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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展品一览 

 

 

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山海经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项氏群玉书堂刻本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文献信息中心 

穆天子传六卷    （晋）郭璞注    明天启（1621－1627）刻本              国家图书馆 

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 （南朝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

正义  明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朱惟焯刻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本  新疆大学图书馆 

木简 [复制品]    西汉永光五年（前 39）                                国家博物馆 

裴岑纪功碑       东汉永和二年（137）八月刻石  清拓本                 国家图书馆 

刘平国碑         东汉永寿四年（158）八月刻  清拓本                   国家图书馆 

曹全碑           东汉中平二年(185)刻石      明拓本                   国家图书馆 

汉书一百卷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  宋蔡琪家塾刻本         国家图书馆 

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   （清）徐松撰  清抄本                            国家图书馆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注  明崇祯十六年（1643）毛氏汲古阁刻本    国家图书馆 

函牍             汉晋时期（前 206－420）                              国家图书馆 

木牍             汉晋时期（前 206－4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木简             魏晋时期（前 220－4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诸佛要集经 [复制品] （西晋）竺法护译  西晋元康六年（296）写本  原件存旅顺博物馆 

贤劫经           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写本                                国家图书馆 

佛名经           三世纪写本                                          国家图书馆 

贤劫千佛名经卷上 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写本                         国家图书馆 

贤劫九百佛名品第九   北凉神玺三年（399）写本                       安徽省博物馆 

衣物疏           东晋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刘普条呈为得麦事 东晋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三国志·魏书·臧洪传 （晋）陈寿撰  东晋（317－420）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高昌条列出臧钱文书残奏  麹氏高昌时期（499－640）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人临写王羲之《兰亭序》                                             国家图书馆 

汉纪·孝武皇帝纪 （东汉）荀悦撰  东晋十六国（304－439）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孝经解           佚名撰  东晋义熙元年（405）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君臣问对         西凉建初四年（408）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沮渠安周造寺碑   

（北凉）夏侯粲撰 北凉承平四年（445）刻石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响拓本 国家图书馆 

沮渠安周供养经[复制品]    北凉承平十五年（457）写本        原件存日本书道博物馆 

论语             十六国时期（304－439）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绢鞋             唐代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佛国记一卷      （东晋）法显撰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                 国家图书馆 

北凉承平七年八月三日高昌郡仓曹掾杜顼符为宋平差遣事   

                  北凉承平七年（448）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金光明经卷二     （北凉）昙无谶译  北凉庚午年（430）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阚氏高昌永康九年（474）、十年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   

                  阚氏高昌时期（460－488）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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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杂占            阚氏高昌时期（460－488）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千字文            麴氏高昌时期（499－640）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医方              麹氏高昌时期（499－640）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放光般若经       （西晋）无罗叉译  东晋（316－420）写本             国家图书馆 

画承墓表          高昌章和十六年（546）刻                           国家图书馆 

麹斌造寺碑        麹氏高昌国延昌元年（555）刻石    清拓本           国家图书馆 

麴斌施入记        麹氏高昌国延昌十五年（569）刻石  清拓本           国家图书馆 

高昌东南、西南等坊除车牛额文书   

                  麹氏高昌时期（499－640）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高昌民部索送安昌去人符   麹氏高昌时期（499－640）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高昌作人酉富等名籍       麹氏高昌时期（499－640）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高昌某氏族谱      麹氏高昌时期（499－640）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洛阳伽蓝记       （北魏）杨衒之撰  明如隐堂刻本                     国家图书馆 

道教符箓          南北朝（386－589）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二、隋唐五代时期 

隋书        （唐）魏征等撰  元大德间（1297-1307）饶州路儒学刻本     国家图书馆 

典言             （隋）薛道衡撰  隋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张雄妻麹氏墓志    唐永昌元年（689）刻石  拓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张怀寂墓志        唐长寿三年（694）刻石  拓本                       国家图书馆 

姜行本纪功碑      唐贞观十四年（640）刻石  清拓本                   国家图书馆 

玄奘取经路线图    朱墨拓本                                          国家图书馆 

大唐西域记       （唐）玄奘撰      唐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  （唐）慧立撰   彦悰笺补  赵城金藏本         国家图书馆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唐）慧立、彦悰撰 胜光法师译 十世纪写本  国家图书馆 

粟特文买卖奴婢文书  麹氏高昌延寿十六年（639）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宋）欧阳修  宋祁等撰  元刻明修本本              国家图书馆 

唐贞观十九年牒为镇人马匹事  唐贞观十九年（645）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隆士、夏未洛状自书残文书      唐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显庆三年（658）历日             唐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信[复制品] 唐龙朔二年（662）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唐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辑哥逻禄部落事   唐龙朔三年（663）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唐龙朔二年（662）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   唐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唐麟德二年牛定相辞为请勘不还地子事 唐麟德二年（665）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永隆二年卫士索天住辞为兄被高昌县点充差行事   

                    唐永隆二年（681）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武周长安四年牒为请处分锅马事  武周长安四年（704）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军府残文书          武周时期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县更薄           唐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  （唐）义净撰  明正统五年（1440）北藏本       国家图书馆 

高僧买奴契约       七世纪末                                          国家图书馆 

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    （唐）实叉难陀 译                            国家图书馆 

《论语》郑氏注[复制品]     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木简                       唐开元十年（722）                         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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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石染典往西州市易辩辞     唐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开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复制品] 

                           唐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阙特勤碑                   唐开元二十年（732）刻石  清拓本            国家图书馆 

律疏·名例律              （唐）长孙无忌等撰  唐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于阗镇守军勘印历           唐开元年间（713－741）写本                 国家图书馆 

开元某年奴小德等除籍牒     唐开元年间（713－741）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天宝三载典张祖收得淳于孝诠纳粟抄   唐天宝三载（744）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天宝十载七月交河郡长行坊牒为补充残缺人事 

                           唐天宝十载（751）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通典         （唐）杜佑撰    明刻本                                   国家图书馆 

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一卷      八世纪写本                               国家图书馆 

一切经音义   （唐）慧琳撰   日本元文三年（1738）狮谷白莲社刻本        国家图书馆 

弥勒会见记    圣月菩萨大师译  七世纪至八世纪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弥勒会见记    智护法师译      1067年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         唐元和九年（814）刻石  清末拓本           国家图书馆 

李太白文集三十卷     (唐)李白撰      宋刻本                          国家图书馆 

唐天宝十四载（754）交河郡某馆具上载帖马食䜺历上郡长行坊状   

                           唐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岑嘉州诗八卷        (唐)岑参撰        宋刻本                         国家图书馆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建中二年（781）僧景净撰    清拓本              国家图书馆 

粟特文书信[复制品]  夏夫鲁亚尔·札达古撰  九世纪中叶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摩尼教经            唐写本                                           国家图书馆 

孝经郑氏解·卿大夫章  （东汉）郑玄注    七至九世纪写本               国家图书馆 

神策军碑  （唐）崔铉撰（唐）柳公权书  唐会昌三年（843）刻石  宋拓本  国家图书馆 

书信        九世纪写本                                               国家图书馆 

左庭玉付阿师子青麦帐    唐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写佛经疏释残卷        唐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毛袋帐历              唐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笔、墨、砚              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三、宋辽夏金元时期 

辽史       （元）脱脱等纂修    明初刻本                              国家图书馆 

景教僧墓碣  元刻石             清拓本                                国家图书馆 

回鹘文木活字  （复制品） 

阿毗达磨俱舍论卷第一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写本                  国家图书馆 

佛经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写本                  国家图书馆 

 

中阿含经卷第三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写本                  国家图书馆 

大般涅槃经                     高昌回鹘时期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根本菩萨多部律摄卷十           高昌回鹘时期写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佛经残片[复制品]               高昌回鹘时期写本            原件存吐鲁番地区博物 

佛经残片[复制品]               高昌回鹘时期印本          原件存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使高昌记校注     （宋）王延德撰    王国维校注     稿本               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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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金刻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妙法莲华经卷六                 辽刻本                                国家图书馆 

古兰经            佚名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抄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伊斯坎得尔传      赛依德·买赫德·哈米达尼撰          1884年抄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先知传            纳斯尔丁·包尔哈尼丁·拉布胡孜撰    1821年抄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元史二百二十一卷  （明）宋濂  王祎等纂修  明洪武三年（1370）内府刻本 国家图书馆 

北使记            （金）刘祁撰      明抄本                           国家图书馆 

长春真人西游记    （元）李志常撰    清抄本                           国家图书馆 

西游录注一卷      （元）耶律楚材撰  （清）李文田注  稿本             国家图书馆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元）耶律楚材撰   明抄本                          国家图书馆 

西使记一卷  （元）刘郁撰  清道光元年（1821）邵氏酉山堂刻古今说海本   国家图书馆 

雁门集      （元）萨都剌撰  明成化二十年（1484）张习刻本             国家图书馆 

波斯坦       穆斯里赫丁·谢赫赛义德·设剌子撰   十九世纪中叶抄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桑衣食撮要二卷  （元）鲁明善撰   

清嘉庆十三年至十六年（1808－1811）刻墨海金壶丛书本     国家图书馆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  （元）杨朝英编     元刻本                          国家图书馆 

饮膳正要三卷      （元）忽思慧撰     明初刻本                        国家图书馆 

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                 元写本                          国家图书馆 

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             元刻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四、明清时期 

高昌馆课                             明抄本                          国家图书馆 

华夷译语                             明抄本                          国家图书馆 

高昌馆杂字   （明）胡元吉  马沙亦黑撰   清抄本                       国家图书馆 

鹤年海巢集一卷续集一卷方外集一卷哀思集一卷  (元)丁鹤年撰 清抄本    国家图书馆 

西域行程记  （明）陈诚 李暹著         清抄本                          国家图书馆 

兴复哈密国王记一卷  （明）马文升撰    清道光十一年（1831）活字本      国家图书馆 

四卷书        艾里希尔·纳瓦依撰      十八世纪末抄本              新疆大学图书馆 

恰哈尔迪瓦尼  艾里希尔·纳瓦依撰  清嘉庆抄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纳瓦依诗集    艾里希尔·纳瓦依撰     十七世纪手抄本                  国家图书馆 

纳瓦依诗集    艾里希尔·纳瓦依撰     十八世纪末抄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金锁链        努尔丁·阿卜杜拉赫曼·本·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贾米撰   

十八世纪末抄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嘉靖〕陕西通志四十卷  （明）赵廷瑞  马理纂修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二十六年（1547）增修本   天津图书馆 

满蒙汉一学三贯      清写本                                           国家图书馆 

圣忏悔灭罪大解脱普闻成等正觉生庄严大乘经  佚名撰    咱雅班第达译   清初刻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圣忏悔灭罪大解脱普闻成等正觉庄严大乘经    佚名撰    咱雅班第达译  清金银汁抄本 

蒙古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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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指南    毛拉阿日甫·忽炭尼撰      十九世纪初抄本 

 察合台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药研究所 

穆圣传      抄本        察合台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谢赫麦石来布传  佚名撰  十九世纪初抄本  

察合台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和卓传  （清）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撰  十九世纪末抄本 察合台文  民族图书馆 

哈拉巴提双行诗集  穆罕默德·本·阿布都拉·哈拉巴提撰  1726年抄本  

察合台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皇清职贡图九卷  （清）傅恒等纂   

清乾隆间（1736-1795）文津阁《四库全书》写本   国家图书馆 

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间（1736-1795）文津阁《四库全书》写本 

 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托忒蒙古文      国家图书馆 

〔御制〕平定回部四部得胜图咏    清乾隆二十年（1755）铜版印本         国家图书馆 

〔御制〕平定回部四部得胜图咏  清乾隆二十年（1755）铜版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异域录      （清）图理琛著    清雍正间（1723-1735）刻本               国家图书馆 

康熙皇帝颁赐土尔扈特部敕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雍正皇帝颁赐土尔扈特部敕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乾隆皇帝颁赐土尔扈特部敕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苏公塔碑[复制品]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石    拓本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复制品]  （清）高宗弘历撰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石 

 清拓本  蒙古文   国家图书馆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复制品]  （清）高宗弘历撰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石  

 清拓本  蒙古文   国家图书馆 

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家谱[复制品]       清写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新疆回部志四卷     （清）苏尔德纂修  清抄本                          国家图书馆 

诗集         翟力里  哈拉巴提  孜牙依撰  十八至十九世纪抄本  

察合台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西域闻见录  （清）七十一撰     清刻本                                国家图书馆 

乌鲁木齐杂诗一卷  （清）纪昀撰  清嘉庆间虞山张海鹏辑刻借月山房汇钞本 国家图书馆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   （清）刘统勋纂   清刻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清乾隆内府舆图     清内府藏乾隆二十五年（1760）铜版 1932年重印本     国家图书馆 

伊犁日记          （清）洪亮吉撰  清道光（1821-1850）刻本            国家图书馆 

天山客话          （清）洪亮吉撰  清道光（1821-1850）刻本            国家图书馆 

大清一统图         清乾隆绘本                                        国家图书馆 

赛布里诗集        毛拉·埃米尔·侯赛因·谢赫·赛布里撰  十九世纪抄本  

察合台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万里行程记      （清）祁韵士撰     清刻本                            国家图书馆 

新疆要略   （清）祁韵士辑  清道光十七年（1837）寿阳祁氏筠渌山房刻本   国家图书馆 

西陲总统事略  （清）汪廷楷原辑  （清）祁韵士增纂  （清）赓宁绘图  （清）松筠纂定   

清嘉庆十四年（1809）刻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钦定新疆识略  （清）松筠修  徐松纂  清道光元年（1821）武英殿刻本      国家图书馆 

西域水道记    （清）徐松撰          稿本                             国家图书馆 

西域舆图                  清嘉庆（1796-1820）彩绘本                  国家图书馆 

海国图志附图  （清）魏源辑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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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忠公尺牍  （清）林则徐撰    稿本                                 国家图书馆 

荷戈纪程      （清）林则徐撰    清刻本                               国家图书馆 

新疆垦荒奏稿  （清）佚名撰      清抄本                             甘肃省图书馆 

新疆地图                  清同治间（1862-1874）彩绘本                国家图书馆 

喀喇沙尔呈册              清道光三十年（1850）抄本                   国家图书馆 

倭文端公遗书八卷  （清）倭仁撰    清光绪元年（1875）六安求我斋刻本    国家图书馆 

左文襄公奏疏续编  （清）左宗棠撰  清光绪十六年（1890）铅印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刘锦棠疏稿                       （清）刘锦棠撰  稿本            新疆大学图书馆 

味道轩集十二卷    （清）周先檀撰   稿本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文献信息中心 

金轺筹笔四卷      （清）佚名撰    清光绪九年（1883）挹秀山房刻本     国家图书馆 

征西纪略        （清）曾毓瑜撰  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西域南八城纪要  （清）王文锦撰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著易堂铅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本     国家图书馆 

西域舆地三种汇刻  （清）徐崇立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新疆图志一百十六卷（清）王树枏纂  清宣统三年（1911）木活字本          国家图书馆 

彩绘文具盒          清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劝善经           佚名撰    清抄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 

江格尔击败残暴古日古木之章        佚名撰     二十世纪初抄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阿拉伯—波斯—察合台语词典  穆罕默德·宾扎则热撰   抄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工艺经           佚名撰          十八至十九世纪抄本 

察合台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先知玉素甫之书   朱素甫别克·霍加·夏依合斯拉木（1857－1937）撰  1886 年铅印本   

哈萨克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医药处方书           清抄本       察合台文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  

柯尔克孜依亚         乌斯曼阿里·斯地克撰        1914年抄本   

柯尔克孜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执照文约             清写本       察合台文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执照                 清写本       察合台文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地契                 清光绪十二年（1886）写本 察合台文、汉文 民族图书馆 

新疆建省上谕[复制件]                                             第一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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