［第一责任人］乐承耀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贸易史/研究/浙江/宁波/近代 
［知识责任］乐承耀 著 
 
 
［正题名］应云卫 
［第一责任人］应大白编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导演/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应大白 编著 
 
 
［正题名］舒绣文 
［第一责任人］刘帼君编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电影演员/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帼君 编著 
 
 
［正题名］罗及之 
［第一责任人］蓝为洁编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电影/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蓝为洁 编著 
 
 
［正题名］随同蒋经国的西北之行 
［第一责任人］杨者圣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者圣 著 
 
 
［正题名］亲历辽沈战役 
［第一责任人］林健民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塔山阻击战/史料 
［知识责任］林健民 著 
 
 
［正题名］汪敬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杜恂诚…[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杜恂诚 著 
［知识责任］陈争平 著 
［知识责任］朱荫贵 著 
［知识责任］林刚 著 
 
 
［正题名］洋商史 
［第一责任人］王垂芳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对外贸易/商业史/研究/上海/1843-1956 
［知识责任］王垂芳 主编 
 
 
［正题名］黎莉莉 
［第一责任人］石曼编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疆界/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正题名］王宠惠与中华民国 
［第一责任人］虎门镇人民政府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2 



［主题词］政治人物/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法学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正题名］中外文学比较史 
［第一责任人］范伯群，朱栋霖主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主题词］比较文学/文学史/中国/外国/1898-1949 
［主题词］文学史/比较文学/中国/外国/近代 
［主题词］文学史/比较文学/中国/外国/现代 
［知识责任］范伯群 主编 
［知识责任］朱栋霖 主编 
 
 
［正题名］中外文学比较史 
［第一责任人］范伯群，朱栋霖主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主题词］比较文学/文学史/中国/外国/1898-1949 
［主题词］文学史/比较文学/中国/外国/近代 
［主题词］文学史/比较文学/中国/外国/现代 
［知识责任］范伯群 主编 
［知识责任］朱栋霖 主编 
 
 
［正题名］开国上将刘亚楼与高层人物 
［第一责任人］钟兆云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将军/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钟兆云 著 
 
 
［正题名］永远的 1977 
［第一责任人］未名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高等教育/高考/史料/中国/1977 
［主题词］高考/史料/中国/当代 
［主题词］回忆录/高等教育/中国/当代/汇编 
［知识责任］未名 主编 
 
 



［正题名］戴望舒传 
［第一责任人］刘保昌著 
［出版者］崇文书局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诗人/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保昌 著 
 
 
［正题名］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文人/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许纪霖 著 
 
 
［正题名］上海教父杜月笙 
［第一责任人］宋福聚著 
［出版者］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宋福聚 著 
 
 
［正题名］胡适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史评/中国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常建华 主编 
 
 
［正题名］深港关系四百年 
［第一责任人］苟骅…[等]主编 
［译者］南方都市报编著 
［出版者］海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地方史/关系/史料/深圳/香港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深圳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香港 
［知识责任］苟骅 主编 
［知识责任］亚牛 主编 



［知识责任］樊卿 主编 
［知识责任］谢江涛 主编 
 
 
［正题名］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杨者圣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者圣 著 
 
 
［正题名］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第一责任人］唐筱菊主编 
［译者］陈少铭副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史料/中国 
［主题词］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唐筱菊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少铭 副主编 
 
 
［正题名］抗战家书 
［第一责任人］张丁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主题词］书信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丁 主编 
 
 
［正题名］中美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11-1949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美国/1911-1949 
［知识责任］陶文钊 著 
 
 
［正题名］中美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49--1972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美国/1949--1972 
［知识责任］陶文钊 著 
 
 
［正题名］中美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72--2000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美国/1949--1972 
［知识责任］陶文钊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第一责任人］张承钧主编 
［译者］刘建业副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博物馆/史料/研究/文集/北京 
［知识责任］张承钧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建业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第一责任人］张承钧主编 
［译者］刘建业副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博物馆/史料/研究/文集/北京 
［知识责任］张承钧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建业 副主编 
 
 
［正题名］孙中山思想概论 
［第一责任人］胡钢主编 
［译者］刘卫国副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理论/思想评论 
［知识责任］胡钢 主编 
 
 
［正题名］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文集 
 
 
［正题名］租界生活 
［第一责任人］（英）布莱恩·鲍尔著 
［译者］刘国强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回忆录/英国/现代 
［知识责任］鲍尔 著 
［知识责任］Power 著 
［次知识责任］刘国强 译 
 
 
［正题名］浮生旧梦之王府的前世今生 
［第一责任人］完颜亮编著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古建筑/简介/北京/清代 
［知识责任］完颜亮 编著 
 
 
［正题名］两种境界 
［第一责任人］钟叔河等著 
［译者］薛原编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作品集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钟叔河 著 
［次知识责任］薛原 编 
 
 
［正题名］独臂上将彭绍辉 



［第一责任人］王沂力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主题词］将军/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王沂力 著 
 
 
［正题名］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 
［第一责任人］徐康明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1942-1945/史料 
［主题词］军事史/抗日战争/中国 
［知识责任］徐康明 著 
 
 
［正题名］老上海珍档秘闻 
［第一责任人］邢建榕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上海 
［知识责任］邢建榕 著 
 
 
［正题名］梁实秋图传 
［第一责任人］朱寿桐，刘聪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作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朱寿桐 著 
［知识责任］刘聪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人文科学/丛刊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中国历史/研究/古代/文集 
 
 
［正题名］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国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袁行霈主编 
［译者］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晚清国家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1840-1911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清后期/文集 
 
 
［正题名］朱德的晚年岁月 
［第一责任人］姚建平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龙心 著 
 
 
［正题名］秦风老照片馆 
［第一责任人］秦风编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摄影集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摄影集 
［知识责任］秦风 编著 
 
 
［正题名］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 
［第一责任人］陈虹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文人/生平事迹/中国/1937-1945 
［主题词］知识分子/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陈虹 著 
 
 
［正题名］中国军衔百年史略 
［第一责任人］刘岩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军衔/军事制度/军事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岩 著 
 
 
［正题名］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 
［第一责任人］张昭军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3 
［主题词］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理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经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新理学/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经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昭军 著 
 
 
［正题名］明末清初戏剧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书磊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戏剧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孙书磊 著 
 
 
［正题名］黄埔军校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建华总编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军事院校/军事教育/研究/中国/民国/文集 
［知识责任］陈建华 总编 
 
 
［正题名］陈独秀研究 
［第一责任人］沈寂主编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农村/社会生活/概况/华北地区 
［知识责任］齐如山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国有经济思想、制度与演变 
［第一责任人］杜恂诚，严国海，孙林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国有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杜恂诚 著 
［知识责任］严国海 著 
［知识责任］孙林 著 
 
 
［正题名］章太炎主体性道德哲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春香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主题词］伦理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春香 著 
 
 
［正题名］中国海军史概要 
［第一责任人］史滇生主编 
［出版者］海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主题词］海军/历史/中国 
［主题词］军事史/海军/中国 
［知识责任］史滇生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常明明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个人信用/农村/贷款/经济关系/研究/中南地区/1950-1955 
［主题词］农业信贷/个人/借贷/研究/中南地区 
［知识责任］常明明 著 
 
 
［正题名］中国辨伪学史 
［第一责任人］杨绪敏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辨伪/历史/中国 
［主题词］史籍研究/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绪敏 著 
 
 
［正题名］民国著名大学校长 
［第一责任人］高伟强， 余启咏， 何卓恩编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高等学校/校长/评传/中国/1912-1949 
［主题词］校长/高等学校/人物研究/中国/1912-1949 
［知识责任］高伟强 编著 
［知识责任］余启咏 编著 
［知识责任］何卓恩 编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第一责任人］郭秉文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教育史/教育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教育制度/教育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郭秉文 著 
 
 
［正题名］中国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荣华，黄仁伟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王荣华 主编 
［知识责任］黄仁伟 主编 



 
 
［正题名］四川内战详记 
［第一责任人］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编 
［译者］[庄建平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军阀战争/四川/史料/1912-1932 
［次知识责任］庄建平 整理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郑师渠 主编 
 
 
［正题名］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何晓明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何晓明 著 
 
 
［正题名］科学的生命 
［第一责任人］（美）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著 
［译者］刘珺珺译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研究/世界/近代 
［知识责任］萨顿 著 
［知识责任］Sarton 著 
［次知识责任］刘珺珺 译 
 
 
［正题名］俄国熊看中国龙 
［第一责任人］（俄）亚·弗·卢金著 
［译者］刘卓星 ... [等]译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中俄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7-20 世纪 



［知识责任］卢金 著 
［次知识责任］刘卓星 译 
［次知识责任］赵永穆 译 
［次知识责任］孙凌齐 译 
［次知识责任］刘燕明 译 
 
 
［正题名］胡适与《红楼梦》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红楼梦》研究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真相 
［第一责任人］陈庆港[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侵华事件/性犯罪/调查报告/日本/1937-1945 
［主题词］军国主义/性犯罪/日本/史料 
［主题词］性犯罪/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陈庆港 著 
 
 
［正题名］青岛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任银睦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城市/现代化/研究/青岛/1898-1922 
［知识责任］任银睦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国栋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民族问题/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民族政策/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国栋 著 
 
 
［正题名］口述淞沪抗战 
［第一责任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八·一三事变/抗日斗争/史料/中国/1937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回忆录/中国/1937 
［主题词］回忆录/抗日斗争/中国/1937 
 
 
［正题名］紫禁城 
［第一责任人］（法）Gilles Beguin，Dominique Morel[吉勒·贝甘，多米尼克·莫雷尔]原著 
［译者］李圣云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故宫/北京/史料 
［主题词］史料/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贝甘 原著 
［知识责任］Beguin 原著 
［知识责任］莫雷尔 原著 
［知识责任］Morel 原著 
［次知识责任］李圣云 译 
 
 
［正题名］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法制 
［第一责任人］王为东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职业技术教育/教育史/法制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化教育法规/法制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为东 著 
 
 
［正题名］一代名将郑维山 
［第一责任人］董保存，范占英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将军/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董保存 著 
［知识责任］范占英 著 
 
 
［正题名］中国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兆路，[（日）]甲斐胜二，[（韩）]林俊相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吴兆路 主编 
［知识责任］甲斐胜二 主编 
［知识责任］林俊相 主编 
 
 
［正题名］亲历南昌起义 
［第一责任人］沈谦芳主编 
［译者］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南昌起义/史料/1927 
［主题词］回忆录/南昌起义/1927/文集 
［知识责任］沈谦芳 主编 
 
 
［正题名］史学大师 
［第一责任人］鲍永军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秋收起义/史料/1927 
［主题词］回忆录/秋收起义/1927/文集 
［知识责任］罗章龙 著 
［知识责任］何长工 著 
 
 
［正题名］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 
［第一责任人］杨华芳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情报机构/活动/苏联/1917-1929 
［知识责任］乌索夫 著 
［次知识责任］赖铭传 重译 
［次知识责任］焦广田 初译 
［次知识责任］冯炜 初译 
 
 
［正题名］西北高原起春雷 
［第一责任人］康民，秦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五四运动/西北地区/史料/1919 
［主题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西北地区/史料/1924-1927 
［知识责任］康民 著 



［知识责任］秦生 著 
 
 
［正题名］星火燎原燃西北 
［第一责任人］陈永恭，秦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农村革命根据地/西北地区/1927-1937/史料 
［知识责任］陈永恭 著 
［知识责任］秦生 著 
 
 
［正题名］三军过后尽开颜 
［第一责任人］秦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西北地区/1934-1937/史料 
［知识责任］秦生 著 
 
 
［正题名］挽救民族的危亡 
［第一责任人］王晋林，秦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斗争/西北地区/史料/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斗争/西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王晋林 著 
［知识责任］秦生 著 
 
 
［正题名］新民主主义模型 
［第一责任人］王晋林，秦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斗争/西北地区/史料/1935-1948 
［主题词］大生产运动/西北地区/史料 
［主题词］三三制政权/西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王晋林 著 
［知识责任］秦生 著 
 
 
［正题名］横扫千军如卷席 
［第一责任人］秦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西北地区/1945-1949/史料 
［知识责任］秦生 著 
 
 
［正题名］考史游记 
［第一责任人］（日）桑原骘藏著 
［译者］张明杰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游记/日本/近代/选集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桑原骘藏 著 
［次知识责任］张明杰 译 
 
 
［正题名］学者的人间情怀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著 
［出版者］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平原 著 
 
 
［正题名］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 
［第一责任人］傅衣凌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明代/文集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傅衣凌 著 
 
 
［正题名］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政治学/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杂志社/学术期刊/文集 
 
 
［正题名］历史时代嬗变的记录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主编 
［译者］周文玖副主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文集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瞿林东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文玖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第一责任人］朱云影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传统文化/文化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朱云影 著 
 
 
［正题名］文明演进源流的思考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主编 
［译者］罗炳良副主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文集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瞿林东 主编 
［次知识责任］罗炳良 副主编 
 
 
［正题名］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主编 
［译者］易宁副主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文集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外国/文集 



［知识责任］瞿林东 主编 
［次知识责任］易宁 副主编 
 
 
［正题名］两性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英）史蒂芬·贝利主编 
［译者］余世燕译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性学/历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贝利 主编 
［次知识责任］余世燕 译 
 
 
［正题名］旧时的金陵 
［第一责任人］肖飞著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地方史/南京/史料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南京 
［知识责任］肖飞 著 
 
 
［正题名］说扬州 
［第一责任人］（澳）安东篱著 
［译者］李霞译 
［译者］李恭忠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地方史/江苏/扬州/1550-1850 
［知识责任］安东篱 著 
［知识责任］Finnane 著 
［次知识责任］李霞 译 
［次知识责任］李恭忠 校 
 
 
［正题名］问道 
［第一责任人］黄克剑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丛刊 
［主题词］学术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黄克剑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上海金融组织研究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金融组织/研究/上海/近代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上海/近代 
 
 
［正题名］国民党将领谈国共大决战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回忆录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役战斗/史料 
 
 
［正题名］国民党将领谈国共大决战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回忆录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史料 
 
 
［正题名］北京文物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段柄仁主编 
［译者］《北京文物百科全书》编辑部编 
［出版者］京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3 
［主题词］文物/北京/百科全书 
［知识责任］段柄仁 主编 
 
 
［正题名］师范之师 
［第一责任人］俞立中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教育家/中国/现代/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俞立中 主编 
 
 
［正题名］1950-2000 中国军营记忆 
［第一责任人］陈允传主编 



［译者］陈广斌，季将副主编 
［出版者］黄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主题词］军队建设/大事记/中国/1950-2000 
［主题词］大事记/军队建设/中国/1950-2000 
［知识责任］陈允传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广斌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季将 副主编 
 
 
［正题名］董浩云 
［第一责任人］郑会欣，金董建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企业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郑会欣 主编 
［知识责任］金董建平 主编 
 
 
［正题名］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尹全海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国家行政管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台湾/清代 
［主题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台湾/清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研究/台湾/清代 
［知识责任］尹全海 著 
 
 
［正题名］“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 
［第一责任人］庞希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古典小说/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中世纪 
［主题词］古典小说/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近代 
［知识责任］庞希云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 
［第一责任人］王兆春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主题词］军事工程/技术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研究 
［主题词］军事工程/技术史/中国/明清时代/研究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兆春 著 
 
 
［正题名］浦东老地名 
［第一责任人］唐国良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地名/史料/上海/浦东 
［知识责任］唐国良 主编 
 
 
［正题名］浦东老地名 
［第一责任人］唐国良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 
［主题词］地名/史料/上海/浦东 
［知识责任］唐国良 主编 
 
 
［正题名］海上大师 
［第一责任人］程新国编著 
［出版者］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 
［主题词］科学家/生平事迹/中国/上海/现代 
［主题词］社会科学家/生平事迹/中国/上海/现代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史料/中国/上海/现代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史料/中国/上海/现代 
［知识责任］程新国 编著 
 
 
［正题名］老上海封面人物 
［第一责任人］张伟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电影演员/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封面/人物/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伟 主编 
 
 
［正题名］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 
［第一责任人］武斌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故宫/研究/文集/沈阳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武斌 主编 
 
 
［正题名］近代法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贵连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法律/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贵连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闻传播史 
［第一责任人］杨师群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8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师群 著 
 
 
［正题名］荣智健传 
［第一责任人］寒波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9 
［主题词］学者/年谱/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许全胜 撰 
 
 
［正题名］虹口记忆 
［第一责任人］宋妍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6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上海/1906-1949/摄影集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上海/1906-1949/摄影集 
［知识责任］宋妍 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