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闽海文献丛书（第二辑） 广陵书社

2 明人别集稿抄本丛刊（第一辑）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3 日本所藏稀见明人别集汇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 古文苑校注 中华书局

5 稿本《明文案》（外一种）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6 李长吉歌诗补注 中华书局

7 李翱文集校注 中华书局

8 渭南文集笺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9 许宗鲁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10 陆陇其全集 中华书局

11 牧斋有学集诗注 中华书局

12 潘耒全集 凤凰出版社

13 归懋仪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4 张潮全集 黄山书社

15 江藩全集 凤凰出版社

16 文廷式全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17 海源阁杨氏诗文校注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8 袁昶全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 杜诗汇评 凤凰出版社

20 清诗话全编（乾隆期）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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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 复旦大学出版社

22 张惠言《词选》董毅《续词选》校笺疏解 黄山书社

23 清代词谱要籍修订两种（词律、词系） 上海古籍出版社

24 古本戏曲丛刊十集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5 清代宫廷大戏丛刊续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6 水浒戏曲集成 凤凰出版社

27 杜甫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28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玖）文字编 中西书局

29 宋元切韵学文献丛刊 凤凰出版社

30
音义文献丛刊两种（群经音辨、文选音义全编校
释）

中华书局

31 续一切经音义校注 中华书局

32 中国方志中语言资料集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3 书画文献稿钞本集成 上海书画出版社

34 山东出土汉画像石题记汇释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35 中国历代园艺典籍整理丛书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36 东都事略校证 中华书局

37
春秋学要籍选刊三种（春秋经传集解、春秋谷梁
传注、春秋集注）

中华书局

38 《读例存疑》新校本 天津古籍出版社

39 中古姓氏佚书辑校 凤凰出版社

40 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

41 杜凤治日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

42

中国近现代书信丛刊（衍芬草堂故交遗翰、曾熙
友朋信札、张尔田书札、章太炎家书［注释
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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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韩国藏清人尺牍合集：大阵尺牍 复旦大学出版社

44 姚鼐师友门人往还信札汇编 凤凰出版社

45 王懿荣书札辑释 齐鲁书社

46 吉林大学藏甲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47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48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 中西书局

49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伍、陆） 中西书局

50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51 秦封泥集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52 长安凤栖原韦氏家族墓地墓志辑考 三秦出版社

53 香港藏敦煌遗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4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十八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5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27—35） 上海古籍出版社

56 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佛教部分(30、31) 上海古籍出版社

57 宋代史料丛编（第一辑） 凤凰出版社

58
贵州清水江文书（第六辑）（《黎平卷·第四辑
》《剑河卷·第二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

59 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系列丛刊·明清文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0 周馥全集 黄山书社

61 中国古代舆图整理与研究 中国地图出版社

62 汉书地理志汇释 凤凰出版社

63 日藏珍本湖北方志丛编 崇文书局

64 法源寺志稿 中国书店出版社

第 3 页，共 4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65 《水经注》校笺图释（洛水流域诸篇）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66 石经研究文献集成 天津古籍出版社

67 礼记注疏长编（《檀弓》《王制》《月令》卷） 广陵书社

68 礼书 浙江大学出版社

69 孝经文献丛刊（第一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70 东亚《近思录》文献丛书（初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71

《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四种(禅源诸诠集都序校
注、景德传灯录、十不二门指要钞校释、金刚经
宗通校注)

中华书局

72 僧宝正续传 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 中州古籍出版社

73 宋刊《备急总效方》校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74 齐鲁珍存医籍汇刊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75 张仲景传世医书考证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76 古代中医伤科图书集成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77 本草古籍辑注丛书（第二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78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畅春园卷、南苑卷、
王公府第卷）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79
海外藏《永乐大典》（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
、日本京都大学卷）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80 翁方纲手稿六种校释 广陵书社

81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四种（美国俄勒冈大学图书馆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美国西来大学图
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
馆中文古籍目录，美国克莱尔蒙特学院联盟图书
馆中文古籍目录，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
籍目录）

中华书局

82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
部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83 燕行录千种解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

84 中华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释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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