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登錄號

1
在多重空間運思：當代文

學研究三十年論文選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所當代文學研究室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3572616

2 西昆體研究 張明華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3572576

3 宋琬年譜 汪超宏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3572574

4 中國古代史學史 倉修良著 人民出版社 3572571

5
民國時期的大學新文學課

程研究
張傳敏 著 人民出版社 3572541

6 南宋科技思想史研究 呂變庭 著 人民出版社 3572628

7 越地民俗文化論
壽永明， 宋浩成，俞

婉君 著
人民出版社 3572567

8
中國現代文學論叢〈第3卷

第2期〉
胡星亮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3572495

9
中國現代文學論叢〈第4卷

第2期〉
胡星亮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3572496

10
文化主體性與歷史的主

人：費孝通學術思想研究
李友梅 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3572563

11 文學本體論新論 張瑜著 上海三聯書店 3572579

12
文學與商人：傳統中國商

人的文學呈現
邵毅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566

13 日本漢文小說研究 孫虎堂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501

14 古典學術講要 張文江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630

15 余英時學術思想文選 何俊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557

16 宋代李白接受史 王紅霞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525

17 唐詩本事研究 余才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615

18 班固文學思想研究 吳崇明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523

19 馬一浮儒學思想研究 張銳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526

20 論衡校注
﹝漢﹞王充 著；張宗

祥 校注；鄭紹昌標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599

21
儒家哲學研究：問題，方

法及未來開展
劉述先；東方朔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580

22 樵歌校注（精）
﹝宋﹞朱敦儒 著；鄧

子勉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601

23 辨偽存真：敦煌學論集 榮新江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538

24 韓國漢文小說研究 汪燕崗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3572500

25 敦煌與隋唐城市文明 樊錦詩 主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3572570

26 中日關係的歷史軌跡 王勇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3572542

27 漢代田莊研究 杜慶餘 著 山東大學出版社 3572546

28
現代困境中的文學語言和

文化形式
張新穎，坂井洋史 著 山東教育出版社 3572560

29

鄉土與聲音：“民間＂審

視下的新時期以來河南鄉

土類型小說

姚曉雷 著 山東教育出版社 3572558

30 新文學整體觀續編 陳思和 著 山東教育出版社 3572559

31
漢語別史：現代中國的語

言體驗
郜元寶 著 山東教育出版社 3572545

32 新詩與新詩學 子張 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3572633

33 李白考謎 何樹瀛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3572510

34 先秦兩漢兵學文化研究 黃樸民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572554

35 西域南海史地探索 王頲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57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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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范仲淹研究 諸葛憶兵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572506

37 唐西州官吏編年考證 李方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572517

38 新編中國文學理論史 成復旺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572524

39 新疆佛教壁畫的歷史學研 賈應逸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572520

40
龜茲文明：龜茲史地考古

研究
張平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572518

41
文學視野中的《淮南子》

研究
杜綉琳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572535

42
制禮作樂：先秦儒家禮學

的形成與特徵
張煥君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572527

43 東亞漢文學關係研究 高文漢，韓梅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572539

44 青島歷史著述考
竇秀豔，潘文竹，杜

中新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572543

45
唐宋詞在明末清初的傳播

與接受
陳水雲 等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572575

46
消費時代的中國女性主義

與文學
孫桂榮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572565

47 魯迅新論 姜振昌，劉增人 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572635

48
儒學與中國古代小說關係

論稿
劉相雨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572529

49
歷史敘事傳統語境下的中

國古典小說審美研究
劉雲春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572627

50
附庸風雅和藝術欣賞：紀

念貢布里希誕辰一百週年
范景中 著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3572634

51
《三國志演義》作者與版

本考論
劉世德 著 中華書局 3572588

52 中國史學史 李宗侗 著 中華書局 3572503

53
仙境與遊歷：神仙世界的

想像
李豐楙 著 中華書局 3572540

54
都市繁華：一千五百年來

的東亞城市生活史

復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編
中華書局 3572530

55 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 ﹝日﹞荒見泰史著 中華書局 3572509

56 逯欽立文存 逯欽立著 中華書局 3572578

57
詩可以觀：禮樂文化與周

代詩學精神
傅道彬 著 中華書局 3572562

58 憂與遊：六朝隋唐仙道文 李豐楙 著 中華書局 3572553

59 唐宋筆記小說釋譯 沈履偉注釋 天津古籍出版社 3572598

60
《三國志》同義詞及其歷

史演變研究
王彤偉著 巴蜀書社 3572587

61 《元詩選》與元詩文獻研 羅鷺著 巴蜀書社 3572586

62 中國新詩的精神歷程 蔣登科主編 巴蜀書社 3572592

63 巴蜀文化志（修訂本） 袁庭棟著 巴蜀書社 3572504

64
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

想研究
李瑄著 巴蜀書社 3572585

65
敦煌及海外文獻中的李白

研究
王國巍著 巴蜀書社 3572569

66 中國孔廟保護協會論文集 孔德平，彭慶濤 主編 文物出版社 3572622

67
中國覺醒：國家地理，歷

史與砲火硝烟中的變革

﹝美﹞丁韙良著；沈

弘譯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357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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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逍遙遊』釋論：莊子的

哲學精神及其多元流變
鄧聯合著 北京大學出版社 3572608

69
中國現代學術建立：以章

太炎，胡適之為中心
陳平原著 北京大學出版社 3572528

70 當代儒家生命倫理學 范瑞平 著 北京大學出版社 3572556

71 熊十力哲學研究 景海峰 著 北京大學出版社 3572497

72 登科記考補正(全三冊)
﹝清﹞徐松撰；孟二

冬補正
北京燕山出版社

3572594-

003572596

73 唐宋政治經濟史論稿 黃純豔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 3572508

74 追憶康有為 夏曉虹編
生活‧讀書‧新知三

聯書店
3572613

75 追憶蔡元培﹕增訂本 陳平原 ，鄭勇編
生活‧讀書‧新知三

聯書店
3572511

76
靈驗 . 磕頭 . 傳說：民眾信

仰的陰面與陽面
岳永逸 著

生活‧讀書‧新知三

聯書店
3572581

77
黃生全集 全四冊 安徽古籍

叢書
諸偉奇主編 安徽大學出版社

3572602-

003572605

78 秦篆·漢隸·簡化字檢篆釋疑 王培林 著並篆 江蘇人民出版社 3572473

79 《清實錄》科舉史料匯編 王煒編校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86

80 《遊藝塾文規》正續編
﹝明﹞袁黃撰；黃強

，徐珊珊校訂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88

81 七史選舉志校注 趙伯陶校注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75

82 二十世紀科舉研究論文選 劉海峰編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90

83 八股文總論八種 張思齊整理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76

84 四書大全校注

﹝明﹞胡廣，楊榮，

金幼孜等纂修；周群

，王玉琴校注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82-

003572483

85 明代狀元史料匯編 郭皓政，甘宏偉編著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84-

003572485

86 唐代試律試策校注 羅積勇，張鵬飛校注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74

87 貢舉志五種 魯小俊，江俊偉校注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80-

003572481

88 梁章鉅科舉文獻二種校注 陳水雲，陳曉紅校注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87

89 欽定學政全書校注
﹝清﹞素爾訥等纂

修；霍有明，郭海文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89

90 遊戲八股文集成 黃強，王穎輯校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77

91 歷代制舉史料匯編 李舜臣，歐陽江琳編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78

92 歷代律賦校注 詹杭倫，沈時蓉等校 武漢大學出版社 3572479

93 李白研究管窺 葛景春著 河北大學出版社 3572568

94 李贄論 張建業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572589

95 劉熙載及其文藝美學思想 徐林祥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572593

96
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

選·歷史卷：含法制史（三

吳志良，林發欽，何

志輝 主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572469-

003572471

97
文學評論叢刊〈第10卷第1

期〉

南京大學文學院《文

學評論》編輯部
南京大學出版社 3572494

98
文學評論叢刊〈第11卷第1

期〉

南京大學文學院《文

學評論》編輯部
南京大學出版社 3572491

99
文學評論叢刊〈第11卷第2

期〉

南京大學文學院《文

學評論》編輯部
南京大學出版社 357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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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內蒙古和林格爾縣新店子

墓地人骨研究
張全超著 科學出版社 3572536

101
先秦諸子學派源流考﹕對

先秦諸子學術活動的新認
馮鐵流著 重慶出版社 3572582

102
中日戰爭史研究〈1931─

1945〉
胡德坤著 商務印書館 3572534

103
文史文獻檢索教程（修訂

本）
王彥坤編著 商務印書館 3572502

104 明清文化史探研 謝貴安著 商務印書館 3572532

105
明清長江中游農村社會經

濟研究
張建民著 商務印書館 3572533

106 近代中日論集 李少軍著 商務印書館 3572577

107 魏晉南北朝史叢稿 何德章著 商務印書館 3572531

108
國家圖書館數字資源唯一

標識符規範和應用指南

孫坦，宋文，賀燕主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3572512

109 現代中國文學史 周曉明，王又平主編 湖北教育出版社 3572631

110
明代宮廷典制史（上，

下）
趙中男 等 著 紫禁城出版社

3572515-

003572516

111 明代宮廷陶瓷史 王光堯著 紫禁城出版社 3572514

112
帝王與宮廷瓷器 （上，下

冊）
劉偉著 紫禁城出版社

3572625-

003572626

113
宮廷與地方：十七至十八

世紀的技術交流

故宮博物院，柏林馬

普學會科學史所 編
紫禁城出版社 3572472

114
中國當代舊體詩詞論稿

(2010/10)
李遇春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513

115 中國文學批評範疇十五講 汪湧豪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629

116
中國的美學和文學理論—

從傳統到現代

﹝德﹞樸松山 著；向

開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572

117 朱子全書外編（全四卷）
朱傑人，嚴佐之，劉

永祥主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618-

003572621

118
中國古代書法史〈 修訂

本〉(2010/2)
朱仁夫著 貴州教育出版社 3572623

119
中國現代書法史 〈 修訂

本〉(2010/2)
朱仁夫著 貴州教育出版社 3572624

120 中國古代文檔史話 雷文彬著 雲南大學出版社 3572505

121 中國古詩話創作論 張一平著 黃山書社 3572561

122 民間文獻與地域中國研究 卞利，胡中生 主編 黃山書社 3572544

123 倪嗣沖年譜 李良玉 等著 黃山書社 3572606

124 復丁燼餘錄 陶世傑著；楊啟宇編 黃山書社 3572555

125 儀式·信仰·戲曲叢談 茆耕茹著 黃山書社 3572597

126 福建民族與宗教(2010/8) 何綿山主編 廈門大學出版社 3572499

127 西夏文書檔案研究 趙彥龍 著 寧夏人民出版社 3572498

128 李賀詩歌淵源及影響研究 李德輝著 鳳凰出版社 3572590

129 春秋左傳集解（全二冊）

﹝春秋﹞左丘明撰；

﹝晉﹞杜預集解；李

夢生整理

鳳凰出版社
3572583-

003572584

130
起源與傳承：中國古代文

學與文化論集
王小盾 著 鳳凰出版社 3572614

131 學術的年輪：增訂本 蔣寅著 鳳凰出版社 3572632



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登錄號

132 《水滸傳》詮釋史論 張同勝著 齊魯書社 3572600

133 文獻與文化—古典詩詞考 趙海菱著 齊魯書社 3572564

134 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 許倬雲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609

135 中國古典詩學論稿 姜玉琴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521

136 民國初年駢體小說研究 郭戰濤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522

137
挑戰數字圖書館和數字人

文科學

﹝美﹞杰弗里‧A.賴

德伯格-科克斯著；朱

常紅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548

138 唐代文學研究 . 第13輯 編委會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549

139 唐代文學研究年鑑 . 2009 編委會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467

140 唐代文學研究年鑑 . 2010 編委會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468

141
國學問題爭鳴集（1990—

2010）
梁濤，顧家寧 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537

142 蔡孑民先生言行錄 蔡元培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507

143
歷史背後：政學兩界的人

和事
張耀傑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572610

144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上

､下冊）
黃修已，劉衛國主編 廣東人民出版社

3572551-

003572552

145 新文學與現代傳媒 王燁著 學林出版社 3572617

146 當代中國小說的信仰敘事 荊亞平著 學林出版社 3572591

147

宋玉及其辭賦研究：2010

年襄樊宋玉國際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

程本興， 高志明，秦

軍榮主編
學苑出版社 3572573

148 劉熙載年譜 楊抱樸著 遼海出版社 3572607

149 滿族服飾文化研究(2010/7) 曾慧著 遼寧民族出版社 3572550

150 滿族家譜序評注(2010/5) 劉慶華編著 遼寧民族出版社 3572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