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诗词全新对照译文》

馆藏索书号

A841.4

Z234

基本信息：张友平, 张静思著.红旗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本书对毛泽东从 1915 年 5 月写的《五古挽易

昌陶》至 1973 年 8 月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共

72 篇诗词，分别依次给出写作背景、作者自注和口头解

释、对照译文、译文品赏、字词句典诠释、中心思想和

写作特点。力求做到翻译准确，思想性强，意境真切，

文字优美，可读性强。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满

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进*诗词研究与普及不断创

新有着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

馆藏索书号

A841.4

W928

基本信息：主编吴正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本书全书四十七万字，近百幅插图；它分为

诗词原作、注释、考辨、赏析四个板块，立体、全面地

向读者展现了毛泽东诗词作品的光彩。该书收入毛泽东

诗词总量多达七十八首，纳入了现在已经公开披露并经

严谨考证的所有毛泽东诗词，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诗词集》还多收入十一首,首次公布部分毛泽

东诗词手迹；故而说它是收录毛泽东诗词非常完备的一

个版本。该书注释兼顾不同文化程度读者的需要，详细

准确，对所有典故，包括语典和事典，力求注明出处和

注出原文；对难懂的或解读有分歧的诗句，增加了串讲。

该书考辨对诗词本身、产生背景、手稿版本等进行了周

密的梳理，提供了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新线索、新思路。

赏析部分均由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内专家撰文，系统地

向读者解读、剖析了毛泽东诗词的深层含义。

《唐诗鉴赏辞典:纪念版 》

馆藏索书号

I207.227.42

Y795

基本信息：俞平伯 等撰写.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本书是国内文艺类鉴赏辞典的发轫之作。它

首创的融文学赏析和工具书于一体的编写体例，已成为

中国文学鉴赏辞典的固有模式。《唐诗鉴赏辞典》共收

唐代 190 多位诗人诗作 1100 余篇，由萧涤非、程千帆、

马茂元、周汝昌、周振甫、霍松林等古典文学专家撰写

赏析文章。所收唐诗作品面广，各种艺术流派的诗篇兼

收并蓄，较全面地展现了唐诗绚丽多彩的艺术风姿。全

书约 230 万字。另配有唐代诗人年表、唐诗书目、诗体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161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802652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3165


诗律等多种附录，是文学爱好者的*读物。新一版对全书

的版面、版式、字体、字号、封面进行重新设计，使版

面更加赏心悦目。

《三曹诗选英译 》

馆藏索书号

H319.4:I222

H329

基本信息：(美) 吴伏生, (英) 格雷厄姆·哈蒂尔编译.

商务印书馆，2016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了建安时期文学代表人物曹氏父子

—— 曹操、曹丕、曹植的经典代表性作品约八十首, 包

括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秋胡行》

《清河行》、曹植的《赠王粲》《七步诗》等, 由吴伏生

和Graham Hartill一中一外两位译者用素体自由诗的形

式合作翻译。

《杜甫诗选 》

馆藏索书号

H319.4:I222

D818

基本信息：(唐) 杜甫著.外文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 20 多年

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

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

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

“诗史”。

《中国新诗百年志,作品卷》

馆藏索书号

I226.1

Z662(1)1

基本信息：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编.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中国新诗百年志》丛书主要内容为汇集

1917-2016 年 100 年间的优秀新诗及诗歌理论, 由中国

作家协会诗刊社负责组织业内权威专家学者选拔、组稿,

权威性强, 具有重要社会价值。本书为《中国新诗百年

志·作品卷》, 主要为 1917 年新诗诞生以来的优秀诗人

及其代表作品, 内容积极向上, 文字优美、语言富有感

染力, 代表了中国新诗诞生、发展一百年间创作的最高

水平。

《天津百年新诗》

馆藏索书号

I226

Q31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954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262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378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2367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23678


基本信息：主编乔富源, 罗振亚.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现当代诗歌选集。全书共集诗人

234 家, 诗作 389 首。是对天津百年新诗创作与发展的

一次历史性集结, 是对几代天津诗人、出版界不辱使命

和辛勤耕耘的历史性褒奖。诗选将以其更为完整的诗人

阵容、更具代表性的诗人作品, 成为一部内容丰富、史

料翔实的天津诗歌史鉴。

《诗歌百年经典:1917-2015》

馆藏索书号

I226

L135

基本信息：李朝全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文学会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或者应该是

怎样的。读好的作品，使人内心纯净、人品贵重、奋发

向上。本书收入 1917 年以来胡适等人的诗歌精品。这些

作品大多经过时间的风雨淘洗，凿璞见玉、磨砺生光，

给读者以智的超越、情的陶冶。每一篇都附有评析文字，

引导读者进一步体味作品的精粹，尤其是文学习作者难

得的参考书。

《时代:艾青诗选》

馆藏索书号

I227.1

A345

基本信息：艾丹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艾青在 30 年代初走上诗坛，他作品深沉而忧

郁的抒情风格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注意。抗战爆发后，艾

青事实上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中期，可以称之为“艾青的时代”，他的创作不仅

开了一代诗风，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乃至 40 年代后

期的诗界。

本书由艾丹从艾青几百首诗作中精心选编 50 首而

成，并收录了艾青从未面世的 20 幅绘画，在内容、编排

上都十分讲究，展示了艾青一生的创作精华。

《百年新诗选》

馆藏索书号

I226

H415(1)

基本信息：洪子诚 [等] 编选.三联书店，2015

内容简介：本书分上下两卷。共收入大陆、台湾和香港

等地域的一百一十位诗人的作品，诗选按照诗人生年顺

序排列，以 1949 年为界分上、下卷的收录范围。同时将

诗人的生平、创作历程和艺术特点等内容作为简要的

“导读”部分。。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0555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482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1584


《2017 中国诗歌年选》

馆藏索书号

I227

X738-17

基本信息：徐敬亚, 韩庆成编选.花城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中，诗歌传统媒体和诗歌新媒体齐头并

进，选稿阵地囊括了报纸、杂志、诗集、民刊、网站、

论坛、网刊、博客、微信等载体，试图在全媒体视域下，

对中国年度诗歌进行抽样呈现。

编辑体例上本书以中国行政区域（省、自治区、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分卷排列，排列顺序借用中央气象台天气

预报所采用的序列。每卷收录的诗人，按照拼音排序，

因此有可能重要的诗人往往排在了后面。文本面前理应

人人平等，按自然排序而不是既往重要性排序，以及每

位诗人均只选一首诗，是文本平等的体现。而只唯文本，

似乎是此诗歌年度选本的应有之意。

《张充和诗文集》

馆藏索书号

I712.25

Z082

基本信息：白谦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内收张充和先生从少年到晚年的散文小

品、小说数十篇，作者的文笔通常很简洁，散文小说的

总字数约在八九万字。诗词 150 余首，她的诗词基本以

旧体诗词为主。这本《诗文选》（或称《诗文集》）是海

内外第一次系统蒐集合编作者毕生创作的诗歌、散文和

小说作品集。蒐集、合编的过程漫长，经过两代数人之

手，最后在 2011 年，由作者亲自授权给白谦慎先生完成

她的心愿。

《台湾现代诗选》

馆藏索书号

I227

L252A

基本信息：李少君, 陈卫主编.现代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本书系统呈现了台湾现代诗歌的代表诗人和

佳作，收录了纪弦、痖弦、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

彭邦桢等 65 位诗人的 230 余首诗作。

《穿越火焰》

馆藏索书号

I712.25

R323

基本信息：卢·里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800949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303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21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45617


内容简介：本书为两册，一册中文版，一册英文版。内

容涉及专辑包括他在“地下丝绒”乐队时期的 7张，以

及离开“地下丝绒”后的 23 张专辑，时间跨度长达三十

多年，既完整地展示了这位伟大歌手的创作全貌，也使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对美国社会现实与通俗文化有一定的

认识。

《雪莱经典诗选》

馆藏索书号

H319.4:I
S545

基本信息：(英) 雪莱著.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从雪莱的诗集中精选若干名篇，充分地

展现了雪莱作品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诗歌技巧。雪莱

是英国 19 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共代表作《赞智力

美》、《勃朗峰》、《致大法官》等，让你的力量，就像把

自然的真谛在我无为的青春时间向我揭示，把安详和镇

定给予我生命的进取期，赐给这崇拜者吧，他崇拜你，

也崇拜包含有你的一切形体，哦，美的精灵，是你的魅

力使他畏惧他自己，然而热爱着全人类。

《月光的合金:露易丝·格丽克诗集》

馆藏索书号

I712.25

G567

基本信息：(美) 露易丝·格丽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格丽克的诗长于对心理隐微之处的把握，早

期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后来的作品则通过人神对质，

以及对神话人物的心理分析，导向人的存在根本问题，

爱、死亡、生命、毁灭。自《阿勒山》开始，她的每部

诗集都是精巧的织体，可作为一首长诗或一部组诗。从

《阿勒山》和《野鸢尾》开始，格丽克成了“必读的诗

人”。

本书收录了格丽克的四本诗集，《野鸢尾》（普利策

诗歌奖）、《草场》、《新生》（《纽约客》诗歌图书奖）、《七

个时期》（普利策诗歌奖短名单），均为成熟期的重要作

品。

《金斯堡诗全集》

馆藏索书号

I712.25

G493(1)

基本信息：Allen Ginsberg.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5043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113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8008923


内容简介：本书共三卷，收录了艾伦·金斯堡毕生创作

的全部诗歌作品，横跨半个世纪（1947-1997），是中文

世界出版的首部金斯堡诗歌全译本。上卷和中卷为《空

镜子》、《嚎叫》、《卡迪什》、《美国的陨落》等十部诗集

的合集（1947-1980），由诗人生前亲自参与编辑并撰写

作者前言；下卷为《白色尸衣》、《四海问候》、《死亡与

名望》三部诗集的合集（1980-1997），由金斯堡的友人

们编辑并撰写前言和后记。

《毕加索诗集》

馆藏索书号

I551.25

P586

基本信息：(西班牙) 巴勃罗·毕加索著.译林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艺术鬼才跨界创作精神内核、艺术思维以文

字呈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立体主义大师巴勃罗?毕加

索诗歌首次中文出版著名翻译家余中先倾情献译大师手

稿原貌呈现理解毕加索，从《毕加索诗集》开始

《荒原:艾略特诗选》

馆藏索书号

I561.25

E42A

基本信息：(英) T.S.艾略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荟萃了艾略特生平创作的诗歌，共计二

十首。这些诗歌主题集中，影响深远，在二十世纪的诗

歌领域首次提出信仰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人的集体困境

等问题。一方面充满失望情绪，另一方面也深怀讽刺性

和建设性，比较集中地展示了艾略特的诗歌风格。

《你可曾向往诗和远方》

馆藏索书号

H319.4:I12

N960(1)

基本信息：暖小昕编译.宁波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百余篇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内容

包括《爱的哲学》、《我悄悄走过》、《你像一朵花儿》、

《我喜欢你沉静》、《回回声》、《不要再问我》、《真

正的爱》、《我为美而死》等。

《英诗三百首:英汉对照》

馆藏索书号

H319.4:I106

G527

基本信息：顾子欣编译.线装书局，201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321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1637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5405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47053


内容简介：英语诗歌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翻译

家顾子欣搜集上起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下讫英美现代

派诗歌 300 余首，并对诗中语言难点加有注释，对各种

诗体作了介绍。本书为英汉对照阅读选本，《英诗三百首

（英汉对照）》的出版，不但能够帮助我国读者提高英语

修养，而且一定会在我国诗歌爱好者的心上引起愉快和

共鸣。

《人间、地狱和天堂之歌:世界摇滚乐歌

词集》

馆藏索书号

H319.4:I12

L285

基本信息：李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是国内著名乐评人李皖尽心搜集整合的

世界摇滚乐歌词集。全书共分六辑，以中英对照的形式

罗列了鲍勃·迪伦、滚石、甲壳虫、大门、涅槃、小野

洋子、平克·弗洛伊德等诸多鼎鼎有名的歌手和乐队的

传世之作，准确流畅的译文有如一首首凝练隽永的音乐

诗歌，让热爱摇滚的读者回味无穷。此书精装，以海量

的歌词堪称一部世界摇滚乐经典鉴赏辞典，具有无与伦

比的文化魅力。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馆藏索书号

H319.4:I

B996(25)

基本信息：(英) 莎士比亚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作为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

被誉为“时代的灵魂”、“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

“不只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全世纪”。他的十四行诗在

其全部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大约创作于 1590 年至 1598

年之间，其诗作的结构技巧和语言技巧极高，每首诗都

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其全部 154 首诗都集中歌颂了爱情、

友谊与真善美。在英国乃至世界十四行诗的创作中，莎

士比亚十四行诗是一座高峰，当得起空前绝后的美称。

《雪莱诗选:精装版》

馆藏索书号

H319.4:I

B996(27)

基本信息：(英) 雪莱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0591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0591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5377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53776


内容简介：本书从雪莱的诗集中精选若干名篇，充分地

展现了雪莱作品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诗歌技巧。其中，

《西风颂》更是国内读者最熟悉的外国浪漫主义诗歌之

一。本书的中文部分选用了国内大获好评的江枫译本，

译者江枫获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译文浪漫动人，带读

者领略雪莱诗中的浪漫与美。

《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选》

馆藏索书号

I351.25

T128

基本信息：(印度) 泰戈尔著.上海三联书店，2015

内容简介：本书是泰戈尔的诗歌选集，收录了《故事诗

集》、《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采

果集》、《游思集》、《爱者之贻》、《渡口》、《再次集》、《叶

盘集》、《边沿集》、《病榻集》、《生辰集》等十四个诗集，

可以说代表了泰戈尔诗歌创作的所有精华和最高成就。

其中《吉檀迦利》是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飞

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在中国家喻户晓，其他

诗集也代表了泰戈尔不同时期的不同创作风格。

《英国诗选》

馆藏索书号

I561.2

W483

基本信息：王佐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本书由集中国现代诗人与英诗研究权威于一

身的王佐良教授主编，将上起古英语时期的史诗，中经

中古英语时期的故事诗，一直到近代英语时期一千五百

年的英国诗歌尽收眼底。毫无疑义，《英国诗选》是迄今

为止由国内专家编选的规模最大、涉及年代最长、选篇

最有代表性、译本也最为权威的英诗选本。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1736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5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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