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番号 DLJ番号 書名 著者 版本
1 DLJ0041448 適可軒詩集4卷 [清]胡文學 清康煕十二年李文胤刻本
2 DLJ0041449 適可軒文集1卷 [清]胡文學 清康煕十二年李文胤刻本
3 DLJ0041450 適可齋記言記行10卷 [清]馬建忠 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4 DLJ0041451 適適齋文集2卷 [清]馮志沂 清同治九年刻本
5 DLJ0041453 天外歸帆草不分卷 [清]斌椿 清同治刻本
6 DLJ0041454 天涯詩鈔4卷 [清]蔣楛 清康煕三十三年丘如升刻本
7 DLJ0041455 天岳山館文鈔40卷 [清]李元度 清光緒六年刻本
8 DLJ0041459 天瓢文鈔1卷 [清]吳風翔 清雍正四年吳昌刻本
9 DLJ0041462 天游閣集6卷 [清]顧春 清宣統二年風雨樓鉛印本

10 DLJ0041463 天眞閣集60卷 [清]孫原湘 清嘉慶五年刻增修本
11 DLJ0041464 甜雪詞2卷 [清]戴文燈 清乾隆間刻本
12 DLJ0041465 田間詩集28卷 [清]錢澄之 清康煕刻本
13 DLJ0041466 田間尺牘4卷 [清]錢澄之 清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
14 DLJ0041467 田間文集30卷 [清]錢澄之 清康煕刻本
15 DLJ0041478 杜詩附記20卷 [清]翁方綱 清宣統元年夏勤邦鈔本
16 DLJ0041479 杜詩闡33卷 [清]盧元昌 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17 DLJ0041481 杜谿文稿4卷 [清]朱書 清乾隆元年梨雲閣刻本
18 DLJ0041483 賭棋山莊集25卷 [清]謝章鋌 清光緒刻本
19 DLJ0041485 砥齋集12卷 [清]王弘撰 清康煕十四年刻本
20 DLJ0041486 冬心先生集4卷 [清]金農 清雍正十一年廣陵般若庵刻本
21 DLJ0041487 冬心先生續集2卷 [清]金農 清平江貝氏千墨庵鈔本
22 DLJ0041488 冬青館集14卷 [清]張鑑 民國四年劉氏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
23 DLJ0041495 投筆集箋注2卷 [清]錢曾 清宣統二年鄧氏風雨樓鉛印本
24 DLJ0041499 東苑詩文鈔3卷 [清]毛先舒 清康熙間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25 DLJ0041504 東江詩鈔12卷 [清]唐孫華 清康熙間刻本
26 DLJ0041508 東洲草堂詩鈔30卷 [清]何紹基 清同治六年長沙無園刻本
27 DLJ0041509 東洲草堂詩餘不分卷 [清]何紹基 清同治六年長沙無園刻本
28 DLJ0041510 東洲草堂文鈔20卷 [清]何紹基 清光緒刻本
29 DLJ0041511 東塾集6卷 [清]陳灃 清光緒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
30 DLJ0041528 東廬遺稿1卷 [清]錢廉 清康熙四十三年李暾等刻本
31 DLJ0041530 東溟文集26卷 [清]姚瑩 清同治六年姚浚昌安福縣署刻中復堂全集本
32 DLJ0041531 東莊遺集4卷 [清]陳黃中 清乾隆大樹齋刻本
33 DLJ0041542 董方立文集4卷 [清]董祐誠 清同治八年刻董方立遺書本
34 DLJ0041545 藤塢詩集不分卷 [清]梁允植 清康熙間刻本
35 DLJ0041546 逃葊詩草10卷 [清]徐豫貞 清康熙楊崑思堂刻本
36 DLJ0041548 陶庵漫興1卷 [清]李浹 清順治間刻本
37 DLJ0041549 陶山詩錄28卷 [清]唐仲冕 清嘉慶十六年刻道光增修本
38 DLJ0041551 陶山文錄10卷 [清]唐仲冕 清道光二年刻本
39 DLJ0041554 陶文毅公全集64卷 [清]陶澍 清道光二十年兩淮淮北士民刻本
40 DLJ0041556 陶樓文鈔14卷 [清]黃彭年 民國十二年章鈺等刻本
41 DLJ0041565 道古堂全集76卷 [清]杭世駿 清乾隆四十一年刻光緒十四年汪曾唯增修本
42 DLJ0041567 銅鼓書堂遺稿32卷 [清]查禮 清乾隆查淳刻本
43 DLJ0041568 銅梁山人詩集25卷 [清]王汝璧 清光緒二十年京師刻本
44 DLJ0041570 得閒人集2卷 [清]孫望雅 清康熙間刻本
45 DLJ0041571 惇裕堂文集4卷 [清]桂超萬 清同治五年刻惇欲堂全集本
46 DLJ0041572 敦夙好齋詩全集23卷 [清]葉名澧 清光緒十六年葉兆綱刻本
47 DLJ0041573 曇雲閣集11卷 [清]曹楙堅 清光緒三年曼陀羅館刻本
48 DLJ0041574 鈍齋詩選22卷 [清]方孝慓 清抄本
49 DLJ0041575 馴鶴軒詩選1卷 [清]趙端 清康熙間刻本
50 DLJ0041576 南華山房詩鈔15卷 [清]張鵬翀 清乾隆刻本
51 DLJ0041577 南崖集4卷 [清]陶元淳 清詒清堂刻本
52 DLJ0041579 南澗文集2卷 [清]李文藻 清光緒刻功順堂叢書本
53 DLJ0041583 南江詩文鈔16卷 [清]邵晉涵 清道光十二年胡敬刻本
54 DLJ0041585 南山集14卷 [清]戴名世 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55 DLJ0041586 南山堂自訂詩19卷 [清]吳景旭 清康熙間刻本
56 DLJ0041587 南州草堂集30卷 [清]徐釚 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57 DLJ0041588 南村詩稿24卷 [清]潘高 清康熙鶴江草堂刻本
58 DLJ0041589 南村詩稿乙集8卷 [清]潘高 清康煕鶴江草堂刻本
59 DLJ0041591 南村草堂文鈔20卷 [清]鄧顯鶴 清咸豐元年刻本
60 DLJ0041592 南坪詩鈔10卷 [清]張學舉 清乾隆刻增修本
61 DLJ0041593 南阜山人詩集類稿7卷 [清]高鳳翰 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62 DLJ0041596 南雷詩曆5卷 [清]黃宗羲 清鄭大節刻本

歴代詩文別集(清代下篇)



63 DLJ0041597 南雷文定17卷 [清]黃宗羲 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靳治荆刻本文約清雍正間刻本
64 DLJ0041598 南雷文定五集4卷 [清]黃宗羲 清程志隆刻本
65 DLJ0043837 南雷文定前後三四集22卷[清]黃宗羲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靳治荊刻本
66 DLJ0041599 南屏山人集11卷 [清]任端書 清乾隆刻本
67 DLJ0041600 南屏山房集24卷 [清]陳昌圖 清乾隆五十六年陳寶元刻本
68 DLJ0041602 南谿偶刊不分卷 [清]鄭性 清乾隆七年刻本
69 DLJ0041603 南垞詩鈔不分卷 [清]張秉彝 清刻本
70 DLJ0041604 南陔遺草1卷 [清]紮拉芬 清道光二十六年讀書樂室刻本
71 DLJ0041605 二丸居集選11卷 [清]黎景義 舊鈔本
72 DLJ0041607 二曲集26卷 [清]李顒 清康熙三十三年高爾公刻後印本
73 DLJ0041608 二知軒詩續鈔16卷 [清]方濬頤 清同治刻本
74 DLJ0041609 二知軒詩鈔14卷 [清]方濬頤 清同治五年刻本
75 DLJ0041610 二知軒文存34卷 [清]方濬頤 清光緒四年刻本
76 DLJ0041611 二林居集24卷 [清]彭紹升 清嘉慶四年味初堂刻本
77 DLJ0041614 日懷堂奏疏4卷 [清]蔣永修 清康熙間天藜閣刻本
78 DLJ0041619 之溪老生集8卷 [清]先著 清刻本
79 DLJ0041621 巴塘詩鈔2卷 [清]李苞 清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80 DLJ0041622 馬太史匡菴集12卷 [清]馬世俊 清康熙間刻本
81 DLJ0041623 培蔭軒詩集4卷 [清]胡季堂 清道光二年胡鏻刻本
82 DLJ0041624 培蔭軒文集2卷 [清]胡季堂 清道光二年胡鏻刻本
83 DLJ0041625 培蔭軒雜記不分卷 [清]胡季堂 清道光二年胡鏻刻本
84 DLJ0041626 培遠堂詩集4卷 [清]張藻 清乾隆間刻本
85 DLJ0043851 梅庵詩鈔9卷 [清]鐵保撰 清道光二年石經堂刻梅庵全集本
86 DLJ0041634 梅村家藏稿60卷 [清]吳偉業 清宣統三年董氏誦芬室刻本
87 DLJ0041636 梅東草堂詩集9卷 [清]顧永年 清康熙刻增修本
88 DLJ0041640 梅莊詩鈔16卷 [清]華長卿 清同治九年華鼎元都門刻本
89 DLJ0041641 梅谿文集6卷 [清]方都秦 清乾隆十五年方汝翼刻本
90 DLJ0041645 博齋集3卷 [清]釋元尹 清康熙陳邦懷等刻本
91 DLJ0041647 柏梘山房全集31卷 [清]梅曾亮 清咸豐六年楊以增楊紹谷等刻民國七年蔣國榜補修本
92 DLJ0041648 泊齋別錄不分卷 [清]獨孤微生 清鈔本
93 DLJ0041650 泊鷗山房集38卷 [清]陶元藻 清刻本
94 DLJ0041656 白華後稿40卷 [清]吳省欽 清嘉慶十五年刻本
95 DLJ0041657 白華詩鈔13卷 [清]吳省欽 清刻本
96 DLJ0041658 白華前稿60卷 [清]吳省欽 清乾隆間刻本
97 DLJ0041659 白華絳柎閣詩集10卷 [清]李慈銘 清光緒十六年刻越縵堂集本
98 DLJ0041660 白茅堂集46卷 [清]顧景星 清康熙間刻本
99 DLJ0041664 白鹿山房詩集15卷 [清]方中發 清康熙間雲松閣刻本

100 DLJ0041665 白松草堂詩鈔6卷 [清]朱玉蛟 清乾隆間刻本
101 DLJ0041670 白鶴山房詞鈔2卷 [清]葉紹本 清道光七年桂林使廨刻增修本
102 DLJ0041671 白鶴山房詩鈔20卷 [清]葉紹本 清道光七年桂林使廨刻增修本
103 DLJ0041676 白耷山人詩文集12卷 [清]閻爾梅 清康熙刻本
104 DLJ0041677 白蒓詩集16卷 [清]張開東 清乾隆五十三年張兆騫刻本
105 DLJ0041678 曝書亭集80卷 [清]朱彝尊 刊本
106 DLJ0041685 半行庵詩存稿8卷 [清]貝青喬 清同治五年葉廷琯等刻本
107 DLJ0041687 半蕪園集15卷 [清]黃石麟 清康煕六十一年黃承炅等刻本
108 DLJ0041688 半處士詩集2卷 [清]馬惟敏 清康熙四十八年郎廷槐刻本
109 DLJ0041689 半巖廬遺集2卷 [清]邵懿辰 清光緒三十四年邵章刻本
110 DLJ0041690 半舫齋古文8卷 [清]夏之蓉 清乾隆間刻本
111 DLJ0041691 半舫齋編年詩20卷 [清]夏之蓉 清乾隆夏味堂等刻本
112 DLJ0041692 板橋集不分卷 [清]鄭夑 清清暉書屋刻本
113 DLJ0042875 釆菽堂古詩選42卷 [清]陳祚明 清刻本
114 DLJ0041698 非水舟遺集2卷 [清]梁錫珩 清乾隆四年梁濬劍虹齋刻本
115 DLJ0041700 微雲集詩餘1卷 [清]秦松齡 清嘉慶四年秦瀛刻本
116 DLJ0041701 微尚齋詩集初編4卷 [清]馮志沂 清同治三年廬州郡齋刻本
117 DLJ0041702 微尚齋詩集續集2卷 [清]馮志沂 清同治九年董文渙刻本
118 DLJ0041704 百一山房詩集12卷 [清]孫士毅 清嘉慶二十一年孫均刻本
119 DLJ0041708 豹留集1卷 [清]吳莊 清乾隆間刻本
120 DLJ0041709 豹陵集26卷 [清]梁雲構 清顺治十八年梁羽明刻後印本
121 DLJ0041710 賓萌外集4卷 [清]俞樾 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書本
122 DLJ0041711 賓萌集6卷 [清]俞樾 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書本
123 DLJ0041712 頻羅庵遺集16卷 [清]梁同書 清嘉慶二十二年陸貞一刻本
124 DLJ0041713 敏齋詩草2卷 [清]李苞 清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125 DLJ0041714 瓶廬詩稿8卷 [清]翁同龢 民國八年邵松年等刻本
126 DLJ0041715 不視草1卷 [清]高璪 清鈔本



127 DLJ0041716 不已集選1卷 [清]黎祖功 清刻本
128 DLJ0041720 布水臺集32卷 [清]釋道忞 清康熙間刻本
129 DLJ0041722 浮山集14卷 [清]方以智 清康煕此藏軒刻本
130 DLJ0041723 浮春閣詩集6卷 [清]沈景運 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131 DLJ0041727 浮筠軒遺稿1卷 [清]吳錂 清康熙五十三年阮爾詢刻本
132 DLJ0041728 芙蓉山館全集20卷 [清]楊芳燦 清光緒十七年活字印本
133 DLJ0041731 撫江集15卷 [清]蔡士英 清順治間刻本
134 DLJ0041738 風希堂詩集6卷 [清]戴殿泗 清道光八年九靈山房刻本
135 DLJ0041739 風希堂文集4卷 [清]戴殿泗 清道光八年九靈山房刻本
136 DLJ0041741 復初齋詩集70卷 [清]翁方綱 清刻本
137 DLJ0041742 復初齋集外集28卷 [清]翁方綱 民國嘉叢堂叢書本
138 DLJ0041743 復初齋文集35卷 [清]翁方綱 清李彥章校刻本
139 DLJ0041744 復莊詩問34卷 [清]姚燮 清道光姚氏刻大梅山館集本
140 DLJ0041745 復莊駢儷文榷8卷 [清]姚燮 清咸豐四年刻六年增修本
141 DLJ0041746 復菴删詩舊集8卷 [清]孫錫蕃 清康煕麓樵居刻本
142 DLJ0041750 淵雅堂全集56卷 [清]王芑孫 清嘉慶刻本
143 DLJ0041755 焚餘詩草1卷 [清]于學謐 清乾隆榮慶堂刻本
144 DLJ0041771 文道希先生遺詩不分卷 [清]文廷式 民國十八年葉恭綽鉛印本
145 DLJ0041774 文木山房集4卷 [清]吳敬梓 清乾隆刻本
146 DLJ0041775 文靖公遺集12卷 [清]寶鋆 清光緒三十四年羊城刻本
147 DLJ0041776 文靖公詩鈔8卷 [清]寶鋆 清光緒三十四年羊城刻本
148 DLJ0041782 聞音室詩集4卷 [清]王嘉曾 清嘉慶二十一年王元善等刻本
149 DLJ0041792 勉行堂詩集24卷 [清]程晉芳 清嘉慶二十三年鄧廷楨刻本
150 DLJ0041793 勉行堂文集6卷 [清]程晉芳 清嘉慶二十五年冀蘭泰吳鳴捷刻本
151 DLJ0041798 補勤詩存24卷 [清]陳錦 清光緒三年橘蔭軒刻光緒十年增修本
152 DLJ0041801 補瓢存稿6卷 [清]韓騏 清乾隆刻本
153 DLJ0041802 抱珠軒詩存6卷 [清]薛雪 清乾隆掃葉村莊刻本
154 DLJ0041804 抱冲齋詩集36卷 [清]斌良 清光緒五年崇福湖南刻本
155 DLJ0041806 抱眞書屋詩鈔9卷 [清]陸應榖 民國三年刻雲南叢書本
156 DLJ0041807 抱經堂文集34卷 [清]盧文弨 清乾隆六十年刻本
157 DLJ0041812 方子流寓草9卷 [清]方以智 明末刻本
158 DLJ0041821 朋僚函稿24卷 [清]吳汝綸 清光緒鉛印本
159 DLJ0041827 蓬廬文鈔8卷 [清]周廣業 民國二十九年鉛印本
160 DLJ0041828 鳳池園詩文集16卷 [清]顧汧 清康煕刻本
161 DLJ0041831 望古齋集12卷 [清]李繼白 清順治刻本
162 DLJ0041832 望溪集30卷 [清]方苞 清咸豐元年戴鈞衡刻本
163 DLJ0041847 北黔山人詩10卷 [清]吳苑 清康煕刻本
164 DLJ0041852 牧齋初學集110卷 [清]錢謙益 民國涵芬樓影印明崇禎瞿式耜刻本
165 DLJ0041853 牧齋有學集50卷 [清]錢謙益 民國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166 DLJ0041855 穆堂稿50卷 [清]李紱 清道光十一年奉國堂刻本
167 DLJ0041859 埋憂集12卷 [清]朱翊清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168 DLJ0041860 枕江堂集11卷 [清]魏憲 清康熙十二年有恆書屋刻本
169 DLJ0041863 亦有生齋集54卷 [清]趙懷玉 清道光元年刻本
170 DLJ0041865 味和堂詩集6卷 [清]高其倬 清乾隆五年高恪等刻本
171 DLJ0041866 味經山館詩鈔6卷 [清]戴鈞衡 清道光王祜蕃刻本
172 DLJ0041867 味經山館文鈔4卷 [清]戴鈞衡 清咸豐三年刻本
173 DLJ0041869 未谷詩集4卷 [清]桂馥 清道光二十一年孔憲彝刻本
174 DLJ0041871 密娱齋詩稿不分卷 [清]鄧汝功 清乾隆間刻本
175 DLJ0041872 妙香齋詩集4卷 [清]趙德懋 清光緒十一年趙嘉肇三原縣署刻本
176 DLJ0041873 眠琴僊館詞不分卷 [清]斌良 清光緒五年崇福湖南刻本
177 DLJ0041875 夢堂詩稿15卷 [清]英廉 清嘉慶二年胡文銓朗江刻本
178 DLJ0041876 夢樓詩集24卷 [清]王文治 清乾隆刻道光補修本
179 DLJ0041878 夢澤堂詩文集7卷 [清]黃師憲 清刻本
180 DLJ0041880 無異堂文集12卷 [清]姚文爕 民國間五石齋鈔本
181 DLJ0041881 無悔齋集15卷 [清]周京 清乾隆刻本
182 DLJ0041882 無腔村笛2卷 [清]吳振棫 清同治四年刻本
183 DLJ0041884 無不宜齋未定稿4卷 [清]翟灝 清乾隆刻本
184 DLJ0041885 無聞集4卷 [清]崔述 清道光四年陳履和刻崔東壁遺書本
185 DLJ0041890 明善堂詩文集46卷 [清]弘曉 清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186 DLJ0041894 面城樓集鈔4卷 [清]曾釗 清光緒二年刻學海堂叢刻本
187 DLJ0041898 孟鄰堂文鈔16卷 [清]楊椿 清嘉慶二十四年楊魯生刻本
188 DLJ0041905 儲遯菴文集12卷 [清]儲方慶 清康熙四十年儲右文等刻本
189 DLJ0041907 木厓集27卷 [清]潘江 清康熙間刻本
190 DLJ0041910 問心堂詩不分卷 [清]江鼎金 清康煕六十年刻本



191 DLJ0041911 問亭詩集12卷 [清]博爾都 清康煕三十五年刻本
192 DLJ0041912 也紅詞1卷 [清]博爾都 清康煕三十五年刻本
193 DLJ0041914 野客齋詩集4卷 [清]毛曙 清乾隆二十二年惇厚堂刻本
194 DLJ0041922 約齋文集4卷 [清]馮雲驤 清順治間刻本
195 DLJ0041923 柳集點勘4卷 [清]陳景雲 民國二十五年蟫隱廬石印本
196 DLJ0041930 有正味齋集56卷 [清]吳錫麒 清嘉慶十三年刻有正味齋全集增修本
197 DLJ0041931 有懷堂筆8卷 [清]王永命 清康熙間刻本
198 DLJ0041934 雄雉齋選集不分卷 [清]顧圖河 清康熙間刻本
199 DLJ0041937 幼學堂詩文稿25卷 [清]沈欽韓 清嘉慶十八年刻道光八年增修本
200 DLJ0041938 容安詩草10卷 [清]胡榮 清康熙刻三色套印本
201 DLJ0041942 容齋文鈔10卷 [清]茹綸常 清嘉慶刻增修本
202 DLJ0041945 庸庵文編14卷 [清]薛福成 清光緒刻庸庵全集本
203 DLJ0041948 楊園先生全集24卷 [清]張履祥 清同治十年江蘇書局刻重訂楊園先生全集本
204 DLJ0041949 楊叔嶠先生詩文集2卷 [清]楊銳 民國三年成都昌福公司鉛印劉楊合刊本
205 DLJ0041960 用六集12卷 [清]刁包 清康熙三年熊仲龍刻本
206 DLJ0041961 葉文敏公集不分卷 [清]葉方靄 抄本
207 DLJ0041963 養一齋集26卷 [清]潘德輿 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208 DLJ0041964 養一齋集34卷 [清]李兆洛 清道光二十三年活字印二十四年增修本
209 DLJ0041966 養浩齋詩稿14卷 [清]桂超萬 清同治五年刻惇欲堂全集本
210 DLJ0041967 養素堂詩集26卷 [清]張澍 清道光二十二年棗華書屋刻本
211 DLJ0041969 養素堂文集35卷 [清]張澍 清道光十五年棗華書屋刻本
212 DLJ0041968 養知書屋集43卷 [清]郭嵩燾 清光緒十八年刻本
213 DLJ0041971 養默山房詩稿32卷 [清]謝元淮 清光緒元年刻本
214 DLJ0041975 羅浮偫鶴山人詩草3卷 [清]鄭官應 清宣統元年鉛印本
215 DLJ0041979 落帆樓文集24卷 [清]沈垚 民國七年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
216 DLJ0041983 蘭韻堂詩文集17卷 [清]沈初 清乾隆間刻本
217 DLJ0041989 蘭扁前集8卷 [清]梁以壯 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218 DLJ0041991 李介節先生全集12卷 [清]李天植 清嘉慶十九年錢椒刻本
219 DLJ0042000 李尚書詩集1卷 [清]張澍 清道光二酉堂叢書本
220 DLJ0042007 李長吉歌詩彙解4卷 [清]王琦 清乾隆寶笏樓刻本
221 DLJ0042008 李文恭公遺集46卷 [清]李星沅 清同治五年李概等刻本
222 DLJ0042016 離垢集5卷 [清]華喦 清道光十五年華時中刻本
223 DLJ0042021 陸吳州集不分卷 [清]陸舜 清雙虹堂刻本
224 DLJ0042030 劉文清公遺集17卷 [清]劉墉 清道光六年劉氏味經書屋刻本
225 DLJ0042032 劉孟塗集44卷 [清]劉開 清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
226 DLJ0042034 劉禮部集12卷 [清]劉逢祿 清道光十年思誤齋刻本
227 DLJ0042038 留夷館集4卷 [清]鄧渼 明萬曆間刻本
228 DLJ0042039 留春草堂詩鈔7卷 [清]伊秉綬 清嘉慶十九年秋水園刻本
229 DLJ0042040 留素堂詩删13卷 [清]蔣薫 清康熙間刻本
230 DLJ0042041 留劍山莊初稿24卷 [清]石卓槐 清乾隆四十年石卓椿刻本
231 DLJ0042047 龍壁山房詩草17卷 [清]王拯 清同治桂林楊博文堂刻本
232 DLJ0042048 龍壁山房文集8卷 [清]王拯 清光緒七年陳寶箴刻本
233 DLJ0042052 旅堂詩文集2卷 [清]胡介 清康熙間刻本
234 DLJ0042053 了菴詩文集35卷 [清]王岱 清乾隆間刻本
235 DLJ0042057 梁園歸櫂錄不分卷 [清]余集 清道光刻本
236 DLJ0042064 力本文集13卷 [清]馬榮祖 清乾隆十七年石蓮堂刻本
237 DLJ0042068 林屋詩集9卷 [清]鄧旭 清道光三年鄧廷楨刻本
238 DLJ0042069 林屋詩文稿30卷 [清]宋徵輿 清康煕九籥樓刻本
239 DLJ0042074 林睡廬詩選2卷 [清]林良銓 清乾隆二十年詠春堂刻本
240 DLJ0042080 臨汀考言18卷 [清]王廷掄 清康熙間刻本
241 DLJ0042081 臨野堂詩文集29卷 [清]鈕琇 清康熙間刻本
242 DLJ0042086 嶺雲海日樓詩鈔14卷 [清]丘逢甲 民國鉛印本
243 DLJ0042087 嶺南詩集8卷 [清]李文藻 清乾隆刻本
244 DLJ0042090 廉立堂文集12卷 [清]衛既齊 清乾隆間刻本
245 DLJ0042091 練江詩鈔8卷 [清]程之鵕 清乾隆十八年王鳴刻本
246 DLJ0042096 連雲書屋存稿6卷 [清]焦和生 清嘉慶二十年刻本
247 DLJ0042098 呂晚村詩不分卷 [清]呂留良 清御兒呂氏抄本
248 DLJ0042099 呂晚村先生文集12卷 [清]呂留良 清雍正三年天蓋樓刻本
249 DLJ0042105 六一山房詩集20卷 [清]董沛 清同治十三年刻增修本
250 DLJ0042111 舒嘯閣詩集12卷 [清]李兆齡 清乾隆李渭刻本
251 DLJ0042113 舒藝室詩存8卷 [清]張文虎 清光緒刻本
252 DLJ0042114 舒藝室雜箸4卷 [清]張文虎 清光緒刻本
253 DLJ0042116 于湖小集6卷 [清]袁昶 清光緒袁氏水明樓刻本
254 DLJ0042117 于湘遺稿5卷 [清]樓錡 清乾隆二十年陳章刻本



255 DLJ0042118 于邁草2卷 [清]劉紹攽 清乾隆間刻本
256 DLJ0042120 佩弦齋詩文存4卷 [清]朱一新 清光緒二十二年龍氏葆真堂刻拙盦叢稿本
257 DLJ0042124 來鶴堂詩鈔4卷 [清]于宗瑛 清乾隆五十二年刻本
258 DLJ0042128 倚晴樓詩餘4卷 [清]黃燮清 清同治六年刻本
259 DLJ0042136 傅天集1卷 [清]高不鶱 清康熙間刻本
260 DLJ0042140 傳恭堂詩集5卷 [清]張廷瓚 清康熙間刻本
261 DLJ0042141 傳經室文集10卷 [清]朱駿聲 民國劉氏刻求恕齋叢書本
262 DLJ0042142 傳經堂詩鈔12卷 [清]韋謙恒 清乾隆間刻本
263 DLJ0042143 儉重堂詩13卷 [清]紀邁宜 清乾隆間刻本
264 DLJ0042144 儉重堂詩餘1卷 [清]紀邁宜 清乾隆間刻本
265 DLJ0042889 兩孤存4卷 [清]俞聃 清康煕刻本
266 DLJ0042147 兩當軒全集20卷 [清]黃景仁 清咸豐八年黃氏家塾刻本
267 DLJ0042154 勸影堂詞3卷 [清]先著 清刻本
268 DLJ0042155 匏園詞1卷 [清]顧景文 清康熙三十一年美閒堂刻本
269 DLJ0042156 卷施閣集41卷 [清]洪亮吉 清光緒三年洪氏授經堂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
270 DLJ0042159 雙桂堂稿22卷 [清]紀大奎 清嘉慶十三年刻紀慎齋先生全集本
271 DLJ0042160 雙硯齋詩鈔16卷 [清]鄧廷楨 清末刻本
272 DLJ0042162 雙池文集10卷 [清]汪紱 清道光十四年一經堂刻本
273 DLJ0042174 嘯古堂詩集9卷 [清]蔣敦復 清光緒十一年王韜淞隱爐刻本
274 DLJ0042175 嘯雪菴詩集1卷 [清]吳綃 清初刻民國鈔配本
275 DLJ0042177 嚴逸山先生文集13卷 [清]嚴書開 清初寧德堂刻本
276 DLJ0042179 嚴太僕先生集12卷 [清]嚴虞惇 清乾隆嚴有禧刻本
277 DLJ0042180 嚴東有詩集10卷 [清]嚴長明 民國元年郋園刻本
278 DLJ0042181 嚴白雲詩集27卷 [清]嚴熊 清乾隆十九年嚴有禧刻本
279 DLJ0042182 壑雲篇文集16卷 [清]李伍漢 清康熙間懶雲堂刻本
280 DLJ0042183 壯懐堂詩初稿10卷 [清]林直 清咸豐六年福州刻本
281 DLJ0042184 壯懷堂詩三集14卷 [清]林直 清光緒三十一年羊城刻本
282 DLJ0042185 壯懷堂詩二集4卷 [清]林直 清光緒三十一年羊城刻本
283 DLJ0042186 壺園詩鈔選10卷 [清]徐寶善 清道光刻本
284 DLJ0042187 壺園賦鈔2卷 [清]徐寶善 清道光刻本
285 DLJ0042189 壹齋集40卷 [清]黃鉞 清咸豐九年許文深刻本
286 DLJ0042190 壼園詩外集6卷 [清]徐寶善 清道光二十三年徐志導等刻本
287 DLJ0042195 姚端恪公集48卷 [清]姚文然 清康熙二十二年姚士粦刻本
288 DLJ0042197 娵隅集10卷 [清]趙文哲 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289 DLJ0042199 學易菴詩集8卷 [清]趙賓 清康煕二十四年劉植等刻本
290 DLJ0042202 學福齋集57卷 [清]沈大成 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291 DLJ0042204 寤硯齋集2卷 [清]戴晟 清乾隆七年戴有光等刻本
292 DLJ0042205 寶閑堂集4卷 [清]張四科 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293 DLJ0042207 寶奎堂集12卷 [清]陸錫熊 清道光二十九年陸成沅刻本
294 DLJ0042209 寶綸堂詩文鈔14卷 [清]齊召南 清嘉慶二年刻本
295 DLJ0042211 尹文端公詩集10卷 [清]尹繼善 清乾隆刻本
296 DLJ0042219 已山先生文集10卷 [清]王步青 清乾隆敦復堂刻本
297 DLJ0042220 已山先生别集4卷 [清]王步青 清乾隆敦復堂刻本
298 DLJ0042221 帶耕堂遺詩5卷 [清]蒯德模 民國十八年刻蒯氏家集本
299 DLJ0042222 帶經堂集92卷 [清]王士禎 清康熙五十七年程哲七略書堂刻本
300 DLJ0042223 幔九亭集44卷 [清]祁寯藻 清咸豐刻本
301 DLJ0042227 彝壽軒詩鈔12卷 [清]張應昌 清同治二年西昌旅舍刻增修本
302 DLJ0042233 怡志堂詩初編8卷 [清]朱琦 清咸豐七年刻本
303 DLJ0042234 怡志堂文初編6卷 [清]朱琦 清同治四年運甓軒刻本
304 DLJ0042237 懷古堂詩選12卷 [清]楊炤 清康熙懷古堂刻本
305 DLJ0042241 憺園文集36卷 [清]徐乾學 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
306 DLJ0042243 拗堂詩集8卷 [清]景星杓 清乾道蘭陔堂刻本
307 DLJ0042244 擔峰詩4卷 [清]孫洤 清康熙間刻本
308 DLJ0042245 拜經堂文集5卷 [清]臧庸 民國十九年宗氏石印本
309 DLJ0042246 拜經樓詩集17卷 [清]吳騫 清嘉慶八年刻增修本
310 DLJ0042247 拜鵑堂詩集4卷 [清]潘問奇 清康熙間刻本
311 DLJ0042248 掣鯨堂詩集13卷 [清]費錫璜 清康熙間刻本
312 DLJ0042251 變雅堂遺集18卷 [清]杜濬 清光緒二十年黃岡沈氏刻本
313 DLJ0042252 變雅堂文集不分卷 [清]杜濬 清康熙間刻本
314 DLJ0042253 斫桂山房詩存6卷 [清]薛雪 清乾隆掃葉村莊刻本
315 DLJ0042254 杲堂詩文鈔13卷 [清]李鄴嗣 清康熙間刻本
316 DLJ0042259 曉亭詩鈔4卷 [清]塞爾赫 清乾隆十四年鄂洛順刻本
317 DLJ0042260 杞田集14卷 [清]張貞 清康熙四十九年春岑閣刻本
318 DLJ0042262 柯家山館遺詩6卷 [清]嚴元照 清光緒陸心源刻湖州叢書本



319 DLJ0042263 柯庭餘習12卷 [清]汪文柏 清康熙間刻本
320 DLJ0042265 栩栩園詩不分卷 [清]屠粹忠 清康熙間刻本
321 DLJ0042268 桴亭先生詩文集6卷 [清]陸世儀 清光緒二十五年唐受祺刻陸桴亭先生遺書本
322 DLJ0042270 棕亭詩鈔18卷 [清]金兆燕 清嘉慶十二年贈雲軒刻本
323 DLJ0042271 棕亭駢體文鈔8卷 [清]金兆燕 清道光十六年贈雲軒刻本
324 DLJ0042274 楙花盫詩3卷 [清]葉廷琯 清光緒刻滂喜齋叢書本
325 DLJ0042275 楙花盫詩外集不分卷 [清]葉廷琯 清光緒刻滂喜齋叢書本
326 DLJ0042276 楝亭詩文鈔15卷 [清]曹寅 清康熙間刻本
327 DLJ0042278 榮性堂集16卷 [清]吳俊 清嘉慶刻本
328 DLJ0042280 槐江詩鈔4卷 [清]程瑞祊 清乾隆二年刻本
329 DLJ0042284 樂賢堂詩鈔3卷 [清]德保 清乾隆五十六年英和刻本
330 DLJ0042286 樂志堂詩集12卷 [清]譚瑩 清咸豐九年吏隱園刻本
331 DLJ0042287 樂志堂詩集4卷 [清]李明嶅 清康熙李宗渭刻本
332 DLJ0042288 樂志堂文續集2卷 [清]譚瑩 清咸豐十年吏隱園刻本
333 DLJ0042295 樊山集28卷 [清]樊增祥 清光緒十九年渭南縣署刻本
334 DLJ0042296 樊山續集28卷 [清]樊增祥 清光緒二十八年西安臬署刻本
335 DLJ0042297 樊紹述集2卷 [清]孫之騄 清初刻晴川八識本
336 DLJ0042298 樊川詩集注6卷 [清]馮集梧 清嘉慶德裕堂刻本
337 DLJ0042303 樊榭山房集39卷 [清]厲鶚 振綺堂刻本
338 DLJ0042306 樸村詩集13卷 [清]張雲章 清康煕華希閔等刻本
339 DLJ0042307 樸村文集24卷 [清]張雲章 清康熙間華希閔等刻本
340 DLJ0042308 樸學齋詩稿10卷 [清]林佶 清乾隆九年家刻本
341 DLJ0042309 樸學齋文錄4卷 [清]宋翔鳳 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浮溪精舍叢書本
342 DLJ0042314 鬱華閣遺集4卷 [清]盛昱 清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343 DLJ0042322 歸愚詩鈔20卷 [清]沈德潛 清刻本
344 DLJ0042323 歸愚詩鈔餘集10卷 [清]沈德潛 清乾隆刻本
345 DLJ0042325 歸玄恭遺著不分卷 [清]歸莊 民國十二年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
346 DLJ0042328 歸樸齋詩鈔4卷 [清]曾紀澤 清光緒十九年江南製造總局鉛印本
347 DLJ0042329 歸樸龕叢稿16卷 [清]彭蘊章 清同治刻彭文敬公全集本
348 DLJ0042330 殷齋詩文集12卷 [清]張穆 清咸豐八年祁寯藻刻本
349 DLJ0042331 汪子詩錄4卷 [清]汪縉 清嘉慶三年方昂刻本
350 DLJ0042332 汪子二錄三錄5卷 [清]汪縉 清嘉慶十年王芑孫刻汪子遺書本
351 DLJ0042333 汪子文錄10卷 [清]汪縉 清道光三年張杓江沅刻本
352 DLJ0042334 汪梅村先生集13卷 [清]汪士鐸 清光緒七年刻本
353 DLJ0042335 汪容甫遺詩5卷 [清]汪中 清光緒十一年維揚述古齋木活字印本
354 DLJ0042337 浣月山房詩集5卷 [清]龍啟瑞 清光緒四年龍繼棟京師刻本
355 DLJ0042354 滄湄詩鈔6卷 [清]尤珍 清康熙間刻本
356 DLJ0042358 濂亭集15卷 [清]張裕釗 清光緒八年查氏木漸齋蘇州刻本
357 DLJ0042359 澤雅堂詩集6卷 [清]施補華 清同治刻本
358 DLJ0042360 澤雅堂詩二集18卷 [清]施補華 清光緒十六年兩研齋刻本
359 DLJ0042361 澤雅堂文集8卷 [清]施補華 清光緒十九年陸心源刻本
360 DLJ0043973 澹靜齋文鈔6卷 [清]龔景瀚 清道光二十年恩錫堂刻澹靜齋全集本
361 DLJ0042367 澹靜齋詩鈔6卷 [清]龔景瀚 清道光二十年恩錫堂刻澹靜齋全集本
362 DLJ0042369 瀑音4卷 [清]苗蕃 清康熙間刻本
363 DLJ0042371 烟嶼樓詩集18卷 [清]徐時棟 清同治七年葉鴻年刻本
364 DLJ0042372 烟嶼樓文集40卷 [清]徐時棟 清光緒元年葛氏松竹居刻本
365 DLJ0042374 爰始樓詩删不分卷 [清]陸弘定 清順治間刻本
366 DLJ0042377 默鏡居文集4卷 [清]范方 清乾隆間刻本
367 DLJ0042381 獨漉堂詩集15卷 [清]陳恭尹 清道光五年陳量平刻本
368 DLJ0042382 獨漉堂文集15卷 [清]陳恭尹 清道光五年陳量平刻本
369 DLJ0042383 獨學廬稿47卷 [清]石韞玉 清寫刻獨學廬全稿本
370 DLJ0042386 甌北集53卷 [清]趙翼 清嘉慶十七年湛貽堂刻本
371 DLJ0042387 甓湖草堂集13卷 [清]吳世杰 清康熙間刻本
372 DLJ0042388 畫亭詞草3卷 [清]朱黼 清乾隆四十三年太岳山房刻本
373 DLJ0042389 畫亭詩草18卷 [清]朱黼 清乾隆四十三年太岳山房刻本
374 DLJ0042394 眞山人後集4卷 [清]李昌祚 清康煕七年周有德大業堂刻本
375 DLJ0042401 稻香吟館集7卷 [清]李賡芸 清道光刻本
376 DLJ0042402 邃雅堂集10卷 [清]姚文田 清道光元年江陰學使署刻本
377 DLJ0042403 邃雅堂文集續編不分卷 [清]姚文田 清道光八年刻本
378 DLJ0042404 邃懷堂全集38卷 [清]袁翼 清光緒十四年袁鎮嵩刻本
379 DLJ0042405 笏庵詩20卷 [清]吳清鵬 清咸豐五年刻吳氏一家稿本
380 DLJ0042409 箋注駱臨海集10卷 [清]陳熙晉 清咸豐三年松林宗祠刻本
381 DLJ0042410 篁村集12卷 [清]陸錫熊 清道光二十九年陸成沅刻本
382 DLJ0042412 籀經堂類稿24卷 [清]陳慶鏞 清咸豐刻本



383 DLJ0042413 籀廎述林10卷 [清]孫詒讓 民國五年刻本
384 DLJ0042415 絳跗草堂詩集6卷 [清]陳壽祺 清刻本
385 DLJ0042416 經鋤堂詩稿8卷 [清]葉奕苞 清康熙間刻本
386 DLJ0042419 經韵樓集12卷 [清]段玉裁 清嘉慶十九年刻本
387 DLJ0042420 經德堂文集8卷 [清]龍啟瑞 清光緒四年龍繼棟京師刻本
388 DLJ0042422 綰秀園詞選1卷 [清]杜首昌 清乾隆間刻本
389 DLJ0042424 緝齋詩稿8卷 [清]蔡新 清乾隆間刻本
390 DLJ0042425 緝齋文集8卷 [清]蔡新 清乾隆間刻本
391 DLJ0042431 聊園詩略13卷 [清]孔貞瑄 清康熙間刻本
392 DLJ0042432 聊園文集1卷 [清]孔貞瑄 清康熙間刻本
393 DLJ0042433 聊齋文集4卷 [清]蒲松齡 清道光二十九年邢祖恪抄本
394 DLJ0042434 胥石詩文存5卷 [清]吳蘭庭 民國十年劉氏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
395 DLJ0042435 與我周旋集17卷 [清]魏元樞 清乾隆五十八年清祜堂刻本
396 DLJ0042436 與稽齋叢稿18卷 [清]吳翌鳳 清嘉慶刻本
397 DLJ0042437 與袁堂文集4卷 [清]陳殿桂 清刻本
398 DLJ0042438 舊雨草堂詩8卷 [清]董元度 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
399 DLJ0042440 艾陵詩文鈔18卷 [清]雷士俊 清康熙間莘樂草堂刻本
400 DLJ0042443 范石湖詩集注3卷 [清]沈欽韓 清光緒潘氏功順堂叢書本
401 DLJ0042445 范伯子詩集19卷 [清]范當世 清末鉛印本
402 DLJ0042454 茗柯文補編2卷 [清]張惠言 清道光陳善刻本
403 DLJ0042455 茗齋百花詩2卷 [清]彭孫貽 清康熙彭騫曾刻本
404 DLJ0042461 葆冲書屋集6卷 [清]汪如洋 清刻本
405 DLJ0042462 葆璞堂集8卷 [清]胡煦 清乾隆間刻本
406 DLJ0042464 萬青閣詩餘3卷 [清]趙吉士 清康熙刻本
407 DLJ0042465 萬善花室文稿7卷 [清]方履籛 清光緒七年王氏刻畿輔叢書本
408 DLJ0042469 蒿菴集3卷 [清]張爾岐 清乾隆三十八年胡德琳刻本
409 DLJ0042471 蔡忠烈公遺集不分卷 [清]鄧顯鶴 清道光十六年鄧顯鶴刻本
410 DLJ0042473 蓼齋集52卷 [清]李雯 清順治十四年石維崑刻本
411 DLJ0042474 薑齋文集10卷 [清]王夫之 撰 清同治四年曾國荃刻船山遺書本
412 DLJ0042478 薜箖吟館鈔存10卷 [清]柏葰 清同治三年鍾濂寫刻本
413 DLJ0042482 藏山閣集20卷 [清]錢澄之 清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
414 DLJ0042485 藝風堂文集8卷 [清]繆荃孫 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415 DLJ0042486 藝風堂文續集9卷 [清]繆荃孫 清宣統二年刻民國二年印本
416 DLJ0042488 蘊愫閣詩集12卷 [清]盛大士 清道光元年刻本
417 DLJ0042489 蘊愫閣詩續集2卷 [清]盛大士 清道光四年刻本
418 DLJ0042490 蘊愫閣文集8卷 [清]盛大士 清道光六年刻本
419 DLJ0042491 蘊愫閣別集4卷 [清]盛大士 清道光五年刻本
420 DLJ0042493 蘆中集10卷 [清]王攄 民國五年錢燿伊鈔本
421 DLJ0042501 裘文達公詩集18卷 [清]裘曰修 清嘉慶刻本
422 DLJ0042502 裘文達公文集6卷 [清]裘曰修 清嘉慶刻本
423 DLJ0042507 覺顛冥齋內言4卷 [清]唐才常 清光緒二十四年長沙刻本
424 DLJ0042510 詒安堂詩稿16卷 [清]王慶勛 清咸豐三年刻五年增修本
425 DLJ0042511 詒安堂詩餘不分卷 [清]王慶勛 清咸豐三年刻五年增修本
426 DLJ0042513 詒晉齋集10卷 [清]永瑆 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427 DLJ0042515 謫麐堂遺集4卷 [清]戴望 清宣統三年鄧氏鉛印風雨樓叢書本
428 DLJ0042516 譚嗣同集7卷 [清]譚嗣同 戊戌六君子遺集本
429 DLJ0042519 讀史亭詩文集38卷 [清]彭而述 清康熙四十七年彭始搏刻本
430 DLJ0042522 讀白華草堂詩初集9卷 [清]黃釗 清道光刻本
431 DLJ0042523 讀白華草堂詩二集12卷 [清]黃釗 清道光刻本
432 DLJ0042525 谿音10卷 [清]朱仕玠 清乾隆松谷刻本
433 DLJ0042527 賈稻孫集4卷 [清]賈田祖 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434 DLJ0042529 趙氏家藏集8卷 [清]趙文華 清鈔本
435 DLJ0042535 逍遙遊2卷 [清]丁耀亢 清順治間刻本
436 DLJ0042536 逋齋詩8卷 [清]劉正宗 清順治間刻本
437 DLJ0042538 隨山館稿18卷 [清]汪瑔 清光緒刻隨山館全集本
438 DLJ0042540 邁堂文略4卷 [清]李祖陶 清同治七年李氏刻本
439 DLJ0042541 邱邦士文集17卷 [清]邱維屏 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440 DLJ0042542 邵子湘全集32卷 [清]邵長蘅 清康熙間刻本
441 DLJ0042549 錢南園先生遺集5卷 [清]錢灃 清同治十一年劉崑長沙刻本
442 DLJ0042550 錢文敏公全集30卷 [清]錢維城 清乾隆四十一年眉壽堂刻本
443 DLJ0042557 鐵崖樂府注10卷 [清]樓卜瀍 清乾隆三十九年聯桂堂刻本
444 DLJ0042559 鐵橋漫稿13卷 [清]嚴可均 清道光十八年四錄堂刻本
445 DLJ0042560 鐵堂詩草2卷 [清]許珌 清乾隆五十五年蘭山書院刻本
446 DLJ0042562 陋軒詩8卷 [清]吳嘉紀 清康熙元年賴古堂刻增修本



447 DLJ0042564 隰西草堂詩文集8卷 [清]萬壽祺 民國八年羅氏鉛印明季三孝廉集本
448 DLJ0042565 雜體文稿7卷 [清]孔繼涵 清乾隆刻微波榭遺書本
449 DLJ0042566 雕菰集24卷 [清]焦循 清道光四年阮福嶺南節署刻本
450 DLJ0042567 霽軒詩鈔5卷 [清]袁佑 清康熙五十六年陸師等刻本
451 DLJ0042570 靈巖山人詩集40卷 [清]畢沅 清嘉慶四年畢氏經訓堂刻本
452 DLJ0042577 靜廉齋詩集24卷 [清]金甡 清嘉慶二十五年姚祖恩刻本
453 DLJ0042582 靜厓詩稿30卷 [清]汪學金 清乾隆刻嘉慶增修本
454 DLJ0042583 靜惕堂詩集44卷 [清]曹溶 清雍正三年李維鈞刻本
455 DLJ0042588 韭溪漁唱集10卷 [清]秦時昌 清乾隆十年刻本
456 DLJ0042590 頤志齋感舊詩不分卷 [清]丁晏 民國四年羅氏鉛印雪堂叢刻本
457 DLJ0042591 頤志齋文鈔不分卷 [清]丁晏 民國四年羅氏鉛印雪堂叢刻本
458 DLJ0042593 頤道堂詩外集10卷 [清]陳文述 清嘉慶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459 DLJ0042594 頤道堂詩選30卷 [清]陳文述 清嘉慶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460 DLJ0042595 頤道堂文鈔13卷 [清]陳文述 清嘉慶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461 DLJ0042596 頤綵堂詩鈔10卷 [清]沈叔埏 清道光二十八年沈維鐈刻本
462 DLJ0042597 頤綵堂文集16卷 [清]沈叔埏 清嘉慶二十三年沈維鐈刻本
463 DLJ0042599 顯志堂稿12卷 [清]馮桂芬 清光緒二年馮氏校邠廬刻本
464 DLJ0042600 餘慶堂詩文集10卷 [清]陳美訓 清餘慶堂刻本
465 DLJ0042601 餘暨叢書2卷 [清]朱坤 清乾隆間刻本
466 DLJ0042605 駢儷文3卷 [清]孔廣森 清嘉慶十七年孔昭虔刻巽軒孔氏所著書本
467 DLJ0042606 魏叔子文集外篇22卷 [清]魏禧 稿本
468 DLJ0042614 點蒼山人詩鈔8卷 [清]沙琛 民國三年刻雲南叢書初編本
469 DLJ0042616 齊物論齋文集6卷 [清]董士錫 清道光二十年江陰暨陽書院刻本
470 DLJ0042622 增默菴詩遺集2卷 [清]郭尚先 清光緒十六年刻吉雨山房全集本
471 DLJ0042624 德蔭堂集16卷 [清]阿克敦 清嘉慶二十一年那彥成刻本
472 DLJ0042625 晳次齋稿12卷 [清]梁煕 清康熙間刻本
473 DLJ0042632 瀨園詩文集25卷 [清]嚴首昇 清順治十四年刻增修本
474 DLJ0042634 綠天書舍存草6卷 [清]錢楷 清嘉慶二十三年阮元刻本
475 DLJ0042635 綠漪草堂外集2卷 [清]羅汝懷 清光緒九年羅式常刻本
476 DLJ0042636 綠漪草堂詩集20卷 [清]羅汝懷 清光緒九年羅式常刻本
477 DLJ0042637 綠漪草堂文集30卷 [清]羅汝懷 清光緒九年羅式常刻本
478 DLJ0042638 綠漪草堂别集2卷 [清]羅汝懷 清光緒九年羅式常刻本
479 DLJ0042639 綠筠書屋詩鈔18卷 [清]葉觀國 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480 DLJ0042640 訒葊詩存不分卷 [清]汪啟淑 清乾隆刻本
481 DLJ0042641 詹鐵牛詩文集42卷 [清]詹賢 清活字本
482 DLJ0042642 賴古堂集24卷 [清]周亮工 清康煕十四年周在浚刻本
483 DLJ0042646 閒青堂詩集10卷 [清]朱倫瀚 清乾隆間刻本
484 DLJ0042647 仿潛齋詩鈔15卷 [清]李嘉樂 清光緒十五年刻本
485 DLJ0042649 侣鷗閣近集2卷 [清]熊文舉 清康熙間刻本
486 DLJ0042651 俞寧世文集4卷 [清]俞長城 清康熙間刻本
487 DLJ0042653 內省齋文集32卷 [清]湯來賀 清康熙間書林五車樓刻本
488 DLJ0042655 删後詩存10卷 [清]陳梓 清嘉慶二十年胡氏敬義堂刻本
489 DLJ0042656 删後文集16卷 [清]陳梓 清嘉慶二十年胡氏敬義堂刻本
490 DLJ0042659 卧山詩鈔3卷 [清]胡栩然 清乾隆十年釋真靖刻本
491 DLJ0042660 吞松閣集40卷 [清]鄭虎文 清嘉慶十四年馮敏昌等刻本
492 DLJ0042661 吳偉業年譜4卷 [清]吳偉業 清宣統三年董氏誦芬室刻本
493 DLJ0042668 吳文節公遺集80卷 [清]吳文鎔 清咸豐七年吳養原刻本
494 DLJ0042672 吳學士詩文集9卷 [清]吳鼒 清光緒八年江寧藩署刻本
495 DLJ0042674 埽垢山房詩鈔12卷 [清]黃文暘 清嘉慶七年孔憲增刻本
496 DLJ0042675 媕雅堂詩續集4卷 [清]趙文哲 清乾隆五十六年刻本
497 DLJ0042676 媕雅堂別集6卷 [清]趙文哲 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498 DLJ0042680 峴嶕山房詩集10卷 [清]董文涣 清同治九年刻十年增修本
499 DLJ0042682 嵞山集21卷 [清]方文 清康熙二十八年王槩刻本
500 DLJ0042686 巢青閣集10卷 [清]陸進 清康熙劉愫等刻本
501 DLJ0042687 巢民詩文集13卷 [清]冒襄 清康熙刻本
502 DLJ0042688 巢經巢詩文集20卷 [清]鄭珍 民國三年花近樓刻遵義鄭征君遺著本
503 DLJ0042694 弢園文錄外編12卷 [清]王韜 清光緒九年鉛印本
504 DLJ0042695 弢甫集84卷 [清]桑調元 清乾隆刻本
505 DLJ0042696 徧行堂集49卷 [清]金堡 清乾隆五年刻本
506 DLJ0042697 徧行堂續集16卷 [清]金堡 清乾隆五年刻本
507 DLJ0042699 戇叟詩鈔4卷 [清]紀映鍾 清長嘯軒鈔本
508 DLJ0042700 戢思堂詩鈔2卷 [清]李宏 清乾隆五十七年李奉瀚刻本
509 DLJ0042701 揅經室集54卷 [清]阮元 清道光阮氏文選樓刻本
510 DLJ0042705 擷芙蓉集不分卷 [清]周韓瑞 清初刻本



511 DLJ0042707 斅藝齋詩存2卷 [清]鄒漢勛 清光緒八年刻鄒叔子遺書本
512 DLJ0042708 斅藝齋文存8卷 [清]鄒漢勛 清光緒八年刻鄒叔子遺書本
513 DLJ0042711 晚翠軒集不分卷 [清]林旭 民國鉛印墨巢叢刻本
514 DLJ0042712 晚聞存稿2卷 [清]陶正靖 清乾隆貽清堂刻本
515 DLJ0042714 晚學集8卷 [清]桂馥 清道光二十一年孔憲彝刻本
516 DLJ0042716 曬書堂集17卷 [清]郝懿行 清光緒十年東路廳署刻本
517 DLJ0042717 柈湖文集12卷 [清]吳敏樹 清光緒十九年思賢講捨刻本
518 DLJ0042718 查浦詩鈔12卷 [清]查嗣瑮 清刻本
519 DLJ0042721 榆溪詩鈔2卷 [清]徐世溥 清康煕三十年宋犖刻本
520 DLJ0042723 檉華館詩集4卷 [清]路德 清光緒七年解梁刻本
521 DLJ0042724 檉華館文集6卷 [清]路德 清光緒七年解梁刻本
522 DLJ0042725 檉華館雜錄不分卷 [清]路德 清光緒七年解梁刻本
523 DLJ0042726 檉華館駢體文不分卷 [清]路德 清光緒七年解梁刻本
524 DLJ0042727 歲寒居答問3卷 [清]孫奇逢 清順治十三年張元樞刻本
525 DLJ0042736 湄湖吟11卷 [清]杜漺 清康煕刻道光九年杜堮增修本
526 DLJ0042739 溉堂集28卷 [清]孫枝蔚 清康熙刻本
527 DLJ0042749 澥陸詩鈔9卷 [清]顧于觀 清乾隆四年汪頎刻本
528 DLJ0042751 濼函10卷 [清]葉承宗 清順治葉承祧友聲堂刻本
529 DLJ0042755 畬經堂詩文集18卷 [清]朱景英 清乾隆刻本
530 DLJ0042756 癭暈山房詩删13卷 [清]羅天尺 清乾隆二十五年刻三十一年羅天俊增修本
531 DLJ0042758 筠軒文鈔8卷 [清]洪頤煊 民國二十三年邃雅齋叢書本
532 DLJ0042761 篔穀詩文鈔32卷 [清]查揆 清道光刻本
533 DLJ0042764 繡虎軒尺牘24卷 [清]曹煜 清康煕傳萬堂刻本
534 DLJ0042765 缾水齋詩集19卷 [清]舒位 清光緒十二年邊保樞刻十七年增修本
535 DLJ0042771 荔村草堂詩續鈔不分卷 [清]譚宗浚 清宣統二年譚祖任京師刻本
536 DLJ0042772 荔村草堂詩鈔10卷 [清]譚宗浚 清光緒十八年廖廷相羊城刻本
537 DLJ0042773 荔隱山房詩草6卷 [清]涂慶瀾 清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538 DLJ0042774 荔隱山房文略不分卷 [清]涂慶瀾 清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539 DLJ0042777 蘀石齋詩集50卷 [清]錢載 清乾隆刻本
540 DLJ0042778 蘀石齋文集26卷 [清]錢載 清乾隆刻本
541 DLJ0042779 蘅華館詩錄5卷 [清]王韜 清光緒六年鉛印弢園叢書本
542 DLJ0042781 虛受堂詩存16卷 [清]王先謙 清光緒二十八年蘇氏刻增修本
543 DLJ0042782 虛受堂文集16卷 [清]王先謙 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544 DLJ0042784 虛直堂文集24卷 [清]劉榛 清康煕刻補修本
545 DLJ0042785 虛白齋詩集7卷 [清]欽璉 清乾隆刻本
546 DLJ0042786 虛白齋存稿14卷 [清]吳壽昌 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547 DLJ0042788 虬峰文集20卷 [清]李驎 清康煕刻本
548 DLJ0042789 蜕疣集不分卷 [清]賀裳 清初刻本
549 DLJ0042792 衎石齋記事槀20卷 [清]錢儀吉 清道光刻咸豐四年增修光緒六年錢彝甫印本
550 DLJ0042795 說安堂集8卷 [清]盧震 清康熙刻本
551 DLJ0042796 謩觴詩集5卷 [清]成文昭 清康煕刻增修本
552 DLJ0042797 邈雲樓集六種11卷 [清]楊鸞 清乾隆道光間刻本
553 DLJ0042799 郘亭遺詩8卷 [清]莫友芝 清光緒刻本
554 DLJ0042813 鮚埼亭詩集10卷 [清]全祖望 清姚江借樹山房本
555 DLJ0042814 鮚埼亭集88卷 [清]全祖望 清姚江借樹山房本
556 DLJ0042815 鮚埼亭集外編50卷 [清]全祖望 清嘉慶十六年刻本
557 DLJ0042818 黃山詩留16卷 [清]法若眞 清康熙間刻本
558 DLJ0042820 黃雪瀑集不分卷 [清]黃中 清康熙泳古堂刻本
559 DLJ0042572 靜庵詩文集不分卷 [民國]王國維 清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
560 DLJ0041940 容膝軒詩文集12卷 [民國]王榮商 民國刻四明叢書本
561 DLJ0041251 太炎文錄6卷 [民國]章炳麟 民國浙江圖書館刻章氏叢書本
562 DLJ0041803 抱潤軒文集10卷 [民國]馬其昶 清宣統元年安徽官紙印刷局石印本
563 DLJ0040642 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11卷[民國]廖平 民國二十年渭南嚴氏校刻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本
564 DLJ0041679 八指頭陀詩集10卷 [民國]釋敬安 民國八年北京法源寺刻本
565 DLJ0041680 八指頭陀詩續集8卷 [民國]釋敬安 民國八年北京法源寺刻本
566 DLJ0041681 八指頭陀雜文不分卷 [民國]釋敬安 民國八年北京法源寺刻本
567 DLJ0042835 儀鄭堂駢體文3卷 [不明]不明 原刻本校刊
568 DLJ0042903 髙青邱詩集注25卷 [不明]不明 清雍正刻本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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