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书名 丛书名
001 文献通考 /
002 全元诗 /
003 新辑本桓谭新论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
004 鬼谷子集校集注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
005 鬻子校理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
006 政论校注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
007 昌言校注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
008 申鉴注校补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
009 中说校注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
010 慎子集校集注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
011 龙川略志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12 龙川别志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13 齐东野语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14 春渚纪闻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15 芦浦笔记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16 湘山野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17 续湘山野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18 玉壶清话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19 石林燕语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20 麟台故事校证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21 清波杂志校注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22 丁晋公谈录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23 国老谈苑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24 孙公谈圃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25 孔氏谈苑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26 开元天宝遗事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27 安禄山事迹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28 朝野类要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029 水东日记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30 寓圃杂记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31 谷山笔麈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32 庚巳编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33 客座赘语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34 贤博编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35 粤剑编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36 原李耳载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37 山志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38 陶庵梦忆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39 西湖梦寻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40 震泽纪闻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41 续震泽纪闻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42 震泽长语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43 郢事纪略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44 枣林杂俎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45 五岳游草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046 古夫于亭杂录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47 郎潜纪闻初笔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48 郎潜纪闻二笔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49 郎潜纪闻三笔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50 郎潜纪闻四笔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51 庸闲斋笔记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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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 浪迹丛谈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53 浪迹续谈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54 浪迹三谈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55 柳弧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56 巢林笔谈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57 阅世编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58 清嘉录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59 桐桥倚棹录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60 艺风堂杂钞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61 苦榴花馆杂记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62 花溪日记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63 邵懿辰致蒋光焴函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64 太平军陷海宁始末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65 渟溪日记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066 敬斋古今黈 学术笔记丛刊
067 学林 学术笔记丛刊
068 札朴 学术笔记丛刊
069 质疑删存 学术笔记丛刊
070 识小编 学术笔记丛刊
071 读书杂记 学术笔记丛刊
072 无邪堂答问 学术笔记丛刊
073 瓮牖闲评 学术笔记丛刊
074 考古质疑 学术笔记丛刊
075 焦氏笔乘 学术笔记丛刊
076 戴震文集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077 醉经楼集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078 桂苑笔耕集校注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079 兼济堂文集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080 读史方舆纪要 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
081 六朝事迹编类 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
082 国语集解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083 皇明通纪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084 皇宋十朝纲要校正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085 隆平集校证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086 东观汉记校注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087 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088 越绝书校释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089 阮籍集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090 白居易诗集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091 白居易文集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092 元稹集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093 乐章集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094 欧阳修诗编年笺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095 温庭筠全集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096 杜牧集系年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097 张九龄集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098 朱淑真集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099 姜白石词笺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00 重辑李清照集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01 何逊集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02 蒋捷词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03 张孝祥词校笺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04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05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06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07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08 刘克庄集笺校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09 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10 鲍照集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11 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12 丁卯集笺证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13 袁桷集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14 顾太清集校笺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15 苏过诗文编年笺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16 柳宗元集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17 王恽全集汇校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18 南唐二主词笺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19 贯休歌诗系年笺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20 张籍集系年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121 教坊记笺订 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
122 榕村语录 理学丛书
123 榕村续语录 理学丛书
124 朱子晚年全论 理学丛书
125 朱子语类 理学丛书
126 阳明先生集要 理学丛书
127 周易函书 易学典籍丛刊
128 卜法详考 易学典籍丛刊
129 葆璞堂文集 易学典籍丛刊
130 葆璞堂诗集 易学典籍丛刊
131 召对录 易学典籍丛刊
132 周易本义 易学典籍丛刊
133 易象正 易学典籍丛刊
134 世说新语笺疏 余嘉锡著作集
135 新序校释 /
136 大戴礼记汇校集解 /
137 国故论衡疏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