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番号 DLJ番号 書名 著者 版本
1 DLJ0043391 雲謠集雜曲子1卷 [唐]佚名 民國十一年朱祖謀輯刻彊村叢書本
2 DLJ0043398 曲話5卷 [清]梁廷柟撰 清藤花亭十七種本
3 DLJ0043535 伊尹耕莘不分卷 [元]鄭德輝 明脈望館鈔校本
4 DLJ0043536 意中人2卷 [清]李玉 舊鈔本
5 DLJ0043537 衣襖車不分卷 [元]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6 DLJ0043538 一捧雪傳奇2卷 [清]李玉 清初刻本
7 DLJ0043539 陰山破虜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8 DLJ0043540 永團圓2卷 [清]李玉 明崇禎刊本
9 DLJ0043541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不分卷[明]佚名 鈔本
10 DLJ0043542 燕子箋2卷 [明]阮大鋮 明末刊本
11 DLJ0043543 艶雲亭2卷 [清]朱佐朝 舊鈔本
12 DLJ0043544 遠山堂曲品不分卷 [明]祁彪佳 明抄本
13 DLJ0043545 遠山堂劇品不分卷 [明]祁彪佳 明抄本
14 DLJ0043546 王西樓樂府1卷 [明]王磐 明嘉靖三十年張守中刻本
15 DLJ0043547 王蘭卿不分卷 [明]康海 明脈望館鈔校本
16 DLJ0043548 牡丹亭2卷 [明]湯顯祖 明萬曆刻本
17 DLJ0043549 下西洋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18 DLJ0043550 花部農譚1卷 [清]焦循 稿本
19 DLJ0043551 快活三2卷 [明]張大復 舊鈔本
20 DLJ0043552 海棠仙不分卷 [明]朱有燉 明脈望館鈔校本
21 DLJ0043553 翫江亭不分卷 [元]戴善甫 明脈望館鈔校本
22 DLJ0043554 雁門關不分卷 [元]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23 DLJ0043555 奇妙全相注釋西厢記5卷[元]王實甫 明弘治十一年金臺岳家刻本
24 DLJ0043556 鞠通樂府不分卷 [清]沈自晉 吳梅鈔本
25 DLJ0043557 牛頭山2卷 [清]李玉 舊鈔本
26 DLJ0043558 漁樵閑話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27 DLJ0043559 京腔譜不分卷 [清]王正祥 清康熙停雲室刻本
28 DLJ0043560 喬影1卷 [清]吳藻 清道光刻本
29 DLJ0043561 喬夢符小令不分卷 [元]喬吉 清抄本
30 DLJ0043562 曲品3卷 [明]呂天成 清乾隆五十六年楊志鴻抄本
31 DLJ0043563 曲律4卷 [明]王驥德 明天啟五年毛以燧刻本
32 DLJ0043564 玉簪記2卷 [明]高濂 明汲古閣刊本
33 DLJ0043565 金印記4卷 [明]蘇復之 明刊本
34 DLJ0043566 金鳳釵不分卷 [元]鄭廷玉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35 DLJ0043567 吟風閣雜劇4卷 [清]楊潮觀 清乾隆三十四年恰好處刻本
36 DLJ0043568 九世同居不分卷 [元]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37 DLJ0043569 劇說6卷 [清]焦循 稿本
38 DLJ0043570 月亭記2卷 [元]施惠 明萬曆十七年唐氏世德堂刻本
39 DLJ0043571 元曲選不分卷 [明]臧懋循 明萬曆刻本
40 DLJ0043572 古今雜劇29卷 [元]佚名 元刻本
41 DLJ0043573 古城記2卷 [明]佚名 明刻本
42 DLJ0043574 古本西廂記6卷 [明]王驥德 明萬曆四十一年香雪居刻本
43 DLJ0043575 古雜劇20卷 [明]王驥德 明顧曲齋刻本
44 DLJ0043576 顧誤錄不分卷 [清]王德暉 清咸豐九年北京篆雲齋刻本
45 DLJ0043577 五侯宴不分卷 [元]關漢卿 明脈望館鈔校本
46 DLJ0043578 江東白苧2卷 [明]梁辰魚 明末刻本
47 DLJ0043579 紅梅記2卷 [明]周朝俊 明刻本
48 DLJ0043580 降桑椹不分卷 [元]劉唐卿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49 DLJ0043581 再生緣全傳20卷 [清]陳端生 清道光二年寶寧堂刻本
50 DLJ0043582 三戰呂布不分卷 [元]鄭德輝 明脈望館鈔校本
51 DLJ0043583 山歌10卷 [明]馮夢龍 明崇禎刻本
52 DLJ0043584 四馬投唐不分卷 [明]佚名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53 DLJ0043585 四聲猿不分卷 [明]徐渭 民國七年誦芬室刻本
54 DLJ0043587 十五貫2卷 [清]朱素臣 清鈔本
55 DLJ0043588 十長生不分卷 [明]朱有燉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56 DLJ0043589 十樣錦不分卷 [明]佚名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57 DLJ0043590 春燈謎2卷 [明]阮大鋮 明末刊本
58 DLJ0043591 女學士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59 DLJ0043592 昇仙夢不分卷 [元]賈仲名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60 DLJ0043593 神仙會不分卷 [明]朱有燉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中国歴代戯曲(上)



61 DLJ0043594 人獸關傳奇2卷 [清]李玉 明崇禎刊本
62 DLJ0043595 清忠譜傳奇2卷 [清]李玉 清初樹滋堂原刻本
63 DLJ0043596 盛明雜劇初集30卷 [明]沈泰 民國七年誦芬室刻本
64 DLJ0043597 盛明雜劇二集30卷 [明]沈泰 民國十四年董氏誦芬室刻本
65 DLJ0043598 青樓集不分卷 [元]夏庭芝 明鈔說集本
66 DLJ0043599 占花魁傳奇2卷 [清]李玉 明崇禎刊本
67 DLJ0043600 僧尼共犯不分卷 [明]馮惟敏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68 DLJ0043601 太霞新奏14卷 [明]馮夢龍 明天啟刻本
69 DLJ0043602 太平仙記不分卷 [明]陳自得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70 DLJ0043603 打董達不分卷 [明]佚名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71 DLJ0043604 卓文君不分卷 [明]朱權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72 DLJ0043605 奪秋魁不分卷 [清]朱佐朝 舊鈔本
73 DLJ0043606 坦庵樂府黍香集不分卷 [明]徐石麒 清順治南湖香書堂刻坦庵詞曲本
74 DLJ0043607 智勇定齊不分卷 [元]鄭德輝 明脈望館鈔校本
75 DLJ0043608 張小山小令2卷 [元]張可久 明嘉靖李開先刻本
76 DLJ0043609 張小山北曲聯樂府3卷 [元]張可久 清勞平甫抄本
77 DLJ0043610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9卷 [元]楊朝英 元刊本
78 DLJ0043611 長生殿傳奇2卷 [清]洪昇 清康煕稗畦草堂刻本
79 DLJ0043612 珍珠塔24卷 [清]佚名 清道光二十九年維揚三槐堂刻本
80 DLJ0043613 陳母教子不分卷 [元]關漢卿 明脈望館鈔校本
81 DLJ0043614 登灜洲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82 DLJ0043615 度曲須知2卷 [明]沈寵綏 明崇禎間刻本
83 DLJ0043616 度黃龍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84 DLJ0043617 東郭記2卷 [明]孫鍾齡 明末刊本
85 DLJ0043618 東牆記不分卷 [元]白樸 明脈望館鈔校本
86 DLJ0043619 東窗記不分卷 [明]佚名 明富春堂刊本
87 DLJ0043620 東籬賞菊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88 DLJ0043621 桃園結義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89 DLJ0043622 桃花扇傳奇2卷 [清]孔尚任 清康熙刻本
90 DLJ0043623 燈月閒情十七種19卷 [清]唐英 清乾隆唐氏古柏堂刻增修本
91 DLJ0043624 董解元西厢記8卷 [金]董解元 明嘉靖刻本
92 DLJ0043625 踏雪尋梅不分卷 [元]馬致遠 明脈望館鈔校本
93 DLJ0043626 洞天玄記不分卷 [明]楊慎 明脈望館鈔校本
94 DLJ0043627 童山集64卷 [清]李調元 清乾隆刻函海道光五年增修本
95 DLJ0043628 南音三籟1卷 [明]淩濛初 明刊本
96 DLJ0043630 破天陣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97 DLJ0043631 破窰記不分卷 [元]王實甫 明脈望館鈔校本
98 DLJ0043632 博笑記2卷 [明]沈璟 明刊本
99 DLJ0043633 白雪遺音4卷 [清]華廣生 清道光八年玉慶堂刻本

100 DLJ0043634 八仙過海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101 DLJ0043635 伐晉興齊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102 DLJ0043636 眉山秀2卷 [清]李玉 清順治刊本
103 DLJ0043637 風箏誤傳奇2卷 [清]李漁 清刻本
104 DLJ0043639 鞭打單雄信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105 DLJ0043640 北西廂5卷 [元]王實甫 明崇禎刊本
106 DLJ0043641 未央天2卷 [清]朱素臣 舊鈔本
107 DLJ0043642 鳴鳳記2卷 [明]王世貞 清刻本
108 DLJ0043643 孟母三移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109 DLJ0043644 目連救母勸善戲文3卷 [明]鄭之珍 明萬曆十年高石山房刻本
110 DLJ0043645 柳枝集不分卷 [明]孟稱舜 明崇禎刻古今名劇合選本
111 DLJ0043646 陽春白雪10卷 [元]楊朝英 清光緒隋盦徐氏叢書本
112 DLJ0043647 雷峰塔傳奇4卷 [清]方成培 清乾隆水竹居刻本
113 DLJ0043648 雷澤遇仙記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114 DLJ0043650 梨園集成不分卷 [清]李世忠 清光緒六年竹友齋刻本
115 DLJ0043651 流星馬不分卷 [明]黃元吉 明脈望館鈔校本
116 DLJ0043652 良辰樂事不分卷 [明]劉效祖 清康熙二十九年劉芳永刻本
117 DLJ0043653 林沖寶劍記2卷 [明]李開先 明嘉靖刻本
118 DLJ0043654 林石逸興10卷 [明]薛論道 明萬曆刻本
119 DLJ0043655 臨川夢2卷 [清]蔣士銓 清乾隆蔣氏刻紅雪樓九種曲本
120 DLJ0043656 臨潼鬬寶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121 DLJ0043657 連環記2卷 [元]佚名 鈔本
122 DLJ0043658 老君堂不分卷 [元]鄭德輝 明脈望館鈔校本
123 DLJ0043659 六十種曲120卷 [明]毛晉 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124 DLJ0043660 論曲1卷 [明]臧懋循 明萬曆刻本
125 DLJ0043661 冲漠子不分卷 [明]朱權 明脈望館鈔校本
126 DLJ0043662 哭存孝不分卷 [元]關漢卿 明脈望館鈔校本
127 DLJ0043663 拔宅飛昇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128 DLJ0043664 樂府遏雲編3卷 [明]槐鼎 明末刻本
129 DLJ0043665 浣紗記2卷 [明]梁辰魚 明汲古閣刊本
130 DLJ0043666 獨樂園不分卷 [明]桑紹良 明脈望館鈔校本
131 DLJ0043667 秣陵春傳奇2卷 [清]吳偉業 清初刻本
132 DLJ0043668 續江東白苧2卷 [明]梁辰魚 明末刻本
133 DLJ0043669 莊周夢不分卷 [元]史九敬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134 DLJ0043670 裴度還帶不分卷 [元]關漢卿 明脈望館鈔校本
135 DLJ0043671 襄陽會不分卷 [元]高文秀 明脈望館鈔校本
136 DLJ0043672 貶黃州不分卷 [元]費唐臣 明脈望館鈔校本
137 DLJ0043673 賽嬌容不分卷 [明]朱有燉 明脈望館鈔校本
138 DLJ0043674 醉菩提傳奇2卷 [明]張大復 舊鈔本
139 DLJ0043675 鈞天樂2卷 [清]尤侗 清康熙刊本
140 DLJ0043678 雜劇三集34卷 [清]鄒式金 民國三十年董氏誦芬室刻本
141 DLJ0043679 霓裳續譜8卷 [清]王廷紹 清乾隆集賢堂刻本
142 DLJ0043680 騙英布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143 DLJ0043681 麒麟閣4卷 [清]李玉 舊鈔本
144 DLJ0043682 齊天大聖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145 DLJ0043683 吳起敵秦不分卷 [明]佚名 明脈望館鈔校本
146 DLJ0043684 吳騷合編4卷 [明]張楚叔 明崇禎十年張師齡刻本
147 DLJ0043686 澠池會不分卷 [元]高文秀 明脈望館鈔校本
148 DLJ0043687 荔鏡記不分卷 [明]佚名 明嘉靖福建建陽麻沙餘新安書坊刻本
149 DLJ0043688 蔣神靈應不分卷 [元]李文蔚 明脈望館鈔校本
150 DLJ0043689 酹江集不分卷 [明]孟稱舜 明崇禎刻古今名劇合選本
151 DLJ0043690 錄鬼簿2卷 [元]鍾嗣成 天一閣舊藏抄本
152 DLJ0043691 黃鶴樓不分卷 [元]朱凱 民國孤本元明雜劇本
153 DLJ0043706 山谷琴趣外篇3卷 [宋]黃庭堅 景海鹽張氏藏宋本 
154 DLJ0043742 日湖漁唱1卷 [宋]陳允平 民國四明叢書本
155 DLJ0043759 寫情集2卷 [明]常倫 明嘉靖七年王溱刻本
156 DLJ0043760 崑腔原始1卷 [明]許宇 明天啟間刻本
157 DLJ0043761 戲曲考原1卷 [民國]王國維 清宣統晨風閣叢書本
158 DLJ0043772 鹽梅記2卷 [明]青山高士 明刊本
159 DLJ0043773 侣蛩遺音1卷 [清]張大受 清康熙張氏潮生閣刻本
160 DLJ0043968 明史藝文志4卷 [清]張廷玉等 八史經籍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