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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中国の農民反乱・民衆運動に関する研究文献目録としては既に、山根幸夫編『中国農民起
義文献目録』（東京女子大学東洋史研究室、1976）が存在しているが、発行後 30 年以上が
経過し研究状況も当時とは大きく変化している。本目録は、山根目録以後の 1976 年から
2009 年までに日本・中国で発行された陳勝呉広の乱関連研究文献を収録したものであり、
秦末漢初期の民衆運動史研究の現段階を把握するための準備作業としての意味を持つ。
2 、文献の排列は発行年順とし、各文献については、論文の場合は編著者名・論文名・収録誌
名・巻号数、単行本の場合は編著者名・書名・発行所の順で記載した。単行本のみ書名に、
和書は『』、中文書は《》をつけて記載した。
3 、本目録作成のために依拠した目録・データベース等は以下の通り。
・『東洋学文献類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漢字情報研究センター編・発行）
・西川素治編「中国農民戦争史研究文献目録

1975 ～ 1980 年」
（『中国農民戦争史研究』6、

1981）
・西川素治編「中国農民戦争史研究文献目録補遺」（『中国農民戦争史研究』6、1981）
・張伝璽等編『戦国秦漢史論文索引

1900 － 1980』（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張伝璽主編『戦国秦漢史論著索引補編

論文 1981 － 1990

専著 1900 － 1990』（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2）
・NII 論文情報ナビゲータ（CiNii）
・中国知識資源倉庫（CNKI）
・維普資訊網

http://ci.nii.ac.jp/

http://cnki.toho-shoten.co.jp/kns50/

http://www.cqvip.com/

4 、本目録作成のために、3 に挙げたもの以外にも少なからぬ数の書籍・論文等を参照した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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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れらは出典としては一々注記していない。また新聞記事については原則として収録して
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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