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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宋詩選注 ２ （東洋文庫）/銭 鍾書/宋代詩文研究会（新書・選書・ブックレット：東洋文庫）の最
新情報・紙の本の購入はho

2014年7月25日 . 楊萬里/推薦"誠齋集"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1936/6/29 日記)/
錢鍾書《宋詩選注》論楊萬里. 《胡適作品集》29 :《胡適選註的詩選》 :《絕句一百 . 二十首,如
荊公的絕句,如東坡的(泗州僧伽塔) ,如山谷的(題蓮華寺) ,如放翁的絕句,如楊誠齋的晚年
詩。但宋詩人終不曾完全拋棄. 泗州僧伽塔① 我昔南行舟击汴，逆风.
2017年9月19日 . 使用Spring Cloud搭建服务注册中心2. . 版权声明：本文为sang原创文章，
转载请注明出处。 . RestTemplate restTemplate; @Override protected Book getFallback() {

return new Book("宋诗选注", 88, "钱钟书", "三联书店"); } public BookCommand(Setter
setter, RestTemplate restTemplate) { super(setter); this.
錢鍾書《宋詩選注》的「排除性」選詩原則初探. 的能力所及之事。錢鍾書先生能克服客觀條
件的不利，以主觀的. 能力、學養與毅力，完成《宋詩選注》，可謂前無古人之創舉。 何以謂
前無古人呢？因為錢鍾書的《宋詩選注》不同於一般. 的選集，有著多方面的創舉。內容方
面，提出了嚴峻的「六不選」. 態度：. 1.押韻的文件不選。 2.學問的展覽和.
方岳（一一九九～一二六二）字巨山，自號秋崖，祁門人，有“秋崖先生小稿”。南宋後期，他
的詩名很大，差不多比得上劉克莊。看來他本來從江西派入手，後來很受楊萬里、范成大
的影響。他有把典故成語組織為新巧對偶的習慣，例如元明以來戲曲和小說裡常見的“不
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這一聯，就是他的詩。 --錢鍾書<宋詩選注>

6 Results . Help us improve our Author Pages by updating your bibliography and submitting a
new or current image and biog. › Learn more at Author Central · 宋詩選注〈4〉 (東洋文庫).
£22.68. Tankobon Hardcover. 宋詩選注〈3〉 (東洋文庫). £19.67. Tankobon Hardcover. 宋詩
選注〈2〉 (東洋文庫). £24.61. Tankobon Hardcover.
《宋诗选注》，著名文学家、学者钱钟书著，是钱钟书集中的一册，书中收入了宋代诗人柳
开、郑文宝、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的作品，每部作品除原文外均附有较为详尽的注释。本书
内容全面，注释通俗易懂，读者从中可以对宋诗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李慎之回忆说，他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到《宋.
注》》,北京:《光明日报》 1958 年 12 月 14 日;胡念贻:《评《宋诗选注序》》,北京:《光明日报》,
1958 年 12 月 14 日;周汝昌:《读《宋诗选注序》》,北京:《光明日报》, 1958 年 12 月 28 日;夏承
焘:《如何评价《宋诗选注》》,北京:《光明日报》, 1959 年 8 月 2 日。[ 52 ]这 7 篇文章除赵征
的那篇以外,还有萧涤非:《读《唐诗选》注释随笔》,北京:《光明日报》,.
十、宋诗选讲. 西崑体; 梅尧臣、欧阳修; 王安石. 主要用书：高步瀛《唐宋诗举要》 参考材
料：錢钟书《宋诗选注》序。 十一、宋诗选讲. 苏轼;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南宋诗人. 主要用
书：高步瀛《唐宋诗举要》 十二、意象与咏物. 蝉：虞世南〈蝉〉、骆宾王〈在狱咏蝉〉、李商隐
〈蝉〉; 雨：杜甫〈春夜喜雨〉、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曹〉、李商隐〈微雨〉、〈細.
培训师培训网欢迎您的访问。 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序 宋史志2. 苏轼. 蝶恋花 定风波 洞仙
歌 贺新郎 浣溪沙 江城子 临江仙 木兰花 念奴娇 青玉案 少年游 水调歌头 水龙吟 西江月
永遇乐 鹧鸪天.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眉州
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父亲苏洵的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
宋詩選注 ２ /平凡社/銭鍾書の価格比較、最安値比較。【最安値 3132円（税込）】（9/25時点 商品価格ナビ）
宋诗选注 钱钟书. 发布时间: 2011-02-28 | 格式: 6寸pdf | 诗歌散文 | 摘要：时代与读者呼唤
经典，而能够证明其经典性的又只有时间和读者。本书是由钱锺书先生选注的，把 . 发布
时间: 2010-12-23 | 格式: 6寸pdf | 诗歌散文 | 摘要：女娲石上偈语题《金陵十二钗》一绝癞头
僧嘲甄士隐太虚幻境石牌坊联语贾雨村口吟联语贾雨村对月口占五.
高中國文補充教材(四) 第七課宋詩選1. 七、宋詩選 （一）泊船瓜洲 王安石. （二）和子由澠
池懷舊 蘇軾. （三）觀書有感之二 朱熹. （一）泊船瓜洲 王安石. 學習重點. 本課為搭配翰林
版高中國文(四)第十三課宋詩選的詩選。 宋代詩歌繼承唐詩傳統而來，加以受到古文運動
與理學盛行的影響，使得宋詩趨向於散文化、議論化、哲理化。若就形式而.
另，《宋诗选注》文革后重印版的责任编辑弥松颐，在对钱钟书的回忆文章中提及了关于
《<宋诗选注>序》的一个细节。这篇重要的序言中引用了两段毛泽东语录，对此钱钟书做
了非常豁达和泰然的表态，和港版“前言”中的说法两相对照，可见钱钟书并非趋时之人：.
十年之后，此书全部重排。对于添加的这段“语录”，我又.
眼觀敵我形勢，戰術方略早已成竹在胸。兵馬緩步前進，三軍肅靜無人喧譁。 註釋⑴繖
幄：指傘蓋。繖，同“傘”，從晉代起，官員出門，儀仗隊裏都有傘。 ⑵策：戰術、方略。 ⑶徐
行：慢速前進。譁：嘈雜的聲音。 參考資料： 1、 繆鉞等．宋詩鑑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
社，1987：719-720 2、 錢鍾書．宋詩選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19.

【正版包邮】宋诗经典解读：桃李春风一杯酒//一生要读的古典诗词宋词三百首唐诗三百首
诗经纳兰词楚辞宋词入门诗词读物宋诗选注. 耕读图书音像专营店. 月成交5笔 评价81 旺
旺在线. ¥188.50. 唐诗选注评鉴（全二卷）刘学锴编中州古籍. 中州古籍出版社旗舰店. 月
成交2笔 评价26 旺旺在线. ¥188.50. 唐诗选注评鉴(上下卷)/刘学锴撰.
Title, 宋詩選注1. Volume 722; Volume 727 of 東洋文庫 · Volume 1 of 宋詩選注, 銭鍾書.
Authors, 銭鍾書, 宋代詩文研究会. Publisher, 平凡社, 2004. Original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Nov 2, 2007. ISBN, 4582807224, 9784582807226. Length, 386 pages.
Subjects. Literary Criticism. › Asian. › General.
2014年7月7日 . 读钱钟书《宋诗选注》札记（作者罗丹） 罗文华. 文华按：小儿罗丹以《一面
模糊的铜镜》为题，写了一篇读钱钟书《宋诗选注》札记。现贴于本博，请朋友们指正。 一
面模糊的铜镜 ——读钱钟书《宋诗选注》札记 罗丹. 曾经有很长时期，宋诗在文学史上的
地位一直比较尴尬。宋代当朝即有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指出宋诗只知“以.
2017年5月31日 . 我也問他《宋詩選注》為什麼也會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藝
座談會上的講話》嗎？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大概因為時間不夠，但主要恐怕是他不
屑於提到當時的批判者他僅僅說了兩點：。第一，他引講話中的一段其實只是常識；第二，
其中關於各家的小傳和介紹，是他很用心寫出來的我告訴他胡適生前也說.
鍾書《宋詩選注》的論述，將中國詩歌史上擬人法（自然界的擬人化）最 . 2. 二、與山水的交
流、交感. 關於宋詩中自然界擬人化問題，小川環樹曾考察過以下蘇軾及楊萬里. 詩中的
典型之例。如蘇軾〈新城道中二首〉其一云：「東風知我欲山行，吹. 斷簷間積雨聲 . 〔宋〕蘇
軾著，〔清〕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
孔网8年老店，以信誉为第一生命！ 在小店购书，货到3日内如不满意可无条件退货，因
此，您无需担心书品的问题！ 与此同时，也请阅此公告，自行取舍，守约重诺，莫负书香：
1、小店不接受中差评，特别是中评。本店承诺：有问题可以沟通,不满意可以包退；但如果
您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无暇退货的人，希望您到别家订购；. 2、.
[隐藏]. 查 · 论 · 编 · 钱锺书主要作品 · 围城 · 写在人生边上 · 人·兽·鬼 · 宋诗选注 · 七缀
集 · 谈艺录 · 管锥编 · 槐聚诗存 . 本页面最后修订于2017年8月2日(星期三) 13:39。 本站
的全部文字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3.0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
（请参阅使用条款） Wikipedia®和维基百科标志是维基媒体.
Amazonで銭 鍾書, 宋代詩文研究会の宋詩選注〈2〉 (東洋文庫)。アマゾンならポイント還元本
が多数。銭 鍾書, 宋代詩文研究会作品ほか、お急ぎ便対象商品は当日お届けも可能。また宋
詩選注〈2〉 (東洋文庫)もアマゾン配送商品なら通常配送無料。
签到天数: 511 天. [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2016-4-8 12: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书
名: 宋诗选注; 作者: 钱钟书选注; 丛书: 不明; 页码: 336; 书籍格式: PDF; 出版时间: 1958年9
月; 书籍大小: 4.80; 书籍清晰度: 快速版150dpi或者不清晰; 书籍便利度: 简单书签; 书籍完
整性: 完整; 书籍内容提要:.
了夫在個人自風有心中最柔軟的部分這些句子，在某個瞬間，曾經擊中我心中最柔軟的
是也部分. 《宋詩選注》的句子. 宋詩選注. 對人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好將格選精華。 《詞
入骨髓》的句子 · 詞入骨髓. 聲孩對種只實有些歌詞，深入骨髓，在獨自一人的時候撞擊
我。 《微故出內地.古代奇女子.溫存》的句子. 微故出內地.古代奇女子.溫存.
錢鍾書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圍城」，是一部家喻戶曉的現代文學經典，不但奠定了他在文
學創作的不朽地位，「圍城」更被譽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最有趣且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圍
城」的含義是：「城內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故事發生在1937年的夏天，方鴻漸到
歐洲遊學四年後回到上海，住在已故未婚妻的家中，但因與女博士蘇文紈、.
著作,成書於一六六三年。漬黄' 1 示羲撰。全注、全譯。 13 ^ ^ ^ ^思想雑著,成書於一六九
五年。^ ^ ^ ^ ^ .清顧炎武-清顧炎武撰。全注、全譯。武經七 I 1^二, ^ :齊孫武撰。 . 全注、全
譯。^ 1 X ^ 1 唐宋七言絶句、七言#詩選集,成書! 7 ^ 13 ^ 1 ^ 121 於宋代。宋劉克莊選编。
全注、全譯。 11 宋詩精華錄宋詩選集,成書於現代。近人陳衍選编。
エッセイ・随筆>> 宋詩選注 2 / 銭鍾書の通販なら通販ショップの駿河屋で！ゲーム・古本・DVD・

CD・トレカ・フィギュアなど 通販ショップの駿河屋は、豊富な品揃え！最新から懐かしのレトロゲーム
までなんでもあります！ぜひご利用ください！
因此，检讨“笔记小说”这一概念，对于推进笔记和小说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笔
记小说笔记小说. 《左传》中的楚人引《诗》 王清珍（2·117）. 《登楼赋》测年俞绍初（2·119）.
读《管锥编》、《宋诗选注》献疑王云路（2·122）. 陈独秀与“整理国故” 胡明（2·125）. 学术评
论. “另一类”的贡献. ——读宁宗一《名著重读》及其他任海天（2·128）. 札记.
宋詩選注 2. [書誌情報]. 責任表示: 銭鍾書 著 ／ 宋代詩文研究会 訳注; 出版者: 平凡社;
出版年月日: 2004.6; 請求記号: KK143-H2; 書誌ID: 000007422401. [書誌情報 続き]. 出版地:
東京; 資料形態: 367p 18cm; シリーズ名: 東洋文庫 727; ISBN: 4-582-80727-5; 全国書誌番号:
20637770; 件名: 宋詩 -- 評釈; 標目: 銭, 鍾書 1910-1998
戴君仁：《宋詩選》（1977），三版，台北：華岡出版公司。 錢鍾書：《宋詩選注》（1990），初版，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 吳留良：［清］《宋詩鈔》（1983），台北：世界書局。 鄭騫：《陳簡齋詩集
合校彙注》（1975），初版，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岳飛：《岳忠武王集》［百部叢書集成］
（1965），初版，台北：藝文印書館。 朱敦儒：［宋］《樵歌》（1973），二版，.
一九九二年第七次重印时，钱先生又对注解作了增订，并作为补页附于书末。它的好处
是：把理论性、知识性、趣味性熔于一炉；站得高，见得广，说得透；除完成选注本的一般任
务外，还可以作为文艺理论、诗话和文艺散文来读。
2017年12月8日 . f1第一个参数key表示emit中的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表示reduce的执
行结果，我们可以在f1中对这个结果进行再处理，结果如下：. { "_id" : "曹雪芹", "value" :
{ "author" : "曹雪芹", "books" : "红楼梦" } } { "_id" : "钱钟书", "value" : { "author" : "钱钟
书", "books" : "宋诗选注,谈艺录" } } { "_id" : "鲁迅", "value" : { "author".
2017年11月9日 . 〈感冒的诗〉（第164页）一文中也提到，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没有选大儒
叶适的诗作，反而选了一些小诗人的作品，也有类似的考虑。一花一世界，雅俗皆学问。
〈字的故事〉（第51页）中写到：「草圣张旭苦于书法难以突破艺术瓶颈，有一回观赏了一位
女舞蹈家的表演后，竟然书艺大进，我想他便是从舞蹈的肢体中觉悟了力的.
编辑推荐. 《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初版。其后多次重印或重排，作者均
有所校订。一九九二年第七次重印时，钱先生又对注解作了增订，并作为补页附于书末。
此次重排，我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为底本，将书末补订部分全部排入相应
正文，以方便读者阅读。特此说明。
唐詩と異なる魅力を湛える宋詩。２０世紀中国の泰斗が各詩人を評し、作品を注釈する。…
Pontaポイント使えます！ | 宋詩選注 2 東洋文庫 | 銭鍾書 | 発売国:日本 | 書籍 |
9784582807271 | ローチケHMV 支払い方法､配送方法もいろいろ選べ､非常に便利です！
第二届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方萬全/李有成主編〈經銪)精 600 平 500 中國語文、
哲學說文解字敍講珐:中國文字學導 1 * 1 向 I :編^ 100 說文解卞部&講疏:中國 . II 害^ 200
阇城〈校訂本〉錢^害^ 200 〈3, 4 】寫在人生邊上,入默鬼〈合訂本〉錢鍾齊^ 200 宋詩選 24
〈增訂本〉錢綞^ ^200 1 )狞錐編〈一〉錢錄 1 ^ ^200 2 )符錐編〈二〉錢^.
題名：, 論錢鍾書《宋詩選註》註詩之特色. 書刊名：, 文學前瞻. 作者：, 歐家綺. 出版日期：,
2011. 卷期：, 11. 頁次：, 頁65-77. 主題關鍵詞：, 錢鍾書；宋詩選註；註詩特色. 原始連結：,
連回原系統網址 new window. 相關次數：. 被引用次數:期刊(0) 博士論文(0) 專書(0) 專書
論文(0); 排除自我引用:0; 共同引用:0; 點閱:23.
中国当世学会事情—「中国中世文学国際学術研討会」に参加して—. 日本中国学会『日本
中国学会便り』2004(2)p.7 - 92004年12月-. 蘇軾「元軽白俗」弁. 明治書院『新釈漢文大系季
報』(101)p.1 - 32004年07月-. 〔解説〕銭鍾書と『宋詩選注』. 平凡社東洋文庫722 『宋詩選
注』1p.355 - 3862004年01月-. 黄庭堅與王安石—黄庭堅心中的別一個.
宋诗选注：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
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
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
的，不过，前人占.

. 民族の表象――歴史・メディア・国家―― <U>種村和史</U> 『民族の表象――歴史・メディ
ア・国家――』115-153 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2006/11/10 宋詩選注４（銭鍾書著） <U>
種村和史</U> 161〜215,323〜350 平凡社 2005/04/20 宋詩選注２（銭鍾書著） <U>種村和史
</U> 275-344 平凡社 2004/06/09 宋詩選注１（銭鍾書著） <U>.
2017年12月30日 . 二、《宋诗选注·序》显示出钱钟书广阔的学术视野，这集中体现在两方
面，一是“打通”的精神，一是比较的眼光，这两者互为依存。钱钟书曾说过：“东海西海，心
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的研究既能打通文史哲，又能把中西方文学、文论绾合
在一起，打通四部，破体成文。如其在《序》中引述欧洲文学批评对宋诗的特征.
2017年12月31日 . 钱默存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序《宋诗选注》谓“假如没有何其芳同志、
余冠英同志的批评和王伯祥同志的审订，我在作品的选择和注释里还要多些错误”。一九
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伯祥“看默存《宋诗选注》，以近有人批评为白旗，特细看有何不
妥说法也”。 开会. 文学所的会真多，王伯祥初偶有怨言(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大家网www.TopSage.com. Page 2. 大家网www.TopSage.com. Page 3. 大家网
www.TopSage.com. Page 4. 大家网www.TopSage.com. Page 5. 大家网www.TopSage.com.
Page 6. 大家网www.TopSage.com. Page 7. 大家网www.TopSage.com. Page 8. 大家网
www.TopSage.com. Page 9. 大家网www.TopSage.com. Page 10.
7.5/148-3. 7/286. 7.5/290. 7.22/14-2. /781-8-02. 7.5/253-2. 书名. 水浒全传. 诗经选. 楚辞选.
元曲选(4. 宋诗选注. 论语译注. 史记(4 册. 唐诗选(2. 全宋词(5. 王贵与李. 大堰河. 剑·文
艺. 子夜. 家. 倪焕之. 八月的乡. 臧克家诗. 骆驼祥子. 死水微澜. 雷雨: 四. 万水千山. 创业
史. 花城. 上海的早. 诗词例话. 毛泽东诗. 首. 三家巷. “中外. 作. 传(2 册）.
本書對晏殊、王安石、柳永、歐陽修、秦觀、蘇軾、黃庭堅、楊萬里、陸游、文天祥等八十位
詩人的近三百首宋詩進行注釋。 《宋詩選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初版。其後多
次重印或重排，作者均有所校訂。一九九二年第七次重印時，錢先生又對注解作了增訂，
並作為補頁附於書末。 此次重排，我們以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為.
如马晓斌《〈宋诗选注〉论比喻:钱钟书比喻说研究之二》, 《语言研究》1999年增刊; 向以鲜
《版本传播与选诗态度:关于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一个看法的考辨》, 《四川大学学报》2000
年第3期; 吕明涛、宋凤娣《钱钟书〈宋诗选注〉注释体例探析》, 《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3
期; 李洲良《钱锺书论宋代诗人:读〈宋诗选注〉札记》, 《宁夏大学学报》2001.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古汉语研究》，2003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9期全
文转载。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思考》，《雪泥鸿爪》，中华书局，2003年8月。 《读
〈管锥编〉、〈宋诗选注〉献疑》，《文学遗产》，2003年2期。 《日本汉籍与近代汉语研究举
隅》， 《钱江学术》第一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 《从“声张正义”说.
诗的第二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 . 由
此可见，惠崇的画享誉一时，而《春江晚景》（钱钟书《宋诗选注》作“晓景”）应是他擅长的得
意之作。惠崇原画已经 .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是苏轼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在汴京（今
河南开封）为惠崇所绘的《春江晚景》两幅所写的题画诗。一说此诗作于.
商品名稱：, 宋詩選注(錢鍾書集), 開本：, 2. 作者：, 錢鍾書, 頁數：. 定價：, 45, 出版時間：,
2002-05-01. ISBN號：, 9787108016768, 印刷時間：, 2014-01-01. 出版社：, 三聯書店, 版次：,
1. 商品類型：, 圖書, 印次：, 1. 目錄：. 序柳開塞上鄭文寶柳枝詞王禹□ 對雪寒食村行寇準
書河上亭壁夏日林逋孤山寺端上人房寫望晏殊無題梅堯臣田家陶者.
摘要：<正>十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莳未匝"注解之误》。短文指出钱锺书《宋诗选
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978年重印)中"莳未匝"句的注解有误。短文有幸在《文史杂
志》2003年第6期上发表,随后,得到一位读者不满意见的回应;再后,更有读者当面向我质疑:
钱锺书先生是当代学术权威,其《宋诗选注》是公认的佳作,岂有"硬伤".
2010年1月29日 . 在众多参考资料中，他发现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中，把熙宁五年认定为
1072 年，而在另一本陈迩东注的《苏东坡诗词选中》，熙宁五年被认定为1071年，是一是
二，不知如何取舍。钱先生还有一个观点：苏轼《百步洪》第一首是在描写水波冲泻，许渊
冲在翻译过程中却觉得这首诗不是写“水波”而是写“轻舟”的，心中困惑。

2017年4月10日 . 作者：唐寶民《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是由錢鍾書編撰的一本
解析宋詩的書，成稿於上世紀50年代末。難能可貴的是，此書受當時歷史環境影響不大，
它涵蓋了宋詩研究的方方面面，充分展示出錢氏宋詩學所達到的高度、深度和廣度。
2017年11月18日 . 大概有十年了。写的时候，还没有人谈《宋诗选注》。 关于雪的十首诗
词，宝妈要收藏好了！ 原标题：关于雪的十首诗词，宝妈要收藏好了！ 千山鸟飞绝，万径
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金樽清酒斗十千， 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
写的时候，还没有人谈《宋诗选注》。 最近买的另一本书，是钱锺书的《宋诗选注》。 本来不
想买的，不过转念一想，我 . [2]. 这是睡午觉的情景。要是睡一宿舍上铺的这样写，我会附
耳跟他说一声- 老苏，醒醒，你梦见婊子了！实话说，老苏的梦境比同类的唐诗差很多：.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 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苍苔落绛英。
《宋诗选注》是钱钟书集中的一册，书中收入了宋代诗人柳开、郑文宝、梅尧臣、欧阳修等
人的作品，每部作品除原文外均附有较为详尽的注释。 . 概述/《宋诗选注》 编辑. 《宋诗选
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初版。其后多次重印或重排，作者均有所校订。 《宋诗选
注》图册. 一九九二年第七次重印时，钱先生又对注解作了增订，并作为补.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學者為了適應國家意識形態的強制性改
造，在文學批評的思想原則與學術方法上進行了有意識的調整。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出
版之後，該書的文學評價標準經受了大躍進時期青年學者的激烈批判與資深學者的溫和
肯定；「文革」結束之後錢鍾書回顧了編纂該書的學術得失與歷史心態，反映.
宋詩選注 2 (東洋文庫) 銭鍾書 宋代詩文研究会. 本/雑誌. 宋詩選注 2 (東洋文庫). 銭鍾書
宋代詩文研究会. 3132円. ポイント, 1% (31p). 発売日, 2004/06/28 発売. 出荷目安, メーカー在
庫あり:1-3日 ※出荷目安について. レビューを書く. ゆうメール 送料無料; あと5000円以上で200円
分のボーナスポイント. カートに入れる. ブックマークする.
宋詩選注〈2〉 (東洋文庫) on Amazon.com. *FREE* shipping on qualifying offers.
朱熹：觀書有感二首. 其一. 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
源頭活水來。 其二. 昨夜江邊春水生，. 蒙衝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
在行。 一．題解要點：. （一）. 1出處：朱文公全集. 2體裁：七言絕句. 3主旨：哲理詩。作者借
塘水闡明讀書窮理的重要。 4內容：全詩從字面上理解，是一首景致清新的.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
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 . 2.但也跟眼前的新天地交汁渗透。 3.美洲的发现、
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 4.在那位朋友的家中，却有一个乐谱
的新天地。 5.自助餐是餐饮业迅速开拓发展的新天地，它给消费者带来新.
2017年6月17日 . 白云回望合发表于2017-6-17 16:51 我在公共图书馆借阅过，真的无甚可
观，宋诗本就文采缺缺，选材又受时代约束，束搏得厉害，阅后大为失望. 文采缺缺? 回复.
举报. wkycw · wkycw 当前离线. 注册时间: 2017-6-2; 最后登录: 2017-9-30; 在线时间: 33
小时; UID: 12637204; 帖子: 64; 精华: 经验: 69; 人气: 77.
唐詩とは異なる魅力を湛える宋詩。２０世紀中国の泰斗が各詩人を評し、作品を注釈する。宋詩
の真髄を味読できるアンソロジー、待望の邦訳。第２巻は、いよいよ蘇軾（東坡）から。
2017年4月7日 .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由钱钟书编撰的一本解析宋诗的
书，成稿于上世纪50年代末。难能可贵的是，此书受当时历史环境影响不大，它涵盖了宋
诗研究的方方面面，充分展示出钱氏宋诗学所达到的高度、深.
2017年8月31日 . Plain Text1234>. 同情と配慮のレトリック――戴震『毛詩補傳』に見られる嚴粲
詩經學の影響――. TANEMURA KAZUFUMI. 『日本宋代文學學會報』 (3) 25-51 May 2017
[Refereed][Invited]. 振り捨てきれない遺産――戴震『毛鄭詩考正』における宋代 . 宋詩選注２
（銭鍾書著）. TANEMURA KAZUFUMI (Part:Joint Work,.
槐聚诗存是钱钟书的作品,属于中国现代名著分类，为免费txt下载及全文在线阅读， 最新
章节为：槐聚诗存_第2章，《槐聚诗存》是著名学者钱锺书（即“钱钟书）先生的一 . 《钱钟书
集》含十种十三册，计有《谈艺录》、《管锥编》、《围城》、《宋诗选注》、《七缀集》、《槐聚诗

存》、《石语》、《人&middot;兽&middot;鬼》、《写在人生边上》和《人生边上的.
2017年4月9日 . 《宋诗选注》跟常见的诗选相比有三个很不同的地方：一是开篇的对诗的一
个综述，评价了宋诗在中国古诗中的地位，高屋建瓴，驳斥了一些对于宋诗的偏见，提出
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二是诗前为诗人们写的小传，钱老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的熟悉让他
可以对每位诗人都给出恰如其分的点评，常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个诗人的.
有长篇小说《围城》，中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
上》，诗集《槐聚诗存》，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等。 . 自注道此。先生
诗学诗格皆近方虚谷，时人不知有《桐江集》，徒以其撰诗话，遂拟之随园耳。 其二（近现
代·钱钟书） 五言律诗押真韵. 八闽耆旧传，近世故殊伦。蚝荔间三绝，严高后.
事之功过，如钱钟书《宋诗选注》说他“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 . 二. 先来看王荆公诗之“奇
峻”：识见出奇，严正而不同凡俗。 荆公少以意气自许，“专好与人立异，其性然也。”（清赵
翼《瓯. 北诗话》续卷十一）可见荆公其人性好求立异出奇。 . 正而不同凡俗；二曰“冷峻”，
大量理性严肃的议论入诗；三曰“沉峻”，看似闲逸，实则把深沉遥寄。
钱钟书集(第2版/10册合售) · 钱钟书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10/01 中文
書 ＞ 簡體書 ＞ 文學。 9折, 優惠價：5,841元 無庫存無法銷售. 包括下列十種著述：《談藝
錄》、《管錐編》、《宋詩選注》、《七綴集》、《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
上的邊上》、《石語》、《槐聚詩存》，均據作者的自存本做了校訂，也將作者.
读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一）——贺铸小传先把钱先生写的贺铸小传抄在下面：贺铸（一
○六三～一一二○）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卫州人，有“庆湖遗老集”。在当时不属“苏门”而
也不入江西派的诗人里，他跟唐庚算得艺术造诣最高的两位。他是.
宋詩選注 ２/銭鍾書/宋代詩文研究会」の通販ならLOHACO（ロハコ）！ ミネラルウォーター、お
茶、ティッシュ、おむつなどの日用品から、掃除機、冷暖房器具などの生活家電まで、アスクル個人
向け通販ならLOHACO（ロハコ）。翌日以降お届け、1900円以上で基本配送料無料です。
2010年8月18日 . 卖弄二：钱锺书说在柳开的专著《河东集》里只保存了三首诗，偏偏遗漏
了他的名作，就是钱锺书在《宋诗选注》里选的这第一首，呵呵。 卖弄三：他提到这首诗的
出处，之后告诉大家当时有人根据诗意画了画，在杨慎（明代状元，三国演义卷首诗的作
者，陈安注，嘿嘿）的《升庵外集》里提到过此事。 卖弄四：鸣骹有作”鸣（骨加.
2017年8月20日 .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说：“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
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 . 二．诗中故乡. 诗中故乡，是我在看到王禹偁的《村行》
中想到的，我一直觉得，农村才是大自然的亲生儿子，它身上保留着大自然的属性，它让
在城市漂泊了许久的寂寥的心有了个归宿，让在官场失意的诗人有个.
2006年2月14日 . 宋詩概説』吉川幸次郎（岩波文庫）は、３３０頁ほどの手頃なサイズだが、なか
なか一日二日で読みきれるような手軽さはない。わたしはほぼ１週間くらい読み上げるのにかかった
のだが、前回書いたような宋の歴史を多少頭に入れて読むと、これがじつに面白い。 宋詩といえば、
銭鍾書の『宋詩選注』が東洋文庫から４巻で出て.
2017年12月8日 . 將每位作者的書列出來，如下： var map=function()

{emit(this.name,this.book)} var reduce=function(key,value){return value.join(',')} var
options={out:"books"} db.sang_books.mapReduce(map,reduce,options); db.books.find(). 結
果如下： { "_id" : "曹雪芹", "value" : "紅樓夢" } { "_id" : "錢鍾書", "value" : "宋詩選注,.
首先考察二十世纪宋诗学的发展，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宋诗选本编纂的诗学背景。然
后分别探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宋诗选本的编纂特点。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宋诗选本的编纂，受时代背景影响明显，以《宋诗选注》为典型。同时，对《宋诗选
注》的体例特征、研究史及选本价值进行分析。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
JUSTIN也在問請我幫忙收集資料！我有去遍尋各大購物網站yahoo奇摩購物、momo購
物、博客來、PChome、7Net搜尋優惠價格!網路價格隨時會異動,請以原網購平台資料為
準！最近有些網友在問宋詩選注哪裡買最便宜?網友也都知道在定價和售價會有一定的
差距,宋詩選注也有些網路上部落客的評價可以參考.我最近也在找宋詩選注.
2015年3月17日 . 诚然，很多古诗描写到这种现象，例如柳宗元《田家》第二首、张籍《山农

词》、元稹《田家词》、聂夷中《咏田家》等等，可是它们不属于田园诗的系统。梅尧臣的例可
以说明这个传统的束缚力；上面选了他驳斥“田家乐”的《田家语》④，然而他不但作了《续
永叔〈归田乐〉》⑤，还作了《田家四时》⑥，只在第四首末尾轻描淡写地说.
ｆ . 解读的可能。 而从宋诗研究的角度来审视《 谈2 ｍ. ＾ｃ ＾ ＾＜＾ 5 ：. 录》. 无疑是－ 个重
要的视角，. 甚或说《 谈艺录》. ［ 他］. 就有了一. 1. 魄，. 以为我喜. 宋诗。 ” 这种. 可以看作
－ 部“ 宋调” －脉的艺术展开论。 嚇的态度也似在表达自己对宋诗“ 无偏嗜” 。 在 . 《 宋
诗选注？ 序》. 中钱先生更是集中批驳了宋诗的..
本页面最后修订于2017年8月2日(星期三) 13:39。 本站的全部文字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
式共享3.0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请参阅使用条款） Wikipedia®和维
基百科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维基™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商标。 维基媒体
基金会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记的501(c)(3)免税、非.
《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9月),頁298-299。.註29:夏志清:〈重會錢鍾書紀
實〉,《新文學的傳統》(台北: . 註34:水晶:〈侍錢拋書雜記---兩晤錢鍾書先生〉,《明報月刊》第
14卷7 期(1979年1月)頁35-41,《錢鍾書研究》第二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11月),頁
312-328。.註35:莊因〈錢鍾書印象〉,《聯合報副刊》(1979年6月5日);〈.
宋诗选注. 钱钟书. 豆瓣评分8.8. 二手价￥22.505 折 · 黑夜飞行. 苗炜. 豆瓣评分7.8. 二手
价￥11.204 折 ·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豆瓣评分8.9. 二手价￥44.005 折 · 创意市集2·玩心大
发. 王怡颖. 豆瓣评分7.6. 二手价￥8.403 折 · 傅译传记五种. 傅雷. 豆瓣评分9.0. 二手价
￥19.604 折 · 香港味道2. 欧阳应霁. 豆瓣评分8.1. 二手价￥31.808 折.
2016年8月21日 . [摘要]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提出：阅读前人诗歌选集时
应有保留，因其选集大多比较草率，比如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合编的《宋诗钞》所选的刘克
庄诗作，只选了刘氏前十六卷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的作品一首也没有选录。本文考
察了刘克庄集子在宋元明清之际的流传情况，结论是：吴吕二人未选刘氏.
2017/18 第二學期(2018 年1 月15 日至4 月21 日). 科目編號. CC5302 . (2) 中國韻文之基：
《詩經》與《楚辭》的形式、內容及影響. (3) 《詩經》名篇欣賞 . 錢鍾書：《宋詩選注》。香港：天
地圖書，1990。 12. 陳達凱：《宋詩選》。香港：中華書局，2000。 13. 朱古微輯，唐圭璋箋註：
《宋詞三百首箋》。台灣：北一出版社，. 1971。 14. 劉坡公：《學詩百.
我一般不买选本，而喜欢买全集。一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说，资料越丰富越好；二是选注
本质量多不太高，往往是图方便，随意选的，你想看的，它不见得选，你不想看的，它倒选
了许多；注释多半是词典的转移，对我这个爱查词典的人来说，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钱
鍾书《宋诗选注》，久闻大名，但从来不曾想到要买它。近年来，这本书实在叫.
京东JD.COM图书频道为您提供《宋诗选注（简体版）》在线选购，本书作者：，出版社：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买图书，到京东。网购图书，享受最低优惠折扣!
2003年6月12日 . 在引人注目的《宋詩選注·序》裡，錢鍾書對宋代詩歌作了總體概觀之后，
提出了著名的六條“去取的標准”： 1、押韻的文件不選﹔2、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
也不選﹔3、大模大樣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4、把前人的詞意改頭換面而絕無增進的
舊貨充新也不選﹔5、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勻稱的不選﹔6、當時傳頌而.
8 Dec 2017本期节目主要内容： 从年少时期横扫清华图书馆到遍读牛津大学“饱蠹楼”的藏
书，钱 钟书的一生几乎都 .
2012年7月8日 . 第十三課宋詩選. (一) 寄黃幾復 黃庭堅(二) 觀書有感 朱熹(三) 書憤 陸游.
(一) 寄黃幾復 黃庭堅. 一、寫作背景. 黃庭堅與黃幾復交誼深厚，不但是同鄉好友，又是同
科進士。在英宗治平三年（西元一○六六年），即黃庭堅中進士前一年起，已彼此唱和。後來
黃幾復在嶺南作官，彼此仍有詩文往來。神宗元豐七年（西元一○八.
要梳理錢先生的美學思想“肇端于《談藝錄》,發揚于《宋詩選注》,集大成于《管錐編》”這一
流程,難度確實很大。特別是《談藝錄》部分,當時只有開明書店出的舊版,字很小又是連排,
讀起來十分不易,又沒有什麼現成的參考資料;所以當我把論文的第一部分交給鄭先生審
看時,心裡頗有些惴惴不安。一星期後,鄭先生召集了我們四個研究生開了一個.
商品備註. 物品狀況： 全新; 物品所在地： 中國大陸; 上架時間： 2018-01-10 05:55:58; 買家

下標限制： 評價總分必須≧ 0分，其中差勁評價＜ 2 分，近半年棄標次數≦ 2 次; 物品開
始價格： 325元; 可能會提前結束販售.
2017年12月9日 . 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
抽象来跟表情参照，从分离正在他著做里的诗文评看来，【3】古代里的楼阁常常是红颜
色，黑笨尔《哲学系统》第一部第二分第一百五十八节又《美学课本》第三部第三分第二章
（留念版《黑笨.
《宋诗选注》（钱钟书）这本书在手边也翻了很久了，写一个小结，告一段落。 我觉得读诗
选一个好的注本还是很重要的，告诉你当时的时代背景，诗句的来源，以前人们写过什么
样类似的景色，用过什么样仿佛的句式。——当然有的注本也过分了，几乎一字一句都有
来由有出处，就好. (展开). 46 2 13回应 收起. 船山顶上草 2007-04-04.
2、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3、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
文雜誌） 4、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5、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
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
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6、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
2009年12月1日 . 二. 一九五一年，陈寅恪出版了他的《元白诗笺证稿》，这部书标志着以诗
证史的诗学研究新范式的成熟。大致而言，在三类学人那里引起不同的反响。一类是唐史
学家，他们评价甚高，着眼于新材料中发现的新史识。一类是文史学者， . 钱钟书一九五
八年撰成《宋诗选注》，这本书的影响比前者大得多。《序言》里，有一段.
一、引言錢鍾書是二十世紀中國學院派學者的典型,其思想觀念的變動鮮明反映了時代風
氣的影響。考察《宋詩選注》的成書過程以及當時的批判言論,可以弄清楚錢鍾書受當時哪
些批評規範的影響,從而釐清到底哪些觀點遵循了當時的批評標準,哪些觀點又勉為其難
進行了折中的妥協。瞭解錢鍾書文學批評思想的時代烙印,理解一個學者在.
2,3,4の訳注者: 内山精也, 種村和史, 保苅佳昭, 三野豊浩, 矢田博士原著(中国古典文学読
本叢書, 1958.9初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を全訳し, 4分冊したもの底本: 「大学生必読叢書」
(2002.1 第2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宋詩関連年表: 4 p323-350. 著者標目, 銭, 鍾書(1910-) <
セン, ショウショ> <qian, zhong shu> 宋代詩文研究会 <ソウダイ シブン.
正版現貨宋詩選：註音朗讀版超美的兒童國學啓蒙讀物即掃即讀錢鍾書《宋詩選注》精選
79首宋詩+現代山水畫大家傅抱石插畫. 乾錦圖書專營店. 宋詩選注錢鍾書錢鍾書集書籍
正版現貨全新. ¥ 27 30天銷量: 2.
トップ · 銭 鍾書; 宋詩選注〈2〉 (東洋文庫). 宋詩選注〈2〉 (東洋文庫). 銭 鍾書 · twitter ·
facebook · google · 宋詩選注〈2〉 (東洋文庫). 本の詳細. 登録数: 1登録; ページ数: 367ページ.
Amazon 詳細ページへ. 銭 鍾書の関連本. 9. 結婚狂詩曲―囲城〈上〉 (岩波文庫) · 銭 鍾書.
登録. 25. 結婚狂詩曲―囲城〈下〉 (岩波文庫) · 銭 鍾書. 登録. 17.
2015年3月16日 . 欧阳修.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
士，庐陵人，有《文忠集》。他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
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梅尧臣和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的作用，可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对字
句和音节的感性，都在他们之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