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书名 丛书名
001 史记 二十五史系列
002 汉书 二十五史系列
003 后汉书 二十五史系列
004 三国志 二十五史系列
005 晋书 二十五史系列
006 宋书 二十五史系列
007 南齐书 二十五史系列
008 梁书 二十五史系列
009 陈书 二十五史系列
010 魏书 二十五史系列
011 北齐书 二十五史系列
012 周书 二十五史系列
013 隋书 二十五史系列
014 南史 二十五史系列
015 北史 二十五史系列
016 旧唐书 二十五史系列
017 新唐书 二十五史系列
018 旧五代史 二十五史系列
019 新五代史 二十五史系列
020 宋史 二十五史系列
021 辽史 二十五史系列
022 金史 二十五史系列
023 元史 二十五史系列
024 明史 二十五史系列
025 清史稿 二十五史系列
026 资治通鉴 通鉴系列
027 续资治通鉴 通鉴系列
028 续资治通鉴长编 通鉴系列
029 明通鉴 通鉴系列
03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通鉴系列
031 论语集释 新编诸子集成
032 孟子正义 新编诸子集成
033 四书章句集注 新编诸子集成
034 荀子集解 新编诸子集成
035 新语校注 新编诸子集成
036 新书校注 新编诸子集成
037 春秋繁露义证 新编诸子集成
038 盐铁论校注 新编诸子集成
039 法言义疏 新编诸子集成
040 太玄集注 新编诸子集成
041 白虎通疏证 新编诸子集成
042 潜夫论笺校证 新编诸子集成
043 颜氏家训集解 新编诸子集成
044 刘子校释 新编诸子集成
045 墨子间诂 新编诸子集成
046 墨子校注 新编诸子集成
047 墨辨发微 新编诸子集成
048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 新编诸子集成
049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 新编诸子集成
050 老子校释 新编诸子集成
051 帛书老子校注 新编诸子集成

字数总计：210848千字



052 庄子集释 新编诸子集成
053 庄子集解 新编诸子集成
054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新编诸子集成
055 列子集释 新编诸子集成
056 抱朴子内篇校释 新编诸子集成
057 文子疏义 新编诸子集成
058 管子校注 新编诸子集成
059 管子轻重篇新诠 新编诸子集成
060 商君书锥指 新编诸子集成
061 韩非子集解 新编诸子集成
062 公孙龙子悬解 新编诸子集成
063 公孙龙子形名发微 新编诸子集成
064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 新编诸子集成
065 孙膑兵法校理 新编诸子集成
066 吕氏春秋集释 新编诸子集成
067 淮南子集释 新编诸子集成
068 淮南鸿烈集解 新编诸子集成
069 论衡校释 新编诸子集成
070 抱朴子外篇校笺 新编诸子集成
071 春秋谷梁经传补注 十三经清人注疏
072 春秋左传诂 十三经清人注疏
073 大戴礼记解诂 十三经清人注疏
074 今文尚书考证 十三经清人注疏
075 礼记集解 十三经清人注疏
076 礼记训纂 十三经清人注疏
077 礼书通故 十三经清人注疏
078 论语正义 十三经清人注疏
079 毛诗传笺通释 十三经清人注疏
080 尚书今古文注疏 十三经清人注疏
081 诗三家义集疏 十三经清人注疏
082 周礼正义 十三经清人注疏
083 周易集解纂疏 十三经清人注疏
084 癸辛杂识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85 渑水燕谈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86 归田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87 邵氏闻见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88 邵氏闻见后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89 老学庵笔记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90 隋唐嘉话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91 朝野佥载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92 明皇杂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93 东观奏记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94 大唐新语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95 桯史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96 西溪丛语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97 家世旧闻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98 鸡肋编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99 侯鲭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00 墨客挥犀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01 续墨客挥犀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02 封氏闻见记校注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03 墨庄漫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04 过庭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05 可书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06 铁围山丛谈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07 四朝闻见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08 容斋随笔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09 春明退朝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10 东斋记事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11 涑水记闻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12 游宦纪闻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13 旧闻证误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14 北梦琐言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15 唐语林校证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16 东坡志林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17 默记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18 燕翼诒谋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19 东轩笔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20 青箱杂记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21 鹤林玉露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22 泊宅编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23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24 云麓漫钞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25 师友谈记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26 曲洧旧闻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27 西塘集耆旧续闻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28 南部新书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29 双槐岁钞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30 菽园杂记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31 典故纪闻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32 玉堂丛语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33 三垣笔记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34 广志绎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35 今言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36 戒庵老人漫笔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37 归潜志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38 治世余闻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39 继世纪闻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40 松窗梦语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41 在园杂志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42 蕉廊脞录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43 分甘馀话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44 啸亭杂录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45 啸亭续录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46 枢垣记略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47 养吉斋丛录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48 养吉斋余录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49 榆巢杂识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50 履园丛话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51 不下带编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52 巾箱说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53 归田琐记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54 海国四说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55 清秘述闻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56 清秘述闻续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57 清秘述闻再续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58 冷庐杂识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59 柳南随笔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60 柳南续笔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61 世载堂杂忆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62 池北偶谈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63 蕉轩随录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64 蕉轩续录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65 竹叶亭杂记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66 檐曝杂记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167 元和郡县图志 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
168 方舆胜览 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
169 茶香室丛钞 学术笔记丛刊
170 茶香室续钞 学术笔记丛刊
171 茶香室三钞 学术笔记丛刊
172 茶香室四钞 学术笔记丛刊
173 艮斋杂说•续说 学术笔记丛刊
174 看鉴偶评 学术笔记丛刊
175 九九销夏录 学术笔记丛刊
176 湖楼笔谈 学术笔记丛刊
177 读书余録 学术笔记丛刊
178 达斋丛说 学术笔记丛刊
179 思益堂日札 学术笔记丛刊
180 野客丛书 学术笔记丛刊
181 乙卯札记 学术笔记丛刊
182 丙辰札记 学术笔记丛刊
183 知非日札 学术笔记丛刊
184 札迻 学术笔记丛刊
185 读书杂释 学术笔记丛刊
186 管城硕记 学术笔记丛刊
187 庾子山集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88 黄庭坚诗集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89 柳宗元集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90 玉台新咏笺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91 楚辞补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92 徐渭集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93 杜诗详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94 乐府诗集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95 古诗源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96 李太白全集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97 说苑校证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98 夏峰先生集 理学丛书
199 北溪字义 理学丛书
200 曹端集 理学丛书
201 二程集 理学丛书
202 王廷相集 理学丛书
203 二曲集 理学丛书
204 澹园集 理学丛书
205 张载集 理学丛书
206 陆九渊集 理学丛书
207 出三藏记集 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208 古尊宿语录 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209 宋高僧传 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210 五灯会元 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211 法苑珠林校注 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212 云笈七笺 道教典籍选刊
213 历代诗话 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



214 历代诗话续编 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
215 唐诗纪事校笺 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
216 李觏集 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217 焚书 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218 续焚书 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219 夷坚志 古体小说丛刊
220 续夷坚志 古体小说丛刊
221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 古体小说丛刊
222 问字堂集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223 岱南阁集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224 校礼堂文集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225 陆贽集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226 抱经堂文集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227 揅经室集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228 十国春秋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229 汉官六种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230 明季南略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231 明季北略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232 周易述 易学典籍丛刊
233 易汉学 易学典籍丛刊
234 易例 易学典籍丛刊
235 毛诗古音考 韵学丛书
236 两汉三国学案 学案
237 明儒学案 学案
238 宋元学案 学案
239 清儒学案 学案
240 国朝汉学师承记 学案
241 国朝经师经义目録 学案
242 国朝宋学渊源记 学案
243 清稗类钞 小说
244 太平广记 小说
245 全宋词 总集
246 全唐文补编 总集
247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总集
248 全唐诗补编 总集
249 全唐诗 总集
250 元诗选初集 总集
251 元诗选二集 总集
252 元诗选癸集 总集
253 元诗选三集 总集
254 古谣谚 总集
255 全元散曲 总集
256 纲鉴易知录 编年
257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 编年
258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编年
259 东华录 编年
260 宋史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
261 辽史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
262 金史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
263 元史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
264 明史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
265 三藩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
266 绎史 纪事本末
267 三国会要 政书



268 春秋会要 政书
269 通典 政书
270 明会要 政书
271 秦会要订补 政书
272 七国考 政书
273 清史列传 传记
274 碑传集 传记
275 康南海自编年谱 传记
276 阮元年谱 传记
277 廿二史札记校证 史评
278 读通鉴论 史评
279 宋论 史评
280 文史通义校注 史评
281 贞观政要集校 杂史
282 两汉纪 别史
283 后汉记 别史
284 事类赋注 类书
285 韩诗外传集释 经学
286 诗经原始 经学
287 经学历史 经学
288 古书疑义举例 小学
289 古书疑义举例补 小学
290 古书疑义举例续补 小学
291 古书疑义举例校录 小学
292 古书疑义举例增补 小学
293 马氏文通校注 小学
294 校雠通义 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