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SH0699 秋泉居士集十七卷 [清]汪士鋐撰 清乾隆清蔭堂刻本

QSH0700 泉南山人存稿四卷首一卷 [清]秦道然撰 清抄本

QSH0701 片石園詩四卷 [清]孫元衡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QSH0702 漁洋先生評點赤嵌集四卷 [清]孫元衡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QSH0703
楝亭詩鈔八卷別集四卷楝亭詞鈔一卷
別集一卷楝亭文鈔一卷

[清]曹寅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04 南堂詩鈔十二卷附南堂詞賦一卷 [清]施世綸撰 清雍正四年刻本

QSH0705 述本堂詩集七卷 [清]方登嶧撰 清乾隆二十年刻本

QSH0706 柯庭餘習十二卷 [清]汪文柏撰 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QSH0707 玉照亭詩鈔二十卷 [清]陳大章撰 清乾隆四年刻本

QSH0708
二水樓文集二十卷首一卷二水樓詩集
十八卷

[清]李茹旻撰 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QSH0709 恕谷後集十三卷 [清]李塨撰 清雍正刻增修本

QSH0710
傳家寶初集八卷首一卷二集八卷三集
八卷四集八卷(傳家寶初集八卷首一卷

[清]石成金撰 清乾隆四年刻本

QSH0711 紅雪軒稿六卷 [清]高景芳撰 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QSH0712 岑樓詩鈔五卷 [清]程鑾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13 岑樓詠物詩二卷 [清]程鑾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QSH0714
夏雲存稿一卷又歸草一卷楚遊草一卷
乙酉草一卷

[清]朱元英撰 清乾隆刻春雨堂集本

QSH0715 慎獨軒文集八卷 [清]劉青霞撰 清刻本

QSH0716 匠門書屋文集三十卷 [清]張大受撰 清雍正七年顧詒祿刻本

QSH0717 錢名世詩選一卷 [清]錢名世撰
清康熙四十二年商丘宋氏宛委堂
刻江左十五子詩選本

QSH0718 研北詩存不分卷 [清]吳宗撰 清乾隆七年四世讀書堂刻本

QSH0719 樸學齋詩稿十卷樸學齋文稿不分卷 [清]林佶撰 清乾隆九年家刻本

QSH0720
大雅堂詩初集六卷大雅堂詩餘二卷大
雅堂文集初編二卷

[清]孫在中撰 清刻本

QSH0721 嘯竹堂集十六卷 [清]王錫撰 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QSH0722 嘯竹堂二集二卷北遊草一卷 [清]王錫撰 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QSH0723 有懷堂文集一卷有懷堂詩集一卷 [清]田肇麗撰 清乾隆間刻德州田氏叢書本

QSH0724 蕪城集三卷 [清]史申義撰 清康熙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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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H0725 使滇集三卷 [清]史申義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26 過江集四卷 [清]史申義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27 東祀草不分卷 [清]史夔撰 清乾隆刻本

QSH0728 二十四泉草堂集十二卷 [清]王蘋撰 清康熙五十六年文登于氏刻本

QSH0729 蓼村集四卷 [清]王蘋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桂林胡氏聽泉齋
刻本

QSH0730 義門先生集十二卷附録二卷 [清]何焯撰 清道光三十年姑蘇刻本

QSH0731 此木軒文集十卷 [清]焦袁熹撰 清懷舊樓鈔本

QSH0732 此木軒刪後録三卷 [清]焦袁熹撰 稿本

QSH0733 楊氏文集十二卷別集六卷附録二卷 [清]楊名時撰
清乾隆五十八年江陰葉廷甲水心
草堂校刻楊氏全書本

QSH0734 操齋集五十七卷 [清]蔡衍鎤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35
學齋詩集四卷蒹葭書屋詩一卷芥舟集
一卷棗花莊録稿一卷

[清]喬崇烈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36 硯谿先生集十一卷總目二卷 [清]惠周惕撰 清康熙惠氏紅豆齋刻本

QSH0737 硯谿先生遺稿二卷 [清]惠周惕撰 民國二十九年鉛印庚辰叢編本

QSH0738 西齋集十四卷西齋自刪詩稿二卷 [清]吳暻撰
民國二十三年鹽山劉氏皕印齋校
刻本

QSH0739 桐埜詩集四卷 [清]周起渭撰 清鹹豐二年山陰陳氏世恩堂刻本

QSH0740 據梧詩集十六卷 [清]管棆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41 賜硯堂詩稿十卷 [清]許賀來撰 清雍正刻本

QSH0742
南湖集鈔十六卷(文八卷詩八卷存卷一
至卷四)

[清]章永祚撰 民國九年刻貴池先哲遺書本

QSH0743 映日堂詩四卷 [清]王令樹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44 青溪詩偶存十卷 [清]蔣錫震撰 清雍正刻本

QSH0745 飴山詩集二十卷 [清]趙執信撰 清乾隆刻本

QSH0746 飴山文集十二卷附録一卷 [清]趙執信撰 清乾隆刻本

QSH0747 高陽山人詩集二十卷附補遺一卷 [清]劉青藜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襄城劉氏傳經堂
刻本

QSH0748 陳恪勤公詩集三十九卷 [清]陳鵬年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49 滄洲近詩十卷 [清]陳鵬年撰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QSH0750 道榮堂文集六卷首一卷 [清]陳鵬年撰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QSH0751 趙裘萼公剩稿四卷 [清]趙熊詔撰 清乾隆二年刻本



QSH0752
蓬亭偶存詩草十五卷附蓬亭偶存詩餘
草一卷

[清]陳王猷撰
清康熙至雍正刻道光二十六年補
刻本

QSH0753 積翠軒詩集二卷 [清]述明撰 清乾隆刻本

QSH0754 野香亭集十三卷 [清]李孚青撰 清光緒十四年平梁蒯德標鉛印本

QSH0755 道旁散人集五卷附録一卷 [清]李孚青撰
清光緒三十年刻合肥李氏集虛草
堂叢書甲集本

QSH0756 依歸草十卷 [清]張符驤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57 自長吟十二卷 [清]張符驤撰 清刻本

QSH0758 雙遂堂遺集四卷 [清]查嗣庭撰 民國燕京大學圖書館抄本

QSH0759 冰雪集五卷(存三卷) [清]萬承勳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60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一卷 [清]萬承勳撰
民國十九年四明張氏約園刻四明
叢書本

QSH0761 掣鯨堂詩集十三卷 [清]費錫璜撰 清康熙存素堂刻本

QSH0762
詹鐵牛文集十五卷詹鐵牛詩集十五卷
(耐莊草四卷于路吟二卷京遊紀一卷歎

[清]詹賢撰 清活字排印本

QSH0763 毅菴詩稿八卷 [清]成永健撰 清康熙六十年觙巖書屋刻本

QSH0764 秀埜草堂詩集六十六卷 [清]顧嗣立撰
清道光二十八年顧元凱潯州郡署
刻本

QSH0765 篔谷詩選一卷 [清]張芳湄撰
清宣統三年海鹽張氏鉛印涉園叢
刻本

QSH0766 小幔亭詩集二卷 [清]柯煜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67 朱文端公文集四卷 [清]朱軾撰
清康熙六十年山西劉鎮初刻乾隆
二年江西吳學濂續刻本

QSH0768 朱文端公文集補編四卷 [清]朱軾撰 清同治朱氏刻本

QSH0769 靜用堂偶編十卷靜用堂續編十卷 [清]塗天相撰 清康熙雍正間刻本

QSH0770 陸堂詩集十六卷 [清]陸奎勳撰 清乾隆小瀛山閣刻本

QSH0771 陸堂文集二十卷 [清]陸奎勳撰 清乾隆刻本

QSH0772
存研樓文集十六卷二編二卷(存研樓文
集卷一至卷六)

[清]儲大文撰 清乾隆九年存研樓刻本

QSH0773 存硯樓二集二十五卷 [清]儲大文撰 清乾隆十九年儲氏家刻本

QSH0774
式馨堂文集十五卷式馨堂詩前集十二
卷式馨堂詩後集八卷式馨堂詩餘偶存

[清]魯之裕撰 清康熙至乾隆間刻本

QSH0775 過亭詩存一卷 [清]吳羽翽撰
民國二十六年陽湖吳氏木活字印
敬修堂叢書本

QSH0776 樗巢詩選五卷 [清]李必恒撰 清嘉慶十四年半舫齋夏氏刻本

QSH0777 槐江詩鈔四卷 [清]程瑞祊撰 清乾隆二年賜書堂刻本

QSH0778
何端簡公集十二卷(文集八卷詩集四
卷)首一卷

[清]何世璂撰 清道光二十四年澹志堂刻本



QSH0779 朱止泉先生文集八卷 [清]朱澤澐撰 清乾隆四年顧天齋刻本

QSH0780 朱止泉先生外集五卷 [清]朱澤澐撰 民國十四年重刻本

QSH0781 滋蘭堂集十四卷(文集四卷詩集十卷) [清]沈元滄撰 清乾隆刻本

QSH0782 雲川閣集十四卷 [清]杜詔撰 清雍正九年刻本

QSH0783 居業堂詩稿三十卷 [清]李馥撰 清抄本

QSH0784 居業堂詩稿續三卷 [清]李馥撰 清抄本

QSH0785 研堂詩稿十五卷附花外散吟一卷 [清]楊維坤撰 清乾隆刻本

QSH0786
覆甕集十二卷(錢穀二卷刑名十卷)覆
甕餘集一卷

[清]張我觀撰 清雍正四年刻本

QSH0787 馬悔齋先生遺集四卷 [清]馬汝爲撰 民國八年鉛印本

QSH0788 近道齋集十卷(詩集四卷文集六卷) [清]陳萬策撰 清乾隆八年刻本

QSH0789 志寧堂稿不分卷 [清]徐文靖撰 清雍正刻乾隆年間遞刻本

QSH0790 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附行狀一卷 [清]王懋竑撰 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QSH0791 白田草堂續稿八卷 [清]王懋竑撰 稿本

QSH0792 橋水文集四卷 [清]李宏志撰 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QSH0793 後甲集二卷 [清]章大來撰 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QSH0794
堂集六十卷(詩文集五十卷補遺二卷續
集八卷)附冬録一卷

[清]黃之雋撰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QSH0795
望溪先生全集三十卷(正集十八卷集外
文十卷集外文補遺二卷)年譜二卷

[清]方苞撰 清鹹豐二年戴鈞衡刻本

QSH0796 俞寧世文集四卷 [清]俞長域撰 日本江戶活字本

QSH0797 道驛集四卷 [清]張祖年撰 清康熙刻本

QSH0798 弱水集二十二卷 [清]屈復撰 清乾隆七年賀克章刻本

QSH0799 蛻翁草堂文集二卷蛻翁詩集六卷 [清]倪蛻撰 民國三年雲南叢書本

QSH0800 合存詩抄四卷詩餘合解一卷 [清]淡亭思栢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01 居易堂文集八卷 [清]袁學謨撰 清雍正十三年刻本

QSH0802 居易堂浙中新集四卷 [清]袁學謨撰 清乾隆四年彭澤袁氏刻本

QSH0803 雙清閣詩稿八卷 [清]勵廷儀撰 清乾隆三年刻本

QSH0804 課忠堂詩鈔十七卷 [清]魏廷珍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05 宛委山人詩集十六卷 [清]劉正誼撰 清康熙至乾隆遞刻本



QSH0806 玉池生稿十一卷 [清]嶽端撰 清抄本

QSH0807 陳學士文集十八卷 [清]陳儀撰
清乾隆十八年文安陳氏蘭雪齋刻
本

QSH0808 任釣台先生遺書四卷 [清]任啟運撰 清嘉慶十五年彭氏敬修堂刻本

QSH0809
乙未亭詩集六卷畏壘山人詩集四卷畏
壘筆記四卷畏壘山人文集四卷

[清]徐昂發撰
清康熙徐氏德有鄰堂刻倫明抄補
本

QSH0810 晦村初集四卷 [清]石龐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余大堃刻本

QSH0811 環隅集十卷(卷六卷十原缺) [清]胡宗緒撰 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QSH0812 師善堂詩集十卷 [清]嵇曾筠撰 清雍正十三年刻本

QSH0813 咀蔗居詩集八卷 [清]魏嘉琬撰 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QSH0814 秋影樓詩集九卷附補遺 [清]汪繹撰
清康熙五十二年查慎行刻光緒瞿
氏補遺本

QSH0815 天鑒堂集八卷附録一卷 [清]沈近思撰 清乾隆四年仁和沈氏刻本

QSH0816
東浦草堂集十八卷(課餘文集十二卷闕
餘別集四卷文後集二卷)

[清]顧成天撰 清抄本

QSH0817 餘園詩鈔六卷 [清]繆沅撰 乾隆十年葆素堂刻本

QSH0818
恒齋文集十二卷(文集七卷詩集三卷雜
録二卷)附録一卷

[清]李文炤撰 清乾隆三年刻本

QSH0819 偶存草堂集十三卷 [清]林之蒨撰 清雍正十一年居易齋刻本

QSH0820 拙存堂文初集不分卷 [清]蔣衡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21 巳山先生文集十卷巳山先生別集四卷 [清]王步青撰 清乾隆十七年敦復堂刻本

QSH0822 集虛齋學古文十二卷 [清]方楘如撰 清乾隆十九年佩古堂刻本

QSH0823 澄懷園詩選十二卷 [清]張廷玉撰 清乾隆二年刻本

QSH0824 澄懷園載賡集六卷 [清]張廷玉撰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QSH0825 澄懷園語四卷 [清]張廷玉撰 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QSH0826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六卷 [清]張廷玉撰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QSH0827 澄懷園文存十五卷 [清]張廷玉撰 清光緒十七年張紹文刻本

QSH0828 養素堂文集不分卷 [清]黃叔琳撰 稿本

QSH0829 延緑閣集十二卷 [清]華希閔撰 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QSH0830 涵村詩集十卷 [清]秦文超撰 清光緒六年重刻民國七年補修本

QSH0831 息影齋詩鈔三卷 [清]釋律然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32
夢筆山房繭甕集八卷續編一卷附閒雲
詞一卷

[清]紀逵宜撰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QSH0833 讀孟居文集六卷 [清]蔣汾功撰
清嘉慶二十五年陽湖蔣氏十二研
齋刻本

QSH0834 若菴集五卷 [清]程庭撰 清康熙刻本

QSH0835 研雲堂詩六卷 [清]錢以塏撰 清康熙刻本

QSH0836 申椒集二卷 [清]孔傳鐸撰 清康熙四十五年刻本

QSH0837 紅蕚詞二卷 [清]孔傳鐸撰 清康熙刻本

QSH0838 朱圉山人集十二卷補遺一卷 [清]鞏建豐撰 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QSH0839 與點集一卷 [清]趙國麟撰 清刻本

QSH0840 拙菴近稿一卷 [清]趙國麟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41 恪齋詩集五卷 [清]楊文鐸撰 清康熙刻本

QSH0842 青雲洞遺書二刻六卷 [清]謝丕振撰
清乾隆二十一年李養亨刻青雲洞
遺書本

QSH0843 穆堂初稿五十卷 [清]李紱撰 清道光十一年奉國堂刻本

QSH0844 知松堂詩鈔四卷 [清]洪天桂撰 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

QSH0845 沈歸愚詩文全集七十五卷 [清]沈德潛撰 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QSH0846 荼坪詩鈔十卷 [清]徐永宣撰 清康熙刻本

QSH0847 悅軒文鈔二卷附史席閒話一卷 [清]鞠濂撰 清宣統二年海隅山館刻本

QSH0848 心孺詩選二十四卷 [清]傅仲辰撰 清雍正樹滋堂刻本

QSH0849
益戒堂自訂詩集八卷益戒堂詩後集八
卷

[清]揆敘撰 清雍正二年謙牧堂刻本

QSH0850
小山詩初稿二卷小山詩續稿四卷小山
詩後稿二卷小山詩餘四卷小山文稿八

[清]王時翔撰 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QSH0851 詠花軒詩集六卷 [清]張廷璐撰 清乾隆元年刻本

QSH0852 陳司業文集四卷陳司業詩集四卷 [清]陳祖範撰
清乾隆二十九年海虞陳氏日華堂
刻本

QSH0853
江村山人續稿四卷附補遺一卷江村山
人閏餘稿六卷

[清]劉青芝撰 清乾隆二十年刻劉氏傳家集本

QSH0854 春及堂集四卷 [清]方世舉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55 赤谷詩鈔十五卷附補遺一卷 [清]吳之珽撰 清江右陳榮芳刻本

QSH0856 新體詩偶鈔二卷 [清]姚之駰撰 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QSH0857 述本堂詩集二卷附龍沙紀略一卷 [清]方式濟撰 清乾隆二十年刻本

QSH0858 味和堂詩集六卷 [清]高其倬撰 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QSH0859 陶退菴先生集二卷首一卷 [清]陶貞一撰
清光緒七年貴池縣署刻海虞三陶
先生集本



QSH0860 陶退菴先生文稿十卷首九卷 [清]陶貞一撰 稿本

QSH0861 孟鄰堂文鈔十六卷 [清]楊椿撰 清嘉慶二十四年紅梅閣刻本

QSH0862 竹素園詩鈔八卷 [清]許廷鑅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63 麻山遺集二卷補編一卷 [清]孫學顔撰 清光緒刻民國十九年重印本

QSH0864 鄂文端公遺稿六卷 [清]鄂爾泰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葆真堂刻本

QSH0865 未篩集不分卷 [清]釋超源撰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QSH0866 曉亭詩鈔四卷 [清]塞爾赫撰 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QSH0867 賜書堂集十卷(詩稿四卷文稿六卷) [清]翁照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68 無悔齋集十五卷末一卷 [清]周京撰 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QSH0869
觀樹堂詩集合刻十五卷(古廳集四卷剡
曲集一卷郎潛集一卷叱馭集一卷白舫

[清]朱樟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70 里居雜詩一卷 [清]朱樟撰
清光緒七年刻錢塘丁氏嘉惠堂武
林掌故叢編本

QSH0871
二學亭文涘四卷硯思集六卷西圃叢辨
三十二卷

[清]田同之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72 補閒集二卷清濤詞二卷 [清]孔傳鋕撰 清康熙刻本

QSH0873
世宗憲皇帝御制文集三十卷(文二十卷
詩十卷)附總目四卷

[清]愛新覺羅胤禛撰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QSH0874 雷溪草堂詩不分卷 [清]那蘭長海撰 民國九年嘉業堂刻本

QSH0875 錫穀堂詩五卷 [清]劉師恕撰 清乾隆碧梧翠竹山房刻本

QSH0876
四焉齋全集十五卷(文集八卷詩集六卷
附梯仙閣餘課一卷)

[清]曹一士撰 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QSH0877
顧賓陽先生文集十二卷(洗桐軒文集九
卷抱桐軒文集三卷)

[清]顧陳垿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78 緑痕書屋詩稿十卷 [清]鄭方城撰 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QSH0879
緑蘿山莊詩文全集五十六卷(文集二十
四卷詩集三十二卷)

[清]胡浚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80 儉重堂詩十二卷儉重堂詩餘一卷 [清]紀邁宜撰 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QSH0881 潛夫詩鈔八卷附百花吟一卷 [清]王新銘撰 清乾隆二年刻本

QSH0882 谷艾園文稿四卷 [清]谷誠撰 清光緒刻永嘉叢書本

QSH0883 方貞觀詩集六卷 [清]方貞觀撰 清乾隆三年刻本

QSH0884 半園詩文遺稿八卷 [清]吳莊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85 豹留集不分卷 [清]吳莊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86 詠歸亭詩鈔八卷 [清]李果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87 在亭叢稿十二卷 [清]李果撰 清乾隆刻本

QSH0888 弇山詩鈔二十二卷首二卷末二卷 [清]王霖撰 清道光五年刻本

QSH0889
太古山房詩鈔二十四卷(詩鈔十六卷原
缺卷十五卷十六別集六卷原缺卷五卷

[清]汪沈琇撰 清抄本

QSH0890 玉幾山房吟卷三卷 [清]陳撰撰 清康熙刻本

QSH0891 萬卷樓剩稿不分卷 [清]顧棟高撰 稿本

QSH0892 釀蜜集四卷 [清]浦起龍撰
清光緒二十七年靜寄東軒家塾刻
本

QSH0893 三山老人不是集不分卷 [清]浦起龍撰
民國二十五年燕京大學圖書館鉛
印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本

QSH0894 醉經草堂前集二十卷附録一卷 [清]王史鑑撰 民國鈔本

QSH0895 半硯冷雲集三卷附一卷 [清]曹三才撰 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QSH0896 青瑤草堂詩集四卷 [清]吳應棻撰 清雍正刻本

QSH0897 紫幢軒詩三十二卷 [清]文昭撰 清康熙雍正間刻本

QSH0898 鹿洲初集二十卷東征集六卷 [清]藍鼎元撰 清雍正十年刻鹿洲全集本

QSH0899 交河集六卷 [清]王蘭生撰 清道光十六年大足官廨刻本

QSH0900 閒青堂詩集十卷附録一卷 [清]朱倫瀚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01 留硯堂詩選六卷 [清]張漢撰 民國三年刻雲南叢書本

QSH0902 留硯堂集三卷 [清]張漢撰 清刻本

QSH0903 棗花書屋詩集一卷 [清]朱之璣撰
清同治四年寶應朱氏刻春雨樓叢
書本

QSH0904 詩禮堂古文五卷詩禮堂雜詠三卷 [清]王又樸撰 清乾隆刻詩禮堂全集十四種本

QSH0905 善餘堂文集一卷 [清]江永撰 民國三十一年合衆圖書館抄本

QSH0906 少司寇公安餘齋遺詩不分卷 [清]來保撰 清抄本

QSH0907
斫桂山房詩存六卷抱珠軒詩存六卷一
瓢齋詩存六卷

[清]薛雪撰 清乾隆掃葉村莊刻本

QSH0908 西圃草堂詩集四卷 [清]嚴禹沛撰 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QSH0909 知稼軒詩九卷 [清]王泰甡撰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QSH0910 王石和文九卷 [清]王珻撰 清乾隆六年江西重刻本

QSH0911
秋水詩鈔十七卷秋水詩鈔續集四卷附
二卷

[清]程鑾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12 敦古堂擬古雜文三卷 [清]李舜臣撰 清乾隆敦古堂刻本

QSH0913 向惕齋先生集八卷 [清]向璿撰
民國十二年吳興劉氏刻留餘草堂
叢書本



QSH0914 二希堂文集十一卷首一卷 [清]蔡世遠撰 清雍正十年刻本

QSH0915 賜錦堂集十卷 [清]王葉滋撰 清嘉慶十九年重刻本

QSH0916 積山先生遺集十卷 [清]汪惟憲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重刻本

QSH0917 樓山詩集六卷 [清]王恕撰 清乾隆三十四年垂經堂刻本

QSH0918 筠谷詩鈔六卷別集一卷 [清]鄭江撰 清乾隆書帶草堂刻本

QSH0919 陶晚聞先生集十卷補録一卷 [清]陶正靖撰 清光緒七年刻海虞三陶先生集本

QSH0920 貞一齋集十卷附續集一卷詩説一卷 [清]李重華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21 離垢集五卷 [清]華嵒撰 清道光十五年慎餘堂刻本

QSH0922 陶人心語六卷 [清]唐英撰 清乾隆三十七年古柏堂重刻本

QSH0923 六峰閣詩稿四卷 [清]朱稻孫撰 清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QSH0924 六峰閣詩稿六卷 [清]朱稻孫撰 稿本

QSH0925 六峰閣詩稿一卷 [清]朱稻孫撰 稿本

QSH0926 雙薇園集五卷 [清]丁有煜撰 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QSH0927 雙薇園續集一卷 [清]丁有煜撰 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QSH0928 無逸集六卷首一卷 [清]靳之隆撰 清道光十年靳逢宸忠恕堂刻本

QSH0929
東山草堂詩集八卷東山草堂詩集續編
一卷

[清]邱嘉穗撰 清光緒八年漢陽邱氏重刻本

QSH0930 東山草堂文集二十卷首一卷 [清]邱嘉穗撰 清康熙刻本

QSH0931 江聲草堂詩集八卷 [清]金志章撰 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QSH0932 蕉園恬齋集七卷 [清]熊國均撰 清乾隆九年熊氏樹松園刻本

QSH0933 孺廬全集十四卷 [清]萬承蒼撰 清道光三年刻本

QSH0934
文穆公遺文二卷文穆公奏疏一卷文穆
公遺詩一卷

[清]徐本撰 清光緒刻誦芬詠烈編本

QSH0935 南阜山人詩集類稿七卷 [清]高鳳翰撰 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QSH0936 南阜山人斅文存稿十五卷 [清]高鳳翰撰 清抄本

QSH0937 孫文定公全集十二卷首南遊記一卷 [清]孫嘉淦撰 清嘉慶十年敦和堂刻本

QSH0938 幻花菴詞鈔八卷 [清]張梁撰 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QSH0939 思無邪齋集二十卷 [清]何夢篆撰 清刻本

QSH0940 刪後文集十六卷刪後詩存十卷 [清]陳梓撰 清嘉慶二十年重刻本



QSH0941 秋江集六卷 [清]黃任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42 崇雅堂稿八卷 [清]王植撰 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QSH0943 非水舟遺集二卷 [清]梁錫珩撰 清乾隆六年定陽梁氏劍虹齋刻本

QSH0944 質菴文集五卷 [清]李漋撰 清乾隆十二年好音書屋刻本

QSH0945 受宜堂集四十卷 [清]納蘭常安撰 清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六年自刻本

QSH0946 甘莊恪公全集十六卷 [清]甘汝來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賜福堂刻本

QSH0947 休休吟五卷 [清]莊歆撰 清嘉慶九年長洲莊氏刻本

QSH0948 柳南文鈔六卷柳南詩鈔十卷 [清]王應奎撰 清乾隆間虞山王氏刻本

QSH0949 求志山房文稿六卷年譜一卷 [清]胡具慶撰 民國九年鄭州宋庚蔭鉛印本

QSH0950 靜廉堂文鈔一卷靜廉堂詩鈔六卷 [清]顧琮撰 清雍正刻本

QSH0951 德蔭堂集十六卷年譜一卷 [清]阿克敦撰 清嘉慶二十一年那彥成重刻本

QSH0952 強恕齋詩鈔四卷強恕齋文鈔五卷 [清]張庚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53 敬亭詩草八卷 [清]沈起元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54 敬亭文稿八卷 [清]沈起元撰 清學易堂刻本

QSH0955 亦廬詩三十卷 [清]湯斯祚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56 宗丞公遺文二卷 [清]徐杞撰 清光緒刻誦芬詠烈編本

QSH0957 南園詩文鈔十一卷 [清]李紘撰
清嘉慶二十五年臨川李氏容軒刻
本

QSH0958 定性齋集六卷 [清]劉自潔撰 清乾隆十年刻本

QSH0959 繭屋詩草六卷繭屋文存二卷 [清]範從律撰
清光緒十二年甬上範氏刻雙雲堂
傳集本

QSH0960 六湖先生遺集十二卷 [清]張文瑞撰 清乾隆九年刻本

QSH0961
秋水堂遺集十二卷(文集六卷詩集六
卷)秋水堂餘集二卷(文一卷詩一卷)

[清]莊亨陽撰 清光緒十五年莊氏刻本

QSH0962 嶽容齋詩集四卷 [清]嶽鍾琪撰 清道光孫氏刻古棠書屋叢書本

QSH0963 雪村編年詩賸十二卷 [清]戴瀚撰
民國初年上元蔣氏慎修書屋排印
金陵叢書本

QSH0964 睫巢集六卷 [清]李鍇撰 清乾隆六年刻本

QSH0965 睫巢後集一卷 [清]李鍇撰 清乾隆十年刻本

QSH0966
玉華集八卷(時藝一卷雜著一卷近體五
卷詩餘一卷)

[清]趙弘恩撰 清雍正十二年劍水趙氏刻本

QSH0967 巢林集四卷 [清]汪士慎撰 清乾隆九年富谿汪氏刻本



QSH0968 力本文集十三卷 [清]馬榮祖撰 清乾隆十七年馬氏石蓮堂刻本

QSH0969
半野居士集十二卷半野居士焚餘集一
卷附西征記一卷

[清]毛振翧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70 小山詩鈔十一卷 [清]鄒一桂撰 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QSH0971 眺秋樓詩八卷 [清]高岑撰 清乾隆二十二年高氏十研居刻本

QSH0972 簬村詩全集四十四卷 [清]邱上峰撰 清乾隆寸耕堂刻本

QSH0973 癭暈山房詩刪十三卷附續編一卷 [清]羅天尺撰
清乾隆二十五年石湖刻三十一年
續刻本

QSH0974
香樹齋詩集十八卷香樹齋詩續集三十
六卷香樹齋文集二十八卷香樹齋文集

[清]錢陳群撰 清乾隆刻同治光緒間遞修本

QSH0975 月巖集五卷 [清]周禮撰 清乾隆九年蔡溪刻本

QSH0976 思齋存草四卷 [清]鄭愛貴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77 冬心先生集四卷 [清]金農撰 清雍正十一年廣陵般若庵刻本

QSH0978
冬心先生續集二卷附補遺續補遺冬心
先生三體詩一卷冬心先生甲戌近詩一

[清]金農撰 清平江貝氏千墨庵抄本

QSH0979 癭瓢山人蛟湖詩鈔四卷 [清]黃慎撰 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QSH0980 靜寧堂詩集不分卷 [清]朱定元撰 清乾隆六年刻本

QSH0981 雲溪文集五卷首一卷 [清]儲掌文撰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QSH0982 復初集賸稿一卷 [清]王璣撰 清鹹豐四年刻秀水王氏家藏集本

QSH0983 酌古軒詩集三十卷 [清]吳其琰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84
浣松軒詩集十二卷(賦稿一卷編年詩六
卷分體詩五卷)首一卷

[清]顧我錡撰 清嘉慶五年刻本

QSH0985
南華山人詩鈔十六卷首賜詩賡和集六
卷賦一卷

[清]張鵬翀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86 果堂集十二卷 [清]沈彤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87 春鳧小稿十二卷 [清]符曾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88 霜柯餘響集一卷 [清]符曾撰 民國二十三年百爵齋叢刊石印本

QSH0989 沙河逸老小稿六卷嶰谷詞一卷 [清]馬曰琯撰 清鹹豐元年粵雅堂叢書本

QSH0990
蘭雪堂詩文集十四卷(詩集十一卷文集
二卷閒情率筆一卷)

[清]嶽禮撰 清嘉慶刻本

QSH0991 鋤經餘草十六卷鋤經續草四卷 [清]王文清撰 民國三十年刻本

QSH0992 野航詩鈔二卷 [清]嚴仙藜撰 清道光十三年刻本

QSH0993 容安齋詩集八卷 [清]汪應銓撰 清刻本

QSH0994 愛日堂吟稿十三卷附稿二卷 [清]趙昱撰 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QSH0995 葵園詩集四卷 [清]陳惪榮撰 清乾隆刻本

QSH0996
慕陵詩稿二卷補遺一卷附陳松齡大巖
賸草一卷

[清]陳榮傑撰 清嘉慶八年刻本

QSH0997 謝梅莊先生遺集八卷附西北域記一卷 [清]謝濟世撰 清光緒三十四年排印本

QSH0998 蔭松堂詩集八卷蘭谷草堂稿不分卷 [清]龍爲霖撰 清道光五年寶奎閣重刻本

QSH0999 餘集二卷附一卷 [清]楊廷璋撰 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QSH1000 介石堂詩集十卷介石堂文集十卷 [清]郭起元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01 淛存愚二卷 [清]李清植撰 清光緒十八年浙江書局刻本

QSH1002 道腴堂詩編三十卷 [清]鮑鉁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03 道腴堂詩續六卷 [清]鮑鉁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04 使蜀集一卷 [清]陳士璠撰 民國四年陳毓楠鉛印本

QSH1005 慶芝堂詩集十八卷 [清]戴亨撰 清道光十五年荊道復刻本

QSH1006
雅雨堂詩集二卷雅雨堂文集四卷雅雨
山人出塞集一卷

[清]盧見曾撰 清道光二十年盧樞清雅堂刻本

QSH1007 東山草堂集六卷 [清]潘安禮撰 清乾隆四年刻本

QSH1008 芙航詩襭二十九卷 [清]楊士凝撰
清康熙六十一年刻乾隆四十一年
增修本

QSH1009 得天居士集六編 [清]張照撰 清道光張祥河刻本

QSH1010 洗桐居士集八卷(詩四卷文四卷) [清]王瑋撰 清乾隆太平趙氏刻本

QSH1011 健餘先生文集十卷 [清]尹會一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12 健餘先生詩草三卷附聯句詩 [清]尹會一撰 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QSH1013 健餘先生別集四卷 [清]尹會一撰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QSH1014 青溪文集十二卷青溪文集續編八卷 [清]程廷祚撰 清道光十七十八年東山草堂刻本

QSH1015 小蘭陔詩集八卷 [清]謝道承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QSH1016 秋塍文鈔十二卷 [清]魯曾煜撰 清乾隆九年鳴野山房刻本

QSH1017 緑雲堂詩集五卷附塞外封藩草一卷 [清]塞爾登撰 清乾隆十年刻本

QSH1018 寒香閣詩集四卷 [清]鄧鍾嶽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19 晚香堂詩六卷 [清]徐廷棟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20 瓦缶集三卷永懷集一卷 [清]李宗渭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QSH1021
楚蒙山房集二十五卷(文二十卷詩五
卷)

[清]晏斯盛撰 清乾隆十年新喻晏氏刻本



QSH1022 環石齋詩集八卷 [清]趙知希撰 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QSH1023 長嘯齋詩集一卷附孫仝郊孫仝庶詩集 [清]孫穀撰 清刻本

QSH1024 小蓬亭詩草六卷 [清]陳學典撰 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QSH1025
樊榭山房集三十九卷(詩集十卷續集十
卷文集八卷集外詩四卷集外詞五卷集

[清]厲鶚撰
民國上海涵芬樓影印清光緒十年
振綺堂刊本

QSH1026 雙池文集十卷 [清]汪紱撰 清道光十四年一經堂刻本

QSH1027 松泉詩集二十六卷松泉文集二十二卷 [清]汪由敦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28 內心齋詩稿十一卷 [清]陳法撰 清道光九年陳氏家刻本

QSH1029 定齋先生猶存集八卷 [清]陳法撰 清道光十六年陳氏家刻本

QSH1030 屏山草堂稿八卷 [清]應麟撰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QSH1031
澄秋閣集十二卷(一集四卷二集四卷三
集四卷)

[清]閔華撰 清乾隆十七年江都閔氏刻本

QSH1032 墨麟詩卷十二卷 [清]馬維翰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33 蔗塘未定稿九卷蔗塘外集八卷 [清]查爲仁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34
固哉草亭集七卷(文集二卷補遺一卷詩
集四卷)

[清]高斌撰 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QSH1035 板橋集七卷 [清]鄭燮撰 清清暉書屋刻本

QSH1036 六有軒集八卷 [清]任瑗撰 清嘉慶道光淮安阮氏抄本

QSH1037 夕陽書屋詩初編四卷 [清]程盛修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QSH1038 華陽散稿二卷 [清]史震林撰 清乾隆年刻本

QSH1039 不負草堂詩集六卷 [清]六慶元撰 民國十六年鉛印本

QSH1040 清漣文鈔十二卷 [清]于振撰 清道光十九年澧陽黃培慶刻本

QSH1041 八瓊樓詩集九卷 [清]金昌世撰 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QSH1042 青門小稿一卷 [清]汪顒撰 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QSH1043 蔗尾詩集十五卷 [清]鄭方坤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44 王艮齋詩集十卷王艮齋文集四卷 [清]王峻撰 清乾隆十八年長洲蔣氏刻本

QSH1045 補瓢存稿六卷 [清]韓騏撰 清乾隆二十三年南蔭書屋刻本

QSH1046 王文肅公遺文一卷補遺一卷 [清]王安國撰
民國十四年上虞羅氏鉛印高郵王
氏遺書本

QSH1047 薜帷文鈔十四卷 [清]吳龍見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48 西垣集二十卷西垣次集八卷 [清]保培基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49 海珊詩鈔十一卷補遺二卷 [清]嚴遂成撰 清乾隆二十二年驥溪世綸堂刻本

QSH1050 梅花樓詩草一卷 [清]李方膺撰
清鹹豐間王藻刻崇川各家詩鈔彚
存本

QSH1051 南香草堂詩集四卷 [清]梁啟心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52 南齋集六卷附詞二卷 [清]馬曰璐撰 清鹹豐元年刻粵雅堂叢書本

QSH1053 硯林詩集四卷 [清]丁敬撰
清同治十年錢塘丁氏當歸草堂刻
西泠五布衣遺著本

QSH1054 柏巖詩集十二卷首一卷 [清]呂宣曾撰 清乾隆五十年望柏堂刻本

QSH1055 生香書屋文集四卷 [清]陳浩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56 生香書屋詩集七卷 [清]陳浩撰 清道光刻本

QSH1057
排山小集八卷附遺詩鈔一卷青岑遺稿
一卷排山續集十二卷

[清]朱楓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58
弢甫詩初集十四卷弢甫詩續集二十卷
弢甫文集三十卷弢甫五嶽集二十卷

[清]桑調元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59 懷古堂偶存文稿四卷 [清]宋在詩撰 清乾隆三十年刻本

QSH1060 懷古堂偶存詩稿二卷 [清]宋在詩撰 清乾隆三十年刻本

QSH1061 陳石閭詩三十卷附録一卷 [清]陳景元撰 民國十七年懷德榮文祚刻本

QSH1062 柳漁詩鈔十二卷 [清]張湄撰 清乾隆聖雨齋刻本

QSH1063 欽訓堂文存二卷 [清]弘晉撰 清乾隆九年永璥抄本

QSH1064
尋古齋集六卷(文集四卷詩集二卷)附
留情編一卷

[清]李繼聖撰 清乾隆十八年尋古齋刻本

QSH1065
石笥山房集二十三卷(文集六卷補遺一
卷詩集十一卷詩餘一卷詩集補遺二卷

[清]胡天遊撰 清鹹豐二年刻本

QSH1066 賜書堂詩鈔八卷 [清]周長發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67 尹文端公詩集十卷 [清]尹繼善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68
培遠堂偶存稿五十八卷(文檄四十八卷
文稿十卷)補編一卷(文檄卷一至卷二

[清]陳宏謀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69 培遠堂偶存稿五十八卷補編一卷 [清]陳宏謀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70
道古堂文集四十八卷道古堂詩集二十
六卷道古堂集外文一卷道古堂集外詩

[清]杭世駿撰
清乾隆四十一年刻光緒十四年汪
曾唯增修本

QSH1071 孟晉齋詩集二十四卷 [清]陳章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72 松華堂集四十六卷 [清]方學成撰 清乾隆松華堂刻本

QSH1073
靜遠齋詩集十卷春和堂詩集一卷奉使
紀行詩一卷奉使行紀一卷

[清]允禮撰 清雍正刻本

QSH1074 自得園文鈔不分卷 [清]允禮撰 清刻本

QSH1075 史復齋文集四卷 [清]史調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76 松崖文鈔二卷 [清]惠棟撰 清光緒劉氏刻聚學軒叢書本

QSH1077 香雪文鈔十二卷 [清]曹學詩撰 清乾隆十年歙縣曹氏刻本

QSH1078 經笥堂文鈔二卷 [清]雷鋐撰
清嘉慶十六年寧化伊氏秋水園刻
本

QSH1079 矢音集十卷 [清]梁詩正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80 緑溪詩鈔二卷 [清]祝維誥撰 清道光二十四年淳雅堂刻本

QSH1081 竹巖詩草二卷 [清]邊中寶撰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QSH1082
樗莊文稿十卷樗莊詩稿二卷樗莊尺牘
一卷

[清]沈維材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83 海峰文集八卷海峰詩集十一卷 [清]劉大櫆撰 清刻本

QSH1084 南莊類稿八卷 [清]黃永年撰 清乾隆集思堂刻本

QSH1085
白雲詩鈔二卷奉使集一卷靜子日記一
卷

[清]黃永年撰 清乾隆集思堂刻本

QSH1086 寄素堂詩稿二卷寄素堂雜著二卷 [清]李永標撰 清道光二十五年莒陽官廨刻本

QSH1087 述本堂詩集八卷 [清]方觀承撰 清乾隆十九年桐城方氏刻本

QSH1088
述本堂詩續集五卷(薇香集一卷燕香集
二卷燕香二集二卷)

[清]方觀承撰 清嘉慶十四年刻本

QSH1089 十憶詩一卷 [清]吳玉撰
民國四年上虞羅氏鉛印雪堂叢刻
本

QSH1090 半舫齋編年詩二十卷 [清]夏之蓉撰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QSH1091 半舫齋古文八卷 [清]夏之蓉撰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QSH1092 迂齋學古編四卷 [清]法坤宏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海上廬刻本

QSH1093 慈壽堂文鈔八卷 [清]沈樹德撰
民國五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吳興
叢書本

QSH1094 看山閣集五十六卷 [清]黃圖珌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95 雪杖山人詩集八卷 [清]鄭炎撰 清嘉慶六年秀水鄭氏刻本

QSH1096 靜便齋集十卷 [清]王曾祥撰 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QSH1097 安舟遺稿二卷附録一卷 [清]蘇珥撰
清嘉慶十九年種德堂刻安舟雜鈔
附刻本

QSH1098
吹萬閣集六卷遺集一卷二如菴詞鈔一
卷吹萬閣文鈔六卷緩堂文鈔四卷緩堂

[清]顧詒祿撰 清乾隆刻本

QSH1099 存吾春軒集十卷附録一卷 [清]周大樞撰 清光緒十八年補刻本

QSH1100
望奎樓古文集四卷四書制義文一卷望
奎樓詩集四卷

[清]丁愷曾撰
民國二十四年青島趙永厚堂鉛印
望奎樓遺稿本

QSH1101 字雲巢詩鈔一卷 [清]盛大謨撰
清同治五年武寧盛氏磊思巢刻三
盛詩鈔本

QSH1102 字雲巢文稿二十卷 [清]盛大謨撰 清同治二年課花別館重刻本



QSH1103 向北堂集十八卷 [清]傅涵撰 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QSH1104 嶺南林睡廬詩選二卷 [清]林良銓撰 清乾隆二十年詠春堂刻本

QSH1105 虹玉堂文集十八卷 [清]鄭相如撰 清道光十三年鄭維屏刻本

QSH1106 白鶴堂稿不分卷 [清]彭端淑撰 清刻本

QSH1107 海桐書屋詩鈔八卷 [清]嶽夢淵撰 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QSH1108 雪聲軒詩集十五卷 [清]高綱撰 清雍正十一年刻清增刻本

QSH1109 産鶴亭詩十卷 [清]曹庭棟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10 隨園詩草八卷附禪家公案頌一卷 [清]邊連寶撰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QSH1111
學福齋集二十卷學福齋詩集三十七卷
首一卷

[清]沈大成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QSH1112 春及堂詩集四十三卷 [清]倪國璉撰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QSH1113 在原詩集南遊草二卷 [清]孫諤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14
紫竹山房文集二十卷紫竹山房詩集十
二卷

[清]陳兆崙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15
澂潭山房古文存稿四卷澂潭山房詩集
十七卷

[清]程襄龍撰 清嘉慶二年歙縣程氏刻本

QSH1116
岣嶁仿古一卷岣嶁刪餘詩草一卷岣嶁
刪餘文草一卷岣嶁雜著一卷

[清]曠敏本撰
清乾隆定性山房刻嘉慶十六年增
修本

QSH1117 岣嶁時藝一卷 [清]曠敏本撰 清乾隆舜洞山房刻本

QSH1118 文木山房集四卷 [清]吳敬梓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19 詩存四卷 [清]金德瑛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如心堂刻本

QSH1120 玉山詩鈔四卷玉山文鈔四卷附刻一卷 [清]項樟撰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QSH1121 斯馨堂古文初集二卷斯馨堂詩集二卷 [清]劉暐澤撰 清光緒五年映藜書屋重刻本

QSH1122 傳硯齋詩質四卷附詩餘一卷 [清]王朝恩撰 清嘉慶十七年刻本

QSH1123 東遊紀略二卷 [清]張體乾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24 汾沁紀遊不分卷 [清]張體乾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25 四知堂文集三十六卷 [清]楊錫紱撰 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QSH1126 質園詩集三十二卷 [清]商盤撰 清乾隆斟雉山房刻本

QSH1127 十翠集十卷 [清]商盤撰 清抄本

QSH1128 芝庭先生集十八卷附録一卷 [清]彭啟豐撰 清光緒二年重刻本

QSH1129
內省堂全集十四卷(內省堂全集四卷續
六卷三續四卷)

[清]燕申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30 舊雨齋集八卷 [清]施安撰 清乾隆十八年錢塘施氏刻本

QSH1131 松坪詩草十二卷 [清]呂守曾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32 陳文肅公遺集二卷 [清]陳大受撰 清光緒十六年素園刻本

QSH1133 雲逗樓集不分卷 [清]楊度汪撰 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QSH1134 緩堂詩鈔十五卷 [清]阮學浩撰 稿本

QSH1135 味經窩就正稿一卷 [清]秦蕙田撰 清刻本

QSH1136 援鶉堂詩集七卷援鶉堂文集六卷 [清]姚範撰 清嘉慶刻援鶉堂遺集本

QSH1137 捫心齋集四卷 [清]康載撰 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QSH1138 隱拙齋集五十卷隱拙齋續集五卷 [清]沈廷芳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39
臨江鄉人詩四卷臨江鄉人集十遺一卷
附一卷

[清]吳穎芳撰
清同治光緒錢塘丁氏當歸草堂刻
西泠五布衣遺著本

QSH1140 靜廉齋詩集二十四卷 [清]金甡撰 清嘉慶二十五年姚祖恩刻本

QSH1141 雙樹軒詩初稿十二卷 [清]儲麟趾撰 清木活字印本

QSH1142
小獨秀齋詩二卷補遺一卷附録一卷窺
園吟稿二卷附江上吟一卷劎溪文略一

[清]喬億撰 清刻本

QSH1143 南村冬餘集詩鈔十卷 [清]喬承頤撰 清乾隆二十四年瑞草堂刻本

QSH1144 劍虹齋集十二卷 [清]梁濬撰 清乾隆三十六年梁氏一畝園刻本

QSH1145 任勇烈公遺集一卷 [清]任舉撰 清嘉慶九年兩湖書屋刻本

QSH1146
翊翊齋遺書四卷(筆記二卷文鈔一卷詩
鈔一卷)附録一卷

[清]馬翮飛撰 清道光十八年刻本

QSH1147 寶綸堂文鈔八卷寶綸堂詩鈔六卷 [清]齊召南撰 清嘉慶刻本

QSH1148 寶綸堂續集十一卷 [清]齊召南撰 清揅古齋刻本

QSH1149 寶綸堂外集十二卷 [清]齊召南撰 清宣統三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QSH1150 畏齋文集四卷 [清]龔元玠撰 清乾隆韓山龍湖書院刻本

QSH1151 雙栢廬集六卷 [清]胡定撰 清乾隆二十八年清遠堂刻本

QSH1152 槐塘詩稿十六卷槐塘文稿四卷 [清]汪沆撰 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QSH1153 東莊遺集四卷 [清]陳黃中撰 清乾隆大樹齋刻本

QSH1154 巢林詩鈔四卷 [清]龔煒撰 清蓼懷閣刻本

QSH1155 小安樂窩詩鈔十五卷 [清]姚孔鋠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56 卓山詩集十六卷 [清]帥家相撰 清嘉慶二年奉新帥氏賜書堂刻本



QSH1157 鮚埼亭詩集十卷 [清]全祖望撰 清抄本

QSH1158 鮚埼亭集三十八卷首一卷 [清]全祖望撰 清嘉慶九年史夢蛟刻本

QSH1159 鮚埼亭集外編五十卷 [清]全祖望撰 清嘉慶十六年刻本

QSH1160 句餘土音三卷 [清]全祖望撰 清刻本

QSH1161 全謝山先生遺詩不分卷 [清]全祖望撰
清光緒廣州端溪書院刻端溪叢書
本

QSH1162 浣玉軒集四卷 [清]夏敬渠撰 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QSH1163 最樂堂文集六卷 [清]喬光烈撰 清乾隆上海喬氏刻本

QSH1164 經餘集六卷 [清]劉紹攽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65 九畹古文十卷 [清]劉紹攽撰 清乾隆八年傳經堂刻本

QSH1166 九畹續集二卷 [清]劉紹攽撰 清乾隆傳經堂刻本

QSH1167 釋耒集四卷 [清]施元孚撰 清光緒四年永嘉梅師古齋刻本

QSH1168 空山堂文集十二卷空山堂詩集六卷 [清]牛運震撰 清嘉慶刻空山堂全集九種本

QSH1169 丁辛老屋集二十卷 [清]王又曾撰 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QSH1170 樸庭詩稿十卷 [清]吳爚文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71 松泉詩集六卷 [清]江昱撰 清乾隆二十六年小東軒刻本

QSH1172
漱芳居詩鈔三十二卷附歙遊草一卷黃
遊草一卷白遊草一卷

[清]趙青藜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73 漱芳居文鈔八卷漱芳居文鈔二集八卷 [清]趙青藜撰
清乾隆嘉慶間涇縣趙氏漱芳居刻
本

QSH1174 笏山詩集十卷 [清]申甫撰 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QSH1175 滋樹堂文集四卷附崇祀録一卷 [清]孫景烈撰 清道光十一年酉麓山房刻本

QSH1176 柏香書屋詩鈔二十四卷 [清]張鳳孫撰 清道光二十年廣州簡書齋刻本

QSH1177 柳圃先生文集六卷柳圃先生別集四卷 [清]錢廷文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78 野客齋詩集八卷 [清]毛曙撰
清乾隆二十二年刻四十一年續刻
本

QSH1179 垤進齋詩集殘存二卷 [清]金文淳撰 清抄本

QSH1180 清風草堂詩鈔八卷 [清]余峥撰 清道光四年廣東康簡書齋刻本

QSH1181 十笏齋詩八卷 [清]沈世楓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82 平菴詩集十二卷 [清]黃世成撰 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QSH1183 凝齋先生遺集十卷末一卷 [清]陳道撰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QSH1184 棄餘詩草二卷 [清]查景撰 清乾隆五十七年懷日堂刻本

QSH1185
上湖紀歲詩編四卷上湖詩紀續編一卷
上湖分類文編十卷上湖文編補鈔二卷

[清]汪師韓撰
清光緒十二年錢塘汪氏刻叢睦汪
氏遺書本

QSH1186 南垞詩鈔八卷 [清]張秉彜撰 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QSH1187 夢堂詩稿十五卷 [清]英廉撰 清乾隆延福等刻本

QSH1188
緝齋詩稿八卷首一卷緝齋文集八卷首
一卷附録二卷

[清]蔡新撰 清嘉慶刻本

QSH1189 大崑嵛山人稿四卷 [清]單烺撰 清嘉慶三年單氏鑒古堂刻本

QSH1190 依光集八卷 [清]曹秀先撰 清乾隆緑陰堂刻本

QSH1191 栘晴堂四六二卷續編一卷 [清]曹秀先撰 清刻本

QSH1192 賜書堂稿(存卷上) [清]曹秀先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93 蔗畦詩稿二卷 [清]江恂撰 清乾隆刻本

QSH1194 嘯村近體詩選三卷 [清]李葂撰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刻本

QSH1195
海門詩鈔十二卷(詩鈔八卷外集四卷)
附外集補録一卷附録一卷

[清]鮑臯撰
清光緒三十三年鮑氏刻宣統三年
續刻本

QSH1196 海門二集十卷海門三集六卷 [清]鮑臯撰 稿本

QSH1197 壽藤齋詩集三十五卷 [清]鮑倚雲撰 清嘉慶十三年刻本

QSH1198 絳跗閣詩稿十一卷 [清]諸錦撰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QSH1199
連理山人詩鈔十七卷(金石集四卷江淮
集三卷京華集二卷關河集五卷瀟灑集

[清]方正瑗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00 水南先生遺集六卷 [清]程嗣立撰 清嘉慶二十一年汪敬刻本

QSH1201 蓮峰文選二卷蓮峰詩選二卷 [清]閻廷玠撰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QSH1202 九宮山人詩選二卷 [清]閻介年撰 清刻本

QSH1203 寄閒堂詩集八卷 [清]明德撰 清嘉慶十三年彊恕堂刻本

QSH1204
樸廬詩稿一卷附毛孺人詩題畫詩鈔一
卷林屋詩餘一卷論畫正則一卷

[清]王愫撰 清乾隆三十二年愛日堂刻本

QSH1205
鷇音集四卷首一卷附遣興集一卷逸詩
百聯一卷

[清]黃正維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06
蘀石齋詩集五十卷蘀石齋文集二十六
卷

[清]錢載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07
十誦齋集六卷(詩四卷雜文一卷詞一
卷)

[清]周天度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08 玉鎮山房近體賸稿一卷 [清]吳一嵩撰 清道光八年刻本

QSH1209 説學齋詩十二卷説學齋詩續録十二卷 [清]葉鳳毛撰 稿本

QSH1210 騃園詩集一卷 [清]彭齡撰 清乾隆元年黃州府學刻本



QSH1211 東潛文稿二卷 [清]趙一清撰 清乾隆五十九年小山堂刻本

QSH1212 噉蔗全集十六卷(文集八卷詩集八卷) [清]張羲年撰 清光緒十九年上海著易堂鉛印本

QSH1213 澄碧齋詩鈔十二卷澄碧齋別集四卷 [清]錢琦撰
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湖墅錢氏家集
本

QSH1214 螢窗草集八卷 [清]朱瑤撰 清乾隆五十三年玉衡堂刻本

QSH1215 愛廬詩集十四卷首一卷 [清]甘禾撰 清嘉慶四年詠蘭齋刻本

QSH1216 舊雨草堂詩八卷附詩餘一卷 [清]董元度撰 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

QSH1217 蘭藻堂集十二卷 [清]舒瞻撰 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QSH1218 後山詩集四卷 [清]任陳晉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19 梅溪先生遺集不分卷 [清]高繼祖撰 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QSH1220 管蠡集四卷 [清]朱之承撰 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QSH1221 謙受堂集十五卷 [清]邵大業撰 清嘉慶二年刻本

QSH1222 文靖先生詩鈔十三卷 [清]孫世儀撰 清道光六年寶晉堂刻本

QSH1223 網師吟草八卷首一卷 [清]宋宗元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尚絅堂刻本

QSH1224 補亭先生遺稿不分卷 [清]觀保撰 稿本

QSH1225 春星草堂詩稿八卷 [清]吳熙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QSH1226 筠園稿三卷筠園刪稿三卷谿音十卷 [清]朱仕玠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27 冬隰吟一卷 [清]許道基撰 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QSH1228 粵吟一卷 [清]許道基撰 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QSH1229 靡至吟一卷 [清]許道基撰 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QSH1230 夢墨堂稿十六卷夢墨堂續稿一卷 [清]塗錫盛撰 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QSH1231 紫瓊巖詩鈔三卷 [清]愛新覺羅允禧撰 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QSH1232 紫瓊巖詩鈔續刻一卷 [清]愛新覺羅允禧撰 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QSH1233 虛大師遺集三卷 [清]釋明中撰 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QSH1234
黃竹山房詩鈔六卷黃竹山房詩鈔補一
卷附田盤紀遊一卷

[清]金玉岡撰 民國二十一至二十三年刻本

QSH1235
繩庵內外集二十四卷(內集十六卷外集
八卷)

[清]劉綸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用拙堂刻本

QSH1236 偶然吟四卷 [清]尹嘉銓撰 清乾隆六有齋刻本

QSH1237 隨五草十卷 [清]尹嘉銓撰 清乾隆日宣齋刻本



QSH1238 錫慶堂詩集八卷 [清]嵇璜撰 清鹹豐九年刻本

QSH1239 誤菴詩稿三卷 [清]卓奇圖撰 清抄本

QSH1240
御制詩初集四十四卷御制詩二集九十
卷御制詩三集一百卷御制詩四集一百

[清]愛新覺羅弘曆撰 清乾隆嘉慶武英殿刻本

QSH1241
御制文初集三十卷御制文二集四十四
卷御制文三集十六卷御制文餘集二卷

[清]愛新覺羅弘曆撰 清乾隆嘉慶武英殿刻本

QSH1242 樂善堂全集四十卷 [清]愛新覺羅弘曆撰 清乾隆二年內府刻本

QSH1243 寶閑堂集六卷響山詞四卷 [清]張四科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44 戢思堂詩鈔二卷 [清]李宏撰 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QSH1245 春柳堂詩稿不分卷 [清]張宜泉撰 清光緒十五年刻本

QSH1246 石琴室稿不分卷 [清]愛新覺羅弘曣撰 清道光刻本

QSH1247 稽古齋全集八卷 [清]愛新覺羅弘晝撰 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QSH1248
裘文達公文集六卷補遺一卷裘文達公
詩集十八卷

[清]裘曰修撰 清嘉慶七年刻本

QSH1249
蕙櫋小草二卷過庭集一卷鉢香行草一
卷嶺南雜詠二卷雨亭賦抄一卷澶州吟

[清]吳龍光撰 清抄本

QSH1250 雲塘文集十二卷 [清]程景伊撰
清乾隆四十八年武進程氏活字印
本

QSH1251 月舫詩鈔五卷 [清]蕭鍾偉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52 石門山人詩稿一卷 [清]孔廣棨撰 稿本

QSH1253 月山詩集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恒仁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54 李石亭詩集十卷李石亭文集六卷 [清]李化楠撰 清道光二年刻本

QSH1255 白蒓詩集十六卷 [清]張開東撰
清乾隆五十四年張兆騫棗存園刻
本

QSH1256 勉堂詩集不分卷 [清]湯擴祖撰 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QSH1257 賈稻孫集四卷 [清]賈田祖撰 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QSH1258 林青山先生文集十三卷附録一卷 [清]林愈蕃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敬義堂刻本

QSH1259
素餘堂集三十四卷(經進詩二十三卷經
進文六卷古今體詩五卷)

[清]于敏中撰 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QSH1260 海山存稿二十卷 [清]周煌撰 清乾隆五十八年金陵文炳齋刻本

QSH1261 祇平居士集三十卷 [清]王元啟撰 清嘉慶十七年王尚繩恭壽堂刻本

QSH1262 思樹軒詩稿四卷 [清]李棠撰 清道光十三年河南府署刻本

QSH1263 劉廣文集十九卷 [清]劉肇虞撰 清刻本

QSH1264 自怡集不分卷 [清]李自新撰 清抄本



QSH1265 日山文集四卷 [清]許新堂撰 清光緒十四年鉛印本

QSH1266 雪莊文集六卷雪莊文集續編四卷 [清]鄧作梅撰
清乾隆四十四年刻五十一年謝鳴
鑾續刻本

QSH1267 鏤冰詩鈔六卷 [清]單鈺撰 清嘉慶五年河間紀氏刻本

QSH1268
梅崖居士文集三十卷首一卷梅崖居士
外集八卷

[清]朱仕琇撰 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QSH1269
歸帆紀詠一卷湘南遊草一卷衡嶽遊草
一卷匡廬遊草一卷

[清]熊爲霖撰 清乾隆心松書屋刻本

QSH1270 荔門詩録九卷 [清]張馨撰 稿本

QSH1271 平園雜著內編十四卷 [清]林有席撰 清道光六年刻本

QSH1272 燕川集十四卷 [清]範泰恒撰 清嘉慶十四年願起廬重刻本

QSH1273 雲台山人詩集八卷(缺卷一) [清]何德新撰 稿本

QSH1274 銅鼓書堂遺稿三十二卷 [清]查禮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75 正頤堂詩集十六卷附編一卷 [清]江權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76 正頤堂文集六卷 [清]江權撰 清刻本

QSH1277 笠亭詩集十二卷 [清]朱琰撰 清乾隆刻本

QSH1278 啣遠樓詩稿二卷 [清]金廷炳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素位堂刻本

QSH1279 南坪詩鈔八卷 [清]張學舉撰 清乾隆五十八年珠光樓重刻本

QSH1280 滑疑集八卷 [清]韓錫胙撰
清鹹豐五年石門山房刻光緒十六
年修補本

QSH1281 益齋詩稿七卷益齋文稿一卷 [清]愛新覺羅永璥撰 清抄本

QSH1282
寄趙集四卷(寄趙集二卷寄趙集二編一
卷寄趙集三編一卷)寄趙文集二卷

[清]李昌昱撰 清刻本

QSH1283
小倉山房詩集三十六卷補遺二卷小倉
山房文集三十五卷小倉山房外集八卷

[清]袁枚撰 清乾隆刻增修本

QSH1284 隨園集外詩四卷 [清]袁枚撰 民國國學研究會石印本

QSH1285 小倉山房文集補遺二卷 [清]袁枚撰 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QSH1286 袁太史稿一卷 [清]袁枚撰 清刻隨園三十種本

QSH1287 小倉山房尺牘十卷牘外餘言一卷 [清]袁枚撰 清刻隨園三十種本

QSH1288 泊鷗山房集三十八卷 [清]陶元藻撰 清乾隆衡河草堂刻本

QSH1289 無不宜齋未定稿四卷 [清]翟灝撰 清乾隆十七年自刻本

QSH1290 雲林小硯齋詩鈔三卷附録一卷 [清]顧文鉷撰 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QSH1291 水南灌叟遺稿六卷 [清]羅暹春撰 清乾隆四十八年二畝園刻本



QSH1292
王布政集二卷(燕山小草一卷蓮城集一
卷)

[清]王顯緒撰 清光緒八年刻本

QSH1293 一松齋集八卷 [清]孫擴圖撰 清同治十年刻本

QSH1294 澄悅堂詩集十四卷 [清]國梁撰 清嘉慶十五年刻本

QSH1295 抱經堂詩鈔七卷 [清]盧文弨撰 清道光十六年李兆洛刻本

QSH1296 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 [清]盧文弨撰 清乾隆六十年刻抱經堂叢書本

QSH1297 蒙泉文集四卷枿芝詩集二卷 [清]張九思撰 清鹹豐八年長沙刻本

QSH1298
樂妙山居集二卷(蓬島樵歌一卷續編一
卷)

[清]錢沃臣撰 清嘉慶十四年刻本

QSH1299 緑杉野屋集四卷 [清]徐以泰撰 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QSH1300 玉芝堂文集六卷玉芝堂詩集三卷 [清]邵齊燾撰 清乾隆刻本

QSH1301 思補齋文集四卷 [清]劉星煒撰 清刻本

QSH1302 勉行堂詩集二十四卷勉行堂文集六卷 [清]程晉芳撰 清嘉慶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刻本

QSH1303 洛間山人詩鈔十二卷 [清]薛寧廷撰 清嘉慶十五年刻本

QSH1304 洛間山人文鈔二卷 [清]薛寧廷撰 清刻本

QSH1305 二亭詩鈔六卷首一卷 [清]朱篔撰 清嘉慶十三年刻本

QSH1306 天橋初稿一卷 [清]周虹撰 抄本

QSH1307 愚溪集一卷 [清]單宗元撰 清乾隆四十三年古柏堂刻本

QSH1308 國子先生全集四十三卷首一卷 [清]金兆燕撰
清嘉慶十二年至道光十六年贈雲
軒刻本

QSH1309 顧雙溪集九卷 [清]顧奎光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QSH1310 樂賢堂詩鈔三卷 [清]德保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刻本

QSH1311 古雪齋詩八卷 [清]曹錫寶撰 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QSH1312 古雪齋文集一卷附補遺 [清]曹錫寶撰 民國二年鉛印本

QSH1313 聽鍾山房集二十卷 [清]謝墉撰 稿本

QSH1314
孟亭居士文稿五卷孟亭居士詩稿四卷
首一卷

[清]馮浩撰 清嘉慶刻本

QSH1315 紅鵞書屋匠心集不分卷 [清]金碞撰 清乾隆稿本

QSH1316 守坡居士詩集十二卷 [清]宮去矜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頤志堂刻本

QSH1317 寶日軒詩集四卷 [清]王德溥撰 清光緒五年湖墅叢書刻本

QSH1318 研露齋文鈔三卷研露齋詩鈔八卷 [清]饒學曙撰 清道光七年廣昌饒氏研露齋刻本



QSH1319 錢文敏公全集三十卷 [清]錢維城撰 清乾隆四十一年眉壽堂刻本

QSH1320 紫雲山房詩鈔一卷灤陽詩鈔一卷 [清]曹學閔撰 清刻本

QSH1321 竹香齋古文二卷 [清]茹敦和撰 清刻本

QSH1322 緑筠書屋詩鈔十八卷 [清]葉觀國撰 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QSH1323 虞東先生文録八卷 [清]顧鎮撰 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QSH1324
省吾齋古文集十二卷省吾齋詩賦集十
二卷

[清]竇光鼐撰 清乾隆刻本

QSH1325 百一山房詩集十二卷 [清]孫士毅撰 清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QSH1326 侯鯖集十卷 [清]李友棠撰 清乾隆刻本

QSH1327
劉文清公遺集十七卷劉文清公應制詩
集三卷

[清]劉墉撰 清道光六年劉氏味經書屋刻本

QSH1328 傳經堂詩鈔十二卷 [清]韋謙恒撰 清乾隆刻本

QSH1329 厚石齋集十二卷 [清]汪孟鋗撰
清乾隆二十年秀水汪氏刻秀水汪
氏四家集本

QSH1330 振綺堂詩存一卷 [清]汪憲撰 清光緒十五年汪氏振綺堂刻本

QSH1331
嘉樹山房文集六卷嘉樹山房詩集十八
卷

[清]李中簡撰 清嘉慶六年嘉樹山房刻本

QSH1332 酌雅齋詩集不分卷 [清]福增格撰 清乾隆刻本

QSH1333 松花庵集十八卷 [清]吳鎮撰 清乾隆至嘉慶間遞刻本

QSH1334 恒星説一卷艮庭小慧一卷 [清]江聲撰 清乾隆近市居刻本

QSH1335 在山堂集三十卷 [清]程大中撰 清道光十五年忠耿堂刻本

QSH1336 明善堂詩集十二卷 [清]愛新覺羅弘曉撰 清乾隆刻本

QSH1337
來鶴堂全集十四卷(詩鈔六卷詩餘鈔一
卷賦鈔二卷文鈔二卷制義鈔一卷試帖

[清]于宗瑛撰 清嘉慶二年刻本

QSH1338 青虛山房集十一卷 [清]王太嶽撰 清光緒十九年定興鹿氏刻本

QSH1339 西城小築詩一卷 [清]王太嶽撰 清抄本

QSH1340 硯山堂集八卷 [清]吳泰來撰 清嘉慶刻本

QSH1341 石研齋集十二卷 [清]秦黌撰 清嘉慶十六年江都秦氏刻本

QSH1342 西沚居士集二十四卷 [清]王鳴盛撰 清道光三年自怡山房刻本

QSH1343 厚岡詩集四卷厚岡文集二十卷 [清]李榮陛撰 清嘉慶二十年亘古齋刻本

QSH1344 六堂詩存四卷附續集 [清]萬經撰 清乾隆刻本

QSH1345 西齋詩輯遺三卷 [清]博明撰 清嘉慶六年刻道光七年補刻本



QSH1346
敬思堂文集六卷敬思堂詩集六卷敬思
堂奏御詩集四卷

[清]梁國治撰 清嘉慶梁承雲等刻本

QSH1347 東目館詩集二十卷東目館詩見四卷 [清]胡壽芝撰 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QSH1348 虛一齋集五卷 [清]莊培因撰 清光緒九年刻本

QSH1349 切問齋集十六卷 [清]六燿撰 清乾隆五十七年暉吉堂刻本

QSH1350 冷香山館未定稿五卷冷香詞一卷 [清]王金英撰 清乾隆三十二年重校本

QSH1351 頻羅庵遺集十六卷 [清]梁同書撰 清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QSH1352
觀穫堂文集一卷觀穫堂文鈔一卷觀穫
堂詩鈔二卷

[清]胡國濱撰 清道光十五年玉山縣署刻本

QSH1353 戴氏文集十卷 [清]戴震撰
清乾隆曲阜孔氏微波榭刻戴氏遺
書本

QSH1354 小桐廬詩草十卷 [清]袁景輅撰
清乾隆三十二年震澤袁氏愛唫齋
刻本

QSH1355 西澗草堂集四卷西澗草堂詩集四卷 [清]閻循觀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樹滋堂刻本

QSH1356 染學齋詩集十卷 [清]余元遴撰 清鹹豐二年露蕭草堂刻本

QSH1357 春雨樓初刪稿十卷 [清]董秉純撰 民國張氏約園刻四明叢書本

QSH1358 紉芳齋文集一卷 [清]譚尚忠撰
清光緒三年盱南上塘蔡氏刻三餘
書屋叢書本

QSH1359
紀文達公遺集三十二卷(文集十六卷詩
集十六卷)

[清]紀昀撰 清嘉慶十七年紀樹馨刻本

QSH1360 野餘閣詩草二卷 [清]吳仕潮撰 清嘉慶四年刻本

QSH1361 笑竹集十卷附秦知域撰薇郎集二卷 [清]秦武域撰 清乾隆三十六年四樂艸堂刻本

QSH1362 雲汀詩鈔四卷 [清]張賓鶴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怡府刻本

QSH1363 古山詩集不分卷古山文集不分卷 [清]鄧正琮撰 清嘉慶元年長沙鄧氏刻本

QSH1364 職思齋學文稿一卷 [清]徐葉昭撰 清刻本

QSH1365 華海堂詩八卷 [清]張熙純撰 清刻本

QSH1366 娵隅集十卷 [清]趙文哲撰 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QSH1367
汪子遺書十九卷(汪子文録十卷二録二
卷三録三卷汪子詩録四卷)

[清]汪撰 清光緒八年刻本

QSH1368 蓮飲集詩鈔四卷 [清]程瑤田撰 稿本

QSH1369 修辭餘鈔一卷 [清]程瑤田撰 清嘉慶八年刻通藝録本

QSH1370
忠雅堂詩集不分卷銅絃詞二卷附樂府
北曲南曲

[清]蔣士銓撰 稿本

QSH1371 忠雅堂文集三十卷 [清]蔣士銓撰 清嘉慶二十一年重刻本

QSH1372 新城伯子文集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胡賡善撰 清嘉慶四年歙東井觀室刻本



QSH1373
葆淳閣集二十四卷附惺園易説二卷首
王文端公年譜一卷

[清]王傑撰 清嘉慶刻本

QSH1374 碧腴齋詩存八卷 [清]胡德琳撰 清錢塘袁氏隨園刻本

QSH1375 石齋遺稿一卷 [清]吳嶸撰 清李氏木樨軒抄本

QSH1376 春融堂集六十八卷附年譜二卷 [清]王昶撰 清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

QSH1377 松溪文集一卷 [清]汪梧鳳撰 清乾隆不踈園刻本

QSH1378 思純堂集十四卷 [清]程名世撰 清道光三年刻本

QSH1379 師華山房文集五卷末一卷 [清]戴祖啟撰 清嘉慶十年刻本

QSH1380
緑溪全集九卷(緑溪初稿一卷緑溪詩四
卷緑溪語二卷詠史偶稿一卷緑溪詞一

[清]靳榮藩撰 清刻本

QSH1381 穆亭集十卷 [清]施際清撰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QSH1382
敦拙堂詩集十三卷附九十九峰草堂詩
鈔二卷養花軒詩鈔一卷

[清]陳奉茲撰 清光緒二年重刻本

QSH1383 瑤峰集二卷附録一卷 [清]王爾烈撰
民國大連遼海書社鉛印遼海叢書
本

QSH1384 春畬草堂詩鈔二卷 [清]李世望撰 清嘉慶十年李氏刻本

QSH1385 黃琢山房集十卷 [清]吳璜撰 清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QSH1386
陶適齋先生詩稿二卷附陶汝昱晝堂遺
草一卷

[清]陶金諧撰 清乾隆五十二年容膝山房刻本

QSH1387 七録齋詩鈔(存)二十一卷 [清]阮葵生撰 清抄本

QSH1388
晴綺軒詩集一卷晴綺軒集句一卷練溪
漁唱二卷集山中白雲詞句一卷

[清]江昉撰
清嘉慶九年揚州康山草堂刻新安
二江先生集本

QSH1389 清獻堂集十卷 [清]趙佑撰
清乾隆五十二年仁和趙氏刻清獻
堂全編本

QSH1390 桐岡存稿八卷 [清]張遠覽撰 清光緒十六年西華縣署刻本

QSH1391
誠正堂稿八卷附詞稿一卷誠正堂文稿
不分卷誠正堂時藝不分卷

[清]永恩撰 清乾隆刻本

QSH1392 靜退齋集八卷 [清]戴文燈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QSH1393 夢喜堂詩六卷 [清]夢麟撰 清乾隆刻本

QSH1394 敬學堂詩鈔一卷 [清]馮廷丞撰 清鹹豐十年馮焯刻本

QSH1395
對雪亭文集十卷附論語講義偶録一卷
對雪亭詩鈔二卷

[清]張洲撰
清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二年武功
張氏香遠堂刻本

QSH1396 甌北集五十三卷 [清]趙翼撰 清嘉慶十七年湛貽堂刻本

QSH1397 畹香樓詩稿二卷 [清]梁蘭漪撰
清光緒二十一年上洋飛鴻閣書林
石印本

QSH1398 兩塍集二卷 [清]周嘉猷撰 清乾隆四十七年錢塘周氏刻本

QSH1399 林於館詩草八卷 [清]查昌業撰 清紅欄抄本



QSH1400 胥園詩鈔十卷附詩餘一卷 [清]莊肇奎撰 清嘉慶十七年刻本

QSH1401
松翠小菟裘文集四卷松翠小菟裘詩集
十二卷

[清]王佩蘭撰 清嘉慶刻本

QSH1402 筠心書屋詩鈔十二卷 [清]褚廷璋撰 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QSH1403 訒葊詩存六卷 [清]汪啟淑撰 清乾隆刻本

QSH1404
次立齋詩文全集六卷(詩集四卷文集二
卷)

[清]袁知撰 清道光二年敦彜堂重刻本

QSH1405
大俞山房詩稿十二卷(詩稿十一卷詞一
卷)附録一卷

[清]黃璋撰 清乾隆五十二年刻本

QSH1406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潛研堂詩集十卷潛
研堂詩續集十卷

[清]錢大昕撰 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QSH1407 花韻軒詠物詩存不分卷 [清]鮑廷博撰 清抄本

QSH1408 立厓詩鈔七卷 [清]蔣業晉撰 清嘉慶四年交翠堂刻本

QSH1409 紅豆詩人集十九卷 [清]董潮撰 清道光十九年董敏善刻本

QSH1410 霞蔭堂文鈔一卷 [清]康基淵撰 清刻本

QSH1411 懋齋詩鈔一卷 [清]愛新覺羅敦敏撰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清稿本

QSH1412
詒穀草堂詩集一卷續詒穀草堂詩集一
卷

[清]余廷燦撰 清光緒三十四年重鐫本

QSH1413 存吾文稿不分卷 [清]余廷燦撰 清鹹豐五年雲香書屋重刻本

QSH1414
培蔭軒詩集四卷培蔭軒文集二卷培蔭
軒雜記一卷

[清]胡季堂撰 清道光二年胡鏻刻本

QSH1415
喬羽書巢詩內集六卷喬羽書巢詩外集
四卷

[清]金士松撰 清嘉慶七年刻本

QSH1416 笥河詩集二十卷 [清]朱筠撰 清嘉慶八年椒華唫舫刻本

QSH1417 笥河文鈔三卷 [清]朱筠撰 清刻本

QSH1418 笥河文集十六卷首一卷 [清]朱筠撰 清嘉慶二十年椒華唫舫刻本

QSH1419 笥河文集外編一卷笥河文集遺編一卷 [清]朱筠撰 清抄本

QSH1420
理堂文集十卷外集一卷附録一卷理堂
詩集四卷理堂日記八卷

[清]韓夢周撰 清道光三年至四年靜恒書屋刻本

QSH1421
蘭韻堂詩集十二卷蘭韻堂詩續集一卷
蘭韻堂文集五卷蘭韻堂文續集一卷經

[清]沈初撰
清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二十五年
遞刻本

QSH1422 梧岡詩鈔十二卷 [清]查虞昌撰 稿本

QSH1423 賜硯齋詩鈔四卷 [清]伊朝棟撰 清嘉慶十二年刻本

QSH1424 畫亭詩草十八卷畫亭詞草三卷 [清]朱黼撰 清乾隆四十三年太嶽山房刻本

QSH1425 適安堂詩草四卷適安堂刪餘詩草一卷 [清]張鍾撰 清嘉慶十一年青浦張氏刻本

QSH1426 山子詩鈔十一卷 [清]方燾撰
民國十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吳興
叢書本



QSH1427 恩平集一卷潮陽集三卷桂林集四卷 [清]李文藻撰 清抄本

QSH1428 南澗文集二卷 [清]李文藻撰 清光緒刻功順堂叢書本

QSH1429
南澗遺文二卷附録一卷南澗遺文補編
一卷

[清]李文藻撰
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蟫隱廬
石印邈園叢書本

QSH1430 林汲山房遺文不分卷 [清]周永年撰 清虞山周氏抄本

QSH1431 澹園詩草二卷 [清]張士範撰 清乾隆五十七年退思堂刻本

QSH1432 秋水詩鈔二卷 [清]黃堂撰 清嘉慶五年瀘溪黃氏刻本

QSH1433 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 [清]畢沅撰 清嘉慶四年畢氏經訓堂刻本

QSH1434 靈巖山館文鈔不分卷 [清]畢沅撰 清抄本

QSH1435
二峩草堂遺稿二卷(存二莪草堂愚稿一
卷)

[清]任承恩撰 清嘉慶九年刻本

QSH1436 蓬廬文鈔八卷 [清]周廣業撰
民國二十九年燕京大學圖書館叢
書鉛印本

QSH1437 南霅草堂詩集四卷 [清]吳蘭庭撰 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QSH1438 夢樓詩集二十四卷 [清]王文治撰 清道光二十九年重刻本

QSH1439 含谿詩草二十卷 [清]王秉韜撰 清嘉慶元年刻本

QSH1440 賴古齋文集八卷 [清]湯修業撰 清道光九年張氏刻本

QSH1441 白華前稿六十卷 [清]吳省欽撰 清乾隆刻本

QSH1442 白華後稿四十卷 [清]吳省欽撰 清嘉慶十五年石經堂刻本

QSH1443 白華入蜀詩鈔十三卷 [清]吳省欽撰 清刻本

QSH1444 白華入蜀文鈔五卷 [清]吳省欽撰 清乾隆刻本

QSH1445 有方詩草十卷 [清]宋思仁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傳經堂刻本

QSH1446 廣輿吟稿六卷 [清]宋思仁撰 清乾隆五十年傳經堂刻本

QSH1447 遲刪集六卷附文一卷 [清]呂堅撰 清嘉慶刻本

QSH1448 松月廬詩稿二卷 [清]劉樹撰 清乾隆五十一年宣恩縣署刻本

QSH1449 紅豆村人詩稿十四卷 [清]袁樹撰 清乾隆錢塘袁氏刻隨園三十種本

QSH1450 紅豆村人續稿四卷 [清]袁樹撰
民國十年上海著易堂書局鉛印隨
園全集四十三種本

QSH1451 折霽山稿不分卷 [清]折遇蘭撰 清乾隆四十九年看雲山房刻本

QSH1452 龍莊詩稿不分卷 [清]汪輝祖撰 稿本

QSH1453 慎餘齋詩鈔四卷 [清]葉佩蓀撰 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QSH1454 轅韶集六卷 [清]曹仁虎撰 清抄本

QSH1455 養愚村農吟稿不分卷 [清]曹仁虎撰 稿本

QSH1456 嚴東有詩集十卷 [清]嚴長明撰
民國元年長沙葉氏郋園先生全書
本

QSH1457 草堂詩集九卷 [清]曹星谷撰 清乾隆五十年刻本

QSH1458
恩餘堂經進初稿十二卷恩餘堂經進續
稿二十二卷恩餘堂經進三稿十一卷恩

[清]彭元瑞撰 清嘉慶刻本

QSH1459 恩餘堂輯稿四卷 [清]彭元瑞撰 清道光七年刻本

QSH1460 竹葉庵文集三十三卷 [清]張塤撰 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QSH1461 頤齋文稿不分卷 [清]六費墀撰 清抄本

QSH1462 響泉集三十卷 [清]顧光旭撰 清乾隆五十七年刻嘉慶增刻本

QSH1463 抱山堂集十八卷 [清]朱彭撰 清嘉慶九年錢塘朱氏刻本

QSH1464
恒一堂文稿三卷煙霞録一卷山居野吟
一卷江村野吟一卷

[清]蘇寧阿撰 清抄本

QSH1465
知足齋詩集二十卷知足齋詩續集四卷
知足齋文集六卷知足齋進呈文稿二卷

[清]朱珪撰 清嘉慶九年阮元刻增修本

QSH1466 聽弈軒小稿三卷 [清]方成撰 清寫刻本

QSH1467 雨峰詩鈔八卷 [清]齊翀撰 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QSH1468 怡情集四卷 [清]頡煥章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QSH1469
挹秀山房詩集八卷附録一卷西江一櫂
集一卷

[清]劉堮撰
清道光十六年東武劉氏味經書屋
刻本

QSH1470
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惜抱軒文後集十卷
惜抱軒詩集十卷惜抱軒詩後集一卷惜

[清]姚鼐撰 清嘉慶三年刻本

QSH1471
北溪詩文集二十二卷(詩集二十卷文集
二卷)附集一卷

[清]王元文撰 清嘉慶十七年隨喜齋刻本

QSH1472
魯山木先生文集十二卷首一卷魯山木
先生外集二卷

[清]魯九臯撰 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QSH1473 香亭文稿十二卷 [清]吳玉綸撰 清乾隆六十年滋德堂刻本

QSH1474 味燈書屋詩集八卷 [清]沈業富撰 清道光九年思貽堂刻本

QSH1475 梓廬舊稿一卷 [清]朱休度撰 清嘉慶十七年刻本

QSH1476 壺山自吟稿三卷附録一卷 [清]朱休度撰 清嘉慶三年刻六年刊正本

QSH1477 俟寧居偶詠二卷 [清]朱休度撰 清嘉慶三年刻十七年刊正本

QSH1478 書帶草堂詩鈔二卷 [清]鄭廷涖撰 清嘉慶六年閩縣謝氏刻本

QSH1479 不自收十集二卷附詩餘一卷 [清]王繼燿撰 清嘉慶二十年刻本

QSH1480 春雨樓集十四卷附題辭一卷 [清]沈彩撰 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QSH1481 鳴盛集四卷樂府一卷 [清]愛新覺羅弘曕撰 清乾隆二十三年錢塘汪繡寫刻本

QSH1482 尊聞居士集八卷附遺稿一卷 [清]羅有高撰 清光緒七年重刻本

QSH1483 正聲集四卷 [清]施朝幹撰 清嘉慶五年刻本

QSH1484 一勺集一卷附補遺一卷 [清]施朝幹撰
清嘉慶二年刻道光二十六年補刻
本

QSH1485 香葉草堂詩存不分卷 [清]羅聘撰 清嘉慶刻道光十四年印本

QSH1486 居易堂詩鈔十卷 [清]李天英撰 清嘉慶六年刻本

QSH1487
俟盦賸稿二卷俟盦賸稿續刻一卷俟盦
賸稿續編二卷

[清]毛琛撰 清道光靜觀齋刻本

QSH1488 心安隱室詩集九卷心安隱室詞集四卷 [清]詹肇堂撰 清光緒十年成德堂重刻本

QSH1489
拜經樓詩集十二卷拜經樓詩集續編四
卷拜經樓詩集再續編一卷

[清]吳騫撰 清嘉慶海寧吳氏刻愚谷藏書本

QSH1490 愚谷文存十四卷 [清]吳騫撰 清嘉慶十二年刻本

QSH1491 愚谷文存續編二卷 [清]吳騫撰 清嘉慶十九年刻本

QSH1492 珠樓遺稿一卷 [清]徐貞撰 清嘉慶八年刻拜經樓叢書本

QSH1493 雨堂詩鈔二十二卷雨堂雜著五卷 [清]郁長裕撰 清乾隆郁氏河幹草堂刻本

QSH1494 復初齋詩集七十卷 [清]翁方綱撰 清刻本

QSH1495 復初齋文集三十五卷 [清]翁方綱撰 清李彥章校刻本

QSH1496
復初齋集外詩二十四卷復初齋集外文
四卷附逸文目一卷

[清]翁方綱撰 民國六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

QSH1497 爨餘詩鈔四卷 [清]徐步雲撰 清嘉慶刻本

QSH1498 香聞遺集四卷 [清]薛起鳳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QSH1499 澱湖漫稿二卷補編二卷 [清]李惇撰 清乾隆刻本

QSH1500 四松堂集五卷 [清]愛新覺羅敦誠撰 清嘉慶元年刻本

QSH1501 寶奎堂集十二卷 [清]六錫熊撰 清嘉慶十五年松江無求安居刻本

QSH1502 篁村集十二卷 [清]六錫熊撰 清道光二十九年六成沅重刻本

QSH1503 楓江詩鈔十五卷 [清]蔡珍煥撰 清嘉慶六順堂刻本

QSH1504 松厓詩鈔三十二卷松厓詩鈔續集六卷 [清]管榦珍撰 清乾隆大觀樓刻本

QSH1505 松厓文鈔四卷 [清]管榦珍撰 清乾隆大觀樓刻本

QSH1506
歉夫詩文稿二十二卷(文稿四卷時體詩
七卷冊子四卷粵東雜詩五卷唐鍾形制

[清]李夢松撰 清嘉慶傲雪山房刻本

QSH1507
童山詩集四十二卷附蠢翁詞二卷童山
文集二十卷補遺一卷

[清]李調元撰 清嘉慶刻本



QSH1508 補希堂文集四卷 [清]張泰來撰 民國盧氏慎始基齋刻沔陽叢書本

QSH1509 清籟閣詩草二卷 [清]德敏撰 清嘉慶九年刻本

QSH1510 荷塘詩集十七卷 [清]張五典撰 清乾隆刻本

QSH1511 還雲堂詩集十二卷 [清]姚繼祖撰 清道光六年刻本

QSH1512
容齋詩集二十八卷附古香詞一卷補遺
一卷

[清]茹綸常撰
清乾隆三十五年刻乾隆五十二年
嘉慶四年十三年增修本

QSH1513 容齋文鈔十卷 [清]茹綸常撰 清嘉慶刻增修本

QSH1514 四中閣詩鈔二卷 [清]黃立世撰 清嘉慶刻本

QSH1515 璧堂詩集八卷 [清]吳昭融撰 清刻本

QSH1516 胎簪集十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劉應陛撰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QSH1517 溉亭述古録二卷 [清]錢塘撰 清道光儀徵阮氏刻文選樓叢書本

QSH1518
延芬室手選詩不分卷延芬室文集不分
卷

[清]愛新覺羅永忠撰 稿本

QSH1519 延芬室稿不分卷 [清]愛新覺羅永忠撰 稿本

QSH1520 永忠詩一卷 [清]愛新覺羅永忠撰 清嘉慶九年阮元刻熙朝雅頌集本

QSH1521 藝芸館詩鈔十三卷 [清]王世錦撰 清嘉慶刻本

QSH1522 衣德樓詩文集十卷 [清]徐秉文撰
民國九年天台謝氏刻世德樓叢書
本

QSH1523
石鼓硯齋文鈔二十卷附行狀一卷石鼓
硯齋詩鈔三十二卷石鼓硯齋試帖二卷

[清]曹文埴撰 清嘉慶五年刻本

QSH1524 戲鷗居詩鈔九卷 [清]毛大瀛撰 清嘉慶七年刻本

QSH1525 小樓詩集八卷 [清]王嵩高撰 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QSH1526
竹軒詩稿四卷(有竹軒分牋一卷督饟集
一卷覲光集一卷滇行集一卷)公餘集十

[清]劉秉恬撰
清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劉氏
滇南官署刻本

QSH1527 海愚詩鈔十二卷 [清]朱孝純撰 清乾隆五十九年東海朱氏刻本

QSH1528 門雜著不分卷 [清]金榜撰 抄稿本

QSH1529
介亭文集六卷介亭外集六卷介亭詩鈔
一卷

[清]江濬源撰
清嘉慶十三年友善堂刻介亭全集
本

QSH1530 純齋集十四卷 [清]趙嘉程撰 清嘉慶四年刻本

QSH1531 經韻樓集十二卷 [清]段玉裁撰 清嘉慶十九年刻本

QSH1532 聽鍾樓詩稿八卷 [清]韓是升撰 清嘉慶刻本

QSH1533 種紙山房詩稿不分卷 [清]孫辰東撰 清道光刻本

QSH1534 山靜居遺稿四卷 [清]方薰撰 清嘉慶八年刻本



QSH1535 晚學集八卷未谷詩集四卷 [清]桂馥撰 清道光二十一年孔憲彜刻本

QSH1536 頤綵堂文集十六卷劍舟律賦二卷 [清]沈叔埏撰 清嘉慶二十三年沈維鐈刻本

QSH1537 頤綵堂詩鈔十卷 [清]沈叔埏撰 清道光二十八年沈維鐈刻本

QSH1538 經進文稿一卷駢體文鈔二卷 [清]沈叔埏撰 清光緒九年刻本

QSH1539 播琴堂詩集十二卷 [清]金學詩撰 清乾隆刻本

QSH1540 播琴堂文集六卷 [清]金學詩撰 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QSH1541 伊蒿詩草一卷 [清]寧錡撰 清乾隆五十五年會稽寧氏刻本

QSH1542 伊蒿文集六卷 [清]寧錡撰 清乾隆六十年會稽寧氏刻本

QSH1543
九曲山房詩鈔十六卷九曲山房詩鈔續
集一卷附偶然吟一卷

[清]宗聖垣撰
清嘉慶五年刻道光二十九年續刻
本

QSH1544 芸暉館詩集二卷 [清]吳貽詠撰 清道光十三年刻拙餘軒詩集本

QSH1545 林太史集十四卷附存一卷 [清]林兆鯤撰 清嘉慶九年翰香堂刻本

QSH1546 雨春軒詩草十卷首一卷 [清]姚頤撰 清刻本

QSH1547 石蘭堂詩稿九卷 [清]張德懋撰 清道光七年上谷張氏刻本

QSH1548 承蔭堂詩選二卷 [清]慶玉撰 清嘉慶六年滿洲章佳氏刻本

QSH1549 怡情書室詩鈔一卷 [清]愛新覺羅如松撰 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QSH1550 虛窻雅課初集一卷虛窻雅課二集一卷 [清]佟佳氏撰 清嘉慶十年刻本

QSH1551 空石齋詩文合刻不分卷 [清]汪國撰 清道光二年少白山房刻本

QSH1552 申鄭軒遺文一卷附經史答問校記一卷 [清]孫志祖撰 抄本

QSH1553
樹經堂詩初集十五卷樹經堂詩續集八
卷樹經堂文集四卷

[清]謝啟昆撰 清嘉慶刻本

QSH1554 留劍山莊初稿二十四卷 [清]石卓槐撰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QSH1555
洽園詩稿二十六卷附續稿一卷洽園詩
餘三卷附詩餘補遺一卷

[清]範來宗撰 葉昌熾抄本

QSH1556 高東井先生詩選四卷附録一卷 [清]高文照撰 清道光十二年武康徐氏刻本

QSH1557 薲香詞選一卷 [清]高文照撰 清道光十一年袁氏刻三家詞本

QSH1558 子田初集四卷 [清]任大椿撰 清乾隆刻本

QSH1559 韞山堂詩集十六卷韞山堂文集八卷 [清]管世銘撰 清嘉慶六年讀雪山房刻本

QSH1560 章氏文集八卷章氏外集二卷 [清]章學誠撰
民國十一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章
氏遺書本

QSH1561 樹蕙軒詩鈔二卷 [清]虞友蘭撰 清道光三年刻本



QSH1562 蘭墅硯香詞不分卷 [清]高鶚撰 稿本

QSH1563
閏榻先生集三十卷齅花岡集八卷閏榻
先生外集八卷

[清]張望撰 清同治三年義寧鴻文齋重刻本

QSH1564
聽彜堂偶存稿三十六卷(缺卷二十六至
卷三十二)

[清]吳省蘭撰 清乾隆嘉慶間刻聽彜堂全集本

QSH1565 聽彜堂時文一卷 [清]吳省蘭撰 清嘉慶四年刻聽彜堂全集本

QSH1566
秋室學古録六卷梁園歸櫂録一卷憶漫
菴賸稿一卷

[清]余集撰 清刻本

QSH1567
紅櫚書屋詩集四卷斲冰詞三卷雜體文
稿七卷(卷四缺)

[清]孔繼涵撰 清乾隆刻微波榭遺書本

QSH1568 未學齋詩集十卷附補遺一卷 [清]仇養正撰 清嘉慶刻道光二十八年補刻本

QSH1569 稻香樓詩集十卷 [清]程際盛撰 清乾隆刻本

QSH1570 塞垣吟草四卷附東歸途詠一卷 [清]陳庭學撰 清嘉慶十年宛平陳氏刻本

QSH1571 王孟公詩稿十四卷 [清]王陶撰 清嘉慶九年刻本

QSH1572
韓川文集十卷韓川外集二卷韓川詩集
七卷

[清]陳從潮撰 清嘉慶至同治間梧陰書屋遞刻本

QSH1573 清容堂詩集十卷 [清]吳樹本撰 清嘉慶刻本

QSH1574
竹初詩鈔十六卷竹初文鈔六卷乞食圖
二卷鸚鵡媒二卷

[清]錢維喬撰 清乾隆嘉慶遞刻本

QSH1575 嘯軒詩集十二卷 [清]賈朝琮撰 清乾隆嘉慶遞刻本

QSH1576
長沙劉文恪公詩集四卷(進呈集二卷剩
存詩草一卷剩存詩續草一卷)附文一卷

[清]劉權之撰 清光緒五年映藜書屋重刻本

QSH1577 健初詩鈔四卷附文鈔一卷 [清]朱光暄撰 清光緒二十二年十三古印齋刻本

QSH1578 畫石軒詩集四卷 [清]朱逢泰撰 清嘉慶四年斯雅堂刻本

QSH1579 虛白齋存稿十四卷 [清]吳壽昌撰 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QSH1580 錢南園先生遺集八卷 [清]錢灃撰
民國三年雲南圖書館刻雲南叢書
本

QSH1581 二林居集二十四卷 [清]彭紹升撰 清嘉慶四年味初堂刻本

QSH1582 測海集六卷 [清]彭紹升撰 清嘉慶二十四年彭氏刻本

QSH1583 一行居集八卷附一卷 [清]彭紹升撰 清道光五年葆素堂彭氏刻本

QSH1584 觀河集四卷 [清]彭紹升撰 清光緒四年刻本

QSH1585 自怡集十二卷 [清]吳錫麟撰 清嘉慶惠連居刻本

QSH1586 紅葉山房稿二卷(古文一卷詩一卷) [清]朱嗣韓撰 清光緒十二年朱氏刻本

QSH1587
思亭詩鈔八卷思亭文鈔二卷思亭賦鈔
二卷

[清]顧堃撰 清同治九年刻本

QSH1588 靜菴文集四卷靜菴詩集六卷 [清]左眉撰 清同治十三年鉛印本



QSH1589 述園遺稿五卷 [清]晏善澄撰 清道光七年刻本

QSH1590 向日堂詩集十六卷 [清]陳寅撰 清道光二年海寧陳氏刻本

QSH1591 無聞集四卷 [清]崔述撰 清道光四年刻崔東壁遺書本

QSH1592 知非集一卷 [清]崔述撰
民國二十年燕京大學圖書館影印
稿本

QSH1593
三松堂集二十四卷(詩二十卷文四卷)
三松堂續集六卷

[清]潘奕雋撰 清嘉慶道光遞刻本

QSH1594 凝瑞堂詩鈔六卷 [清]永琪撰 稿本

QSH1595 金陵雜詠一卷雙橋賸稿一卷 [清]徐淳撰 清嘉慶震澤徐氏望雲樓刻本

QSH1596 靃林山人詩集五卷 [清]吳文溥撰 清乾隆研山堂刻本

QSH1597 鴻爪集五卷附一卷 [清]郭維翰撰 清嘉慶十五年刻本

QSH1598 易簡齋詩鈔四卷 [清]和瑛撰 清道光刻本

QSH1599 借秋山居詩鈔八卷附吹竹詞一卷 [清]汪大經撰 清嘉慶九年秀水汪氏刻本

QSH1600 夢東禪師遺集二卷 [清]釋際醒撰 清嘉慶二十二年隆福寺刻本

QSH1601 午風堂集六卷 [清]鄒炳泰撰 清嘉慶刻本

QSH1602 南屏山房集二十四卷 [清]陳昌圖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仁和陳氏刻本

QSH1603 余青園詩集四卷附補遺一卷 [清]焦式衝撰 清嘉慶二十二年陽邱焦氏刻本

QSH1604
挹緑軒詩稿四卷挹緑軒吟餘詩草一卷
挹緑軒詩稿補遺一卷挹緑軒續稿一卷

[清]長闈撰 清嘉慶二十年刻本

QSH1605
醫俗軒詩集三卷附詩餘一卷醫俗軒文
集一卷

[清]孔昭熺撰 清道光七年孔氏保合堂刻本

QSH1606 深省堂文集一卷 [清]景安撰 清嘉慶刻本

QSH1607
深省堂閒吟集九卷深省堂隨筆一卷附
保陽吟草

[清]景安撰 清道光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