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书名
	版权
	昭明太子萧统像
	书影
	前言
	总目
	第一册
	文选序
	文选卷第一
	文选卷第二
	文选卷第三
	文选卷第四
	文选卷第五
	文选卷第六
	文选卷第七
	文选卷第八
	文选卷第九
	文选卷第十

	第二册
	文选卷第十一
	文选卷第十二
	文选卷第十三
	文选卷第十四
	文选卷第十五
	文选卷第十六
	文选卷第十七
	文选卷第十八
	文选卷第十九
	文选卷第二十

	第三册
	文选卷第二十一
	文选卷第二十二
	文选卷第二十三
	文选卷第二十四
	文选卷第二十五
	文选卷第二十六
	文选卷第二十七
	文选卷第二十八
	文选卷第二十九
	文选卷第三十

	第四册
	文选卷第三十一
	杂拟下
	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一首&袁阳源
	效古一首&袁阳源
	拟古二首&刘休玄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王僧达
	拟古三首&鲍明远
	学刘公干体一首&鲍明远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鲍明远
	效古一首&范彦龙
	杂体诗三十首并序&江文通


	文选卷第三十二
	骚上
	离骚经一首&屈平
	九歌四首&屈平


	文选卷第三十三
	骚下
	九歌二首&屈平
	九章一首&屈平
	卜居一首&屈平
	渔父一首&屈平
	九辩五首&宋玉
	招魂一首&宋玉
	招隐士一首&刘安


	文选卷第三十四
	七上
	七发八首&枚叔
	七启八首并序&曹子建


	文选卷第三十五
	七下
	七命八首&张景阳

	诏
	诏一首&汉武帝
	贤良诏一首&汉武帝

	册
	册魏公九锡文一首&潘元茂


	文选卷第三十六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任彦升

	教
	为宋公脩张良庙教一首&傅季友
	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一首&傅季友

	策秀才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王元长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王元长
	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任彦升


	文选卷第三十七
	表上
	荐祢衡表一首&孔文举
	出师表一首&诸葛孔明
	求自试表一首&曹子建
	求通亲亲表一首&曹子建
	让开府表一首&羊叔子
	陈情表一首&李令伯
	谢平原内史表一首&陆士衡
	劝进表一首&刘越石


	文选卷第三十八
	表下
	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一首&张士然
	让中书令表一首&庾元规
	荐谯元彦表一首&桓元子
	解尚书表一首&殷仲文
	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一首&傅季友
	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一首&傅季友
	为齐明皇帝作相让宣城郡公第一表一首&任彦升
	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任彦升
	为萧杨州作荐士表一首&任彦升
	为褚谘议蓁代兄袭封表一首&任彦升
	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任彦升


	文选卷第三十九
	上书
	上书秦始皇一首&李斯
	上书吴王一首&邹阳
	于狱中上书自明一首&邹阳
	上书谏猎一首&司马长卿
	上书谏吴王一首&枚叔
	上书重谏吴王一首&枚叔
	诣建平王上书一首&江文通

	启
	奉答？示七夕诗启一首&任彦升
	为卞彬谢脩卞忠贞墓启一首&任彦升
	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一首&任彦升


	文选卷第四十
	弹事
	奏弹曹景宗一首&任彦升
	奏弹刘整一首&任彦升
	奏弹王源一首&沈休文

	牋
	答临淄侯牋一首&杨德祖
	与魏文帝牋一首&繁休伯
	答东阿王牋一首&陈孔璋
	答魏太子牋一首&吴季重
	在元城与魏太子牋一首&吴季重
	为郑冲劝晋王牋一首&阮嗣宗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牋一首&谢玄晖
	到大司马记室牋一首&任彦升
	百辟劝进今上牋一首&任彦升

	奏记
	奏记诣蒋公一首&阮嗣宗



	第五册
	文选卷第四十一
	书上
	答苏武书一首&李少卿
	报任少卿书一首&司马子长
	报孙会宗书一首&杨子幼
	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一首&朱叔元
	论盛孝章书一首&孔文举
	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一首&陈孔璋


	文选卷第四十二
	书中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一首&阮元瑜
	与朝歌令吴质书一首&魏文帝
	与吴质书一首&魏文帝
	与锺大理书一首&魏文帝
	与杨德祖书一首&曹子建
	与吴季重书一首&曹子建
	答东阿王书一首&吴季重
	与满公琰书一首&应休琏
	与侍郎曹长思书一首&应休琏
	与广川长岑文瑜书一首&应休琏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一首&应休琏


	文选卷第四十三
	书下
	与山巨源绝交书一首&嵇叔夜
	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一首&孙子荆
	与嵇茂齐书一首&赵景真
	与陈伯之书一首&丘希范
	重答刘秣陵沼书一首&刘孝标

	移
	移书让太常博士一首并序&刘子骏
	北山移文一首&孔德璋


	文选卷第四十四
	檄
	喻巴蜀檄一首&司马长卿
	为袁绍檄豫州一首&陈孔璋
	檄吴将校部曲文一首&陈孔璋
	檄蜀文一首&锺士季

	难
	难蜀父老一首&司马长卿


	文选卷第四十五
	对问
	对楚王问一首&宋玉

	设论
	答客难一首&东方曼倩
	解嘲一首并序&杨子云
	答宾戏一首并序&班孟坚

	辞
	秋风辞一首并序&汉武帝
	归去来一首&陶渊明

	序上
	毛诗序一首&卜子夏
	尚书序一首&孔安国
	春秋左氏传序一首&杜元凯
	三都赋序一首&皇甫士安
	思归引序一首&石季伦


	文选卷第四十六
	序下
	豪士赋序一首&陆士衡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首&颜延年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首&王元长
	王文宪集序一首&任彦升


	文选卷第四十七
	颂
	圣主得贤臣颂一首&王子渊
	赵充国颂一首&杨子云
	出师颂一首&史孝山
	酒德颂一首&刘伯伦
	汉高祖功臣颂一首&陆士衡

	赞
	东方朔画赞一首并序&夏侯孝若
	三国名臣序赞一首&袁彦伯


	文选卷第四十八
	符命
	封禅文一首&司马长卿
	剧秦美新一首并序&杨子云
	典引一首并序&班孟坚


	文选卷第四十九
	史论上
	公孙弘传赞一首&班孟坚
	晋纪论晋武革命一首&干令升
	晋纪揔论一首&干令升
	后汉书皇后纪论一首&范蔚宗


	文选卷第五十
	史论下
	后汉书二十八将论一首&范蔚宗
	宦者传论一首&范蔚宗
	逸民传论一首&范蔚宗
	宋书谢灵运传论一首&沈休文
	恩倖传论一首&沈休文

	史述赞
	汉书述三首&班孟坚
	后汉书光武纪赞一首&范蔚宗



	第六册
	文选卷第五十一
	论一
	过秦论一首&贾谊
	非有先生论一首&东方曼倩
	四子讲德论一首并序&王子渊


	文选卷第五十二
	论二
	王命论一首&班叔皮
	典论论文一首&魏文帝
	六代论一首&曹元首
	博弈论一首&韦弘嗣


	文选卷第五十三
	论三
	养生论一首&嵇叔夜
	运命论一首&李萧远
	辨亡论上下二首&陆士衡


	文选卷第五十四
	论四
	五等诸侯论一首&陆士衡
	辨命论一首并序&刘孝标


	文选卷第五十五
	论五
	广绝交论一首&刘孝标
	连珠
	演连珠五十首&陆士衡


	文选卷第五十六
	箴
	女史箴一首&张茂先

	铭
	封燕然山铭一首并序&班孟坚
	座右铭一首&崔子玉
	剑阁铭一首&张孟阳
	石阙铭一首并序&陆佐公
	新漏刻铭一首并序&陆佐公

	诔上
	王仲宣诔一首并序&曹子建
	杨荆州诔一首并序&潘安仁
	杨仲武诔一首并序&潘安仁


	文选卷第五十七
	诔下
	夏侯常侍诔一首并序&潘安仁
	马汧督诔一首并序&潘安仁
	阳给事诔一首并序&颜延年
	陶徵士诔一首并序&颜延年
	宋孝武宣贵妃诔一首并序&谢希逸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潘安仁


	文选卷第五十八
	哀下
	宋文皇后哀策文一首并序&颜延年
	齐敬皇后哀策文一首并序&谢玄晖

	碑文上
	郭有道碑文一首并序&蔡伯喈
	陈太氏碑文一首并序&蔡伯喈
	褚渊碑文一首并序&王仲宝


	文选卷第五十九
	碑文下
	头陀寺碑文一首并序&王简栖
	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一首并序&沈休文

	墓志
	刘先生夫人墓志一首&任彦升


	文选卷第六十
	行状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一首&任彦升

	吊文
	吊屈原文一首并序&贾谊
	吊魏武帝文一首并序&陆士衡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并序&谢惠连
	祭屈原文一首&颜延年
	祭颜光禄文一首&王僧达


	附录
	李善上文选注表
	李善注本宋国子监准敕节文
	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
	奎章阁所藏本跋识
	《文选》成书过程拟测&俞绍初
	论韩国奎章阁本《文选》的文献价值&傅刚
	引用参考书目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