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绩资治通缢畏编》四库底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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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绩资治通缢畏编》通行的五百二十卷本 皆属於四庳阳本系统，民族罄薛名及遣 

碳文字已遭清人大量篡改。箪者密现，湖南固害馆藏有此害的四庳底本，其中挥名皆未经 

改挥，遣碳文字亦多仍原本之营，保此害 自《永棠大典》辑出後的二次修改稿本。此本抄成 

於乾隆四十三年，修改工作持绩至乾隆五十-_C年，较属完整地反映了《畏编》辑佚、整理的遇 

程，封於深入研究《大典》本辑佚、整理等四庳单髑题具有很高的文献儇值。更属重要的是， 

此本是现存诸本中最接近《永集大典》所收《畏编》原貌的版本，封於宋速金史研究及相嗣民 

族史研究具有珍贵的版本债值及史料儇值。 

网键匍：《绩资治通镒畏编》 四庳底本 《永檠大典》 湖南固害馆 

李焘《缱资治通缢畏编》(以下筒稻《畏编》)是宋史研究的基本文献，雁柬餍史家所瞩 

目。《四庳全耆德目》稻“其淹贯祥赡，固蘸史者考恙之林也”①，可 恰如其分。然而，此舂 

卷帙浩繁，向 足本傅世。现存之本分餍雨佃版本系统，其一届南宋耆坊所刻五朝钸本系 

统(凡一百零八卷，以子卷 则一百七十五卷)，其二餍乾隆同四庳馆臣{楚《永橥大典》中辑 

出的七朝本系统(五百二十卷)②。相较而言，後一系统更届完借，故而禺治史者所青睐，学 

界留知者包括文渊闼四庳全耆本、文津 四庳全耆本、嘉度二十四年(1819)受日精廑活字 

本、光绪七年(1881)浙江耆局刻本。其中活字本寅掳文澜固傅抄本擐印③，而浙江害局本傺 

以活字本禺底本，校以文澜圈残本。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後出版的中革害局黠校本又以浙江 

① 《四庳全害德目》卷四七史部编年颊，中荤害局影印浙江害局本，1983年，上册 ，第 424百。 

② 网於五朝本舆七朝本的具髓情沉及内容群略嗣傈，参兄裴汝藏、辫沛藻《绩资治通镒畏编考略》，中苹害局，1985 

年，第 5—16百。 

③ 活字本韭未明碓交代其所撩底本，此撩碾金吾《爱日精廑藏言志》卷九编年频《绩资治通镒畏编》提要(《宋元明 

清害目题跋鼗刊》清代卷影印道光七年碾氏自刻本，中荤害局，2006年，第 5册，第 353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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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局本属底本，以文津闼本、活字本届通校本，参校宋刻箭本，成届富今孥界最通行的版本
。 

以上皆可蹄人四库圉本系统。然而，圉本系统《畏编》存在着四庳本所共有的诸多同题，主 

要是民族藉 名遭到篡改，涉及胡虏夷狄等连碾字眼的内容遭到删削等④。岱管研究者耆 

弑通遇参校其他傅世文献等手段，封《畏编》造行局部的後原工作，但逭终究燕法徒根本上 

解泱同题。 

幸逢的是，笔者鼗现湖南国耆铭藏有一部《畏编》的四庳底本。经研究，此本大致保 留 

了醣臣篡改前的原始面貌，属全面／愎原七朝本《畏编》提供了可能；同时， 底本封於研究 

《永桀大典》辑佚、民族 名改浑等四庳挈 同题也具有重要的罩衍俱值，值得我们高度 

重祝 。 

一

、《畏编》四庳底本的基本面貌及其性夤 

湖南圃害馆所藏抄本《畏编》(典藏虢：善 221／20—2)，五百二十卷，目绿二卷，凡 200 

册。每半菜八行，行二十一字，白口红格罩焦尾，四周竖遗(兄耆影一)。钤有“翰林院典簿 

魔网防”满漠文畏方印⑤、“翰林院印”满漠文大方印、“臣斡乃普”、“趟唐柴印”、“南擞固害鲐 

藏”、“湖南省中山圃耆馆珍藏”等藏害印。其中多有殊、墨笔鎏乙痕跻(兄耆影二)。 

《湖南省古籍善本耆目》馑将此本筒罩著绿魇“四庳全耆底本”⑥，而未作群细介绍，故畏 

期以柬蓝未引起孥界重祝，自然也 人注意到它珍贵的文献假值。笔者于 2014年初在湖南 

圃耆馆查阴此本， 定其碓届四庳底本，理由有j：其一，徒藏耆印判断，“翰林院典簿廪网 

防”印及“翰林院印”均属四库底本的重要檩谶，前者更是早期四庳揉迄本及大典本的尊用 

印璺⑦；其二，徒用纸、行款上看，白口红格棉纸餍四庳馆尊用纸眼，八行二十一字也是四庳 

底本的通用行格；其三，随虚可兄的殊墨鎏乙也是四庳底本的一佃重要特徵。 

④ 参兄隙智超《四库本(绩资治通镒畏编>骚覆》，《社舍科翠载线~1987年第 3期。 

⑤ 此印《湖南圃害醣古籍线装害目绿 ·史部》(缝装害局，2007年，第 535页)禊著鲸禺“翰林院典籍鹿嗣防”。按前 

人著鲸此印，多有 “簿”焉“籍”者，到蔷《“翰林院印”舆四庳连呈本真偶之判定》(原载《圃耆铝工作舆研究》 

2006年第 1期，第 61-62页，收人氏著《清荤圆裹葫萏耆》，岳麓害社，2010年，第 136--138页)一文已群加辨 

正，所输甚是。 

⑥ 常害智、李蘸如主编：《湖南省古籍善本害目》，岳麓耆社，1998年，第 74页。 

⑦ 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早士到统勋等奏 定校核(永棠大典)保例监莆攒房添具等事摺》稻，“酌派罩 

楼司具一二员作焉提调，典簿魔等官作焉收掌”(兄中圜第一屋史楷案鳊编：《纂修四庳全音楷案》，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7年，上册，第 59页)，可知典簿麝焉四庳朗昭初期掌管害籍的楼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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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落户湘固。 

以上将此《畏编》抄本 定餍四庳底本，不遇是一佃篦统的判断，至於它究竟是《永桀大 

典》辑本整理遇程中哪一陪段的本子，遐需要结合其具髓内容加以分析。舆现存四库渚冈 

本及刻本相比，《畏编》四庳底本以下三方面特徵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畏编》四库底本之 名皆保留馆臣改 前的原貌，蓝在其旁圈 虑改之诨名。 

以下通遇比勘宋本、《大典》残本及其他文献，聊犟雨例略加税明。 

(1)卷二六二熙事八年四月庚辰，四库底本原作：“蕃官副罩主李磨蚝角授三班借碱。” 

“磨 角”，墨笔改作“默戬毙”，文渊圈本、文津圈本、活字本、浙本及黠校本皆同。按《永桀 

大典》引《畏编》即作“磨蚝角”@。又同月甲申僚，底本原作：“属街山後欺富族蕃部打波 谕 

趟醇忠及母妻等东降，又诱洮州邦令酋首居岷州城北，遂成蕃市。”其中“欺凿”、“打波”、“邦 

令”，墨笔分别改作“锡丹”、“连克博”、“巴凌”，此三名文渊嗣本、文津冈本、活字本、浙本、黠 

校本皆舆墨簟改 者相同，而《永檠大典》引《畏编》则舆四庳底本一致⑩。 

(2)卷五一七元符二年十月丁未保 ，四庳底本原作“鹅毛兀都城、嘿瓯抹逋城、厮蹄丁、 

南宗堡、腕哥城保要切之魔”，其中“鹅毛兀都”、“嘿瓯抹逋”、“臆哥”，墨笔分别改餍“阿密鄂 

特”、“鲁旺踽雨布”、“罹格”。此三名文渊冈本、文津圈本、活字本、浙本、黠校本皆餍改後之 

浑名。又“厮蹄丁”墨簟改属“斯桂鼎”，文渊、文津冈本同，而活字本、浙本、黠校本则作“斯 

噜丹”；“南宗”墨簟改作“鼐宗”，文渊闼本、活字本、浙本、黠校本皆同，而文津圈本仍作“南 

宗”。按《宋含要辑稿》载此事作“鹅毛城、屣瓦抹逋城、厮蹄丁、南宗堡、脆哥城保要切之 

魔”⑩，所 褚城之名舆《畏编》四庳底本略同，均鹛宋畴浑名。 

就笔者所兄，此四库底本原文中的民族 名皆未遭到铝臣改 ，全部保留了《畏编》的 

原有器名，瘸足珍贵。下文将封此作造一步阐骚。 

第二，《畏编》四庳底本涉及胡虏夷狄等逵碾内容者，在此本抄成以前已做遇少量改勤， 

但大部分仍存其原貌。兹摭以下三卷属例略加税明。 

(1)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戊子僚载宋真宗捂，四庳底本作“北陲自古焉患”，其中“北 

陲”二字宋本《畏编》及《畏编纪事本末》皆作“北狄”⑩，可兄此本抄成之前已有薄改。然同卷 

⑩ 《永桀大典》卷一二五。六 ，中苹害局影印本，1986年，第 6册，第 5418页上棚。 

⑩ 《永桀大典》卷一二五。六，第 6册，第 5419百下棚。 

⑩ 《宋台要靼稿》兵二八之四五，第8册，第 7292页上棚。“鹅毛城”下原衍一“城”字，“南宗”原撰“南安”，“臆哥城” 

下原衍“倔哥城”二三字，今一饼删改。 

⑩ 榻仲良：《资治通镒畏编纪事本末》卷一五《祝征契丹》，《宋史资料萃编》第二幸肆影印唐雅害局本，塞湾：文海出版 

社，1967年，第 1册，第 438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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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辛丑，将作监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囡，贱夷狄，直若手足。二漠始失，乃谶和规，然褴 

亦不至均。今若是，是舆之亢立，手足蓝虎，失孰甚焉。狄固不可瞢，臣恐久之非但蓝魔，又 

病倒植，腰如其团虢契丹足矣。”榆文渊圈本、文津圈本、活字本、浙本，此段馑作“是舆之亢 

立，失孰甚焉，腰如其圆虢契丹足矣”，其蜍文字皆被删去，而宋本《畏编》及《畏编纪事本末》 

则舆四庳底本同⑩，知底本此虚尚未经删改。 

(2)卷二六二熙事八年四月戊寅，宋神宗EI：“中圆兼燕秦楚越莴里之地，古所以腾外敝之 

圆皆有之。’’又同日吴充上言日：“监牧不富赓，若外敝旅拒，属不可具，中圆如何得焉?”此二段 

四庳底本原文各出现一虚“外敝”，但《永檠大典》残本雨虎皆作“夷狄”⑩，税明底本抄成前已经 

藓改。然而，此卷中颊似之逵碾字眼甚多，底本原文又多有未改者，如丙寅保小注多次提及“遮虏 

罩”，“虏”字旁有墨笔改焉“遗”，文渊、文津圈本亦作“遗”；同保下文又稻“静夷狄者不一而足”，底 

本燕改勤痕跻，而文渊、文津圈本则改“夷狄”禹“外圆”，可知四庳底本抄成之前掉改尚不徼底。 

(3)更能集中反映四庳底本藓改情况的是卷二七。此卷多载宋逮戟事，故频繁出现胡 

虏夷狄之颊的字眼。兹将此卷相网文字舆宋本比照如下。 

表 1：《畏编》卷二七四庳底本奥宋本遣碇文字封照表 

四庳底本 出虎 宋本 

原文 墨簟删改者 

雍熙三年正月戊 大犟精兵封除遗寇 同前 患 

寅傺，宋琪上疏 贼柬莫测其浅深 同前 敝 

仍虑步奚属寇 同前 患 

契丹小醌克El殄平 同前 删去此二字 

释左衽 同前 革巽志 

以服衣冠 同前 德威 

监髡鬟左衽 同前 删去此四字 

主吹角焉虢 同前 敝 

畏驱人寇 同前 塞 

戎主规行 同前 敝 

⑩ 《资治通镒畏编纪事本末》卷一五《规征契丹》，第 1册，第 442页。以上引文中雨虎“手足”，宋本《畏编 》及《畏编 

纪事本末》皆作“首足”，四庳底本凿保傅寓之禊。 

⑥ 《永檠大典》卷一二五。六，第 6册，第 5418页上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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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四庳底本 出虎 宋本 

原文 墨笔删改者 

胡群萃至 群醌 群敝 

彼以全圆戎羯 同前 兵甲 

或前障擎破虏寇 敝寇 敝人 

初次修改：戎夷 戎狄侵帙其束尚矣 同前 

二次修改：遑兵 

五月丙子趟普上疏 皆以禽默畜之 同前 删去此五字 

往残凶酶 同前 敝聚 

俾腥膻之黛 作寇之黛 契丹之 

念彼燕民陷於胡羯 同前 遗夷 

必富盍戤醌颓 同前 族颧 

舆醌频较其腾负 同前 契丹 

有何面目求活於虏中 昊地 遗鄙 
八月僚裼柴言 

倘息猷散尚可退辗天子 倘寇速去 倘敝人散去 

说明：表中四庳底本“原文”及“墨簟删改者”雨桶，懂列出舆“宋本”一桐 中剖线部分之同的文字巽同。 

如表所示，《畏编》原文所兄胡虏夷狄等连碾字眼，四庳底本馑有五扇舆宋本不同，富薛 

改於底本抄成之前；其馀大部分则仍舆宋本一致，而是在此本中用墨笔做了造一步修改，逭 

些修改意兄在褚圉本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髓现。由此可兄，此底本雎然在抄成之前已经遇初 

步薄改，但改勤之魔焉敦较少，很大程度上遐保存着《畏编》的原貌。 

第三，《畏编》四庳底本在抄成畴已有部分馆臣按 ，後柬又有造一步修改、增衲。弑以 

卷一建隆元年正月辛亥保焉例略作 明。此保通行诸本皆作： 

石守信自羲成饰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舄蹄德饰度使、侍衔焉步覃副都指挥使，常山 

高懔德 自事江饰度使、焉步罩都指挥使(按《宋史》作江事覃饰度使、侍衔规罩焉罩都指 

挥使)属羲成饰度使、殿前副都黠榆，厥次张令铎 自武信饰度使、步罩都指挥使属镇安 

饰度使、局步罩都虞候，王謇琦 自殿前都虞候、睦州防棠使属泰宰饰度使、殿前都指挥 

使，逮人张光翰自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按虎捷左席，《宋史》及《宋史甏》皆作虎捷右厢)、 

嘉州防梨使属宰江饰度使、局罩都指挥使(按宰江，《宋史》及《宋史记》皆作江宰)，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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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彦徽 自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防 使属武信饰度使、步罩都指挥使，官爵陪勋韭徒 

超等，酬翼戴之勃也。 

此段共有三僚按 ，皆保四庳馆臣以《宋史》及王惟偷《宋史 》校《畏编》⑩。其中“按《宋史》 

作江事罩筇度使、侍衔规罩焉罩都指挥使”一保，在四庳底本中的位置舆通行诸本相同；“按 

虎捷左魔，《宋史》及《宋史 》皆作虎捷右魔”一保，四庳底本原置於段末，後由墨笔勾移至 

“虎捷左庸都指挥使”碱名下。遣雨保按 字髓、墨跻皆舆底本正文同，惟作燮行小 ，富是 

舆底本一饼抄成；而第二傺勾移之跻则巽於正文，或保後柬所属。至於“按事江，《宋史》及 

《宋史 》皆作江事”一保，则焉底本原文所 ，保另笔楠人，字髓、墨跻舆正文迥昊，颢焉此 

本抄成後纂修官所增，天颈又有殊批云“蔓行增入”，省出於德纂官之手(税群下文)。由此 

可兄，部分鲒臣按 在四庳底本抄成睛即已窝就，而在此本之上又绩有增衲。 

综合上述民族捂名改 、连碾字眼裤改及馆臣按 三方面情沉束看，遣部《畏编》四庳 

底本雎已经迥初步的整理舆修改，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鞍届原始的面貌。近年柬有嗣 

四庳馆舆《永檠大典》辑佚周题的研究表明，刚刚，憷《永桀大典》中辑出的稿本往往非常粗 

糙，是没有经遇纂修官虚理的草本，可稻餍《大典》初辑稿本。而纂修官在此草本上遣行分 

卷、初步整理後，含重新膳绿一佃本子，掾此做造一步的修改工作，稻禺二次修改稿本。修 

改完晕之後，有畴退舍再腾抄一次，形成三次修改稿本，一般柬税三次修改稿本改勤檀少， 

已舆诸圈本相差燕残⑩。根攘上文谈到的情况束判断，湘圃所藏《畏编》四庳底本颢然不是 

《大典》初辑稿本，亦非三次修改稿本，而富禺此舂的二次修改稿本。 

二、《畏编》四库底本的抄成舆修改睛同 

在初步弄清湘圃所藏《畏编》四庳底本的性霄之後，我们有必要封其柬屋做一番更禺深 

入的探究。遣一四庳底本究竟是何畴抄成的?在此之上造行的修改工作又持绩到什麽峙 

候?要解泱遣些同题，需将《畏编》四庳底本所提供的缝索舆相嗣四库罩文献结合起柬加以 

考察。 

嗣於《畏编》四庳底本的抄成畴同，最直接的线索东自其卷首提要。此本提要末署“乾 

⑩ 其中前雨保按捂又兄王太岳等靼《歙定四庳全害考恙》卷三o，言 日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第 1册，第 719 

页。按昭臣屡以明王惟偷《宋史 》校《畏编》，知此巍所引即王氏膏。 

⑩ 嗣於《大典》初辑稿本及二次、三次修改稿本的各自特徵，参兄饭升《(永橥大典>流傅舆靼佚研究》，北京师篦大 

孥出版社，2010年，第 16O一163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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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四十三年闰六月恭校上”，兹落款舆底本的抄成睛嗣有何网聊?遣要徒《畏编》的辑佚遇 

程税起。 

我们知道，四库馆於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正式阴馆，富睛的主要工作即是徒《永橥大典》 

中辑出佚害。《大典》引害大致有雨棰形式，一棰是整部抄绿，另一檀刖属零散引用。前一 

棰的辑佚工作相封筒便易行，因此在阴销初期馆臣的首要任携是将成部之耆先行抄出，《畏 

编》即属於此檀情沉。四庳馆德裁官于敏中给媳纂官睦锡熊的信刮中保留了有嗣《畏编》靼 

佚情沉的珍贵史料。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二 日，于敏中致函睦锡熊云：“李煮《畏编》，宋英 

宗以前既有蕾本，似草本止须抄神哲雨宗，较焉省便。但不知英宗以前蕾本较之《永桀大 

典》群略多寡若何，如监 分别，则大焉省便耳。”④此函中所稻“菖本”凿指此前已禺人所知 

的五朝筇本(凡一百零八卷)，而所谓“草本”者燕疑就是指《大典》初靼稿本。富畴于氏扈徒 

清高宗避暑承德，封《大典》本的具髓情沉及四庳馆的工作造度不甚明嘹，鐾於《畏编》卷帙 

浩繁，抄窝不便，故致函罔韵，蓝提出了一佃减少辑佚工作量的建谶。不迥馑馑三日之後， 

于氏的另一信刳即稻：“《畏编》既已抄得，自焉省便。”@由此推断，于氏已於睦锡熊虞得知， 

《畏编》草本是睛柴已抄蓖。可兄最逞至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畏编》的辑佚工作已初步完 

竣，形成了一部《大典》初辑稿本。 

上文提到，《大典》初辑稿本只是一佃粗糙的草本，需在此基磁上割分卷帙、整理校勘、 

添加按捂、撰宿提要，而逭一系列工作都要由纂修官柬完成。嗣於四庳馆中负责《畏编》辑 

佚整理工作的纂修官，孥界雎有封揄，但皆未得要领@。其寅，逭佃同题是有明碓缝索可考 

的。一般柬就，收人《四庳全害》的《大典》本文献，诸闼本每册封底馑 绿腾绿监生的姓名 

(部分封底载分校、德校之名)，然而幸逢的是，笔者骚现文渊圈本及文津闼本《畏编》每册封 

底页均明碓寓有负责 册整理工作的纂修官姓名，稍足珍贵@。遣些纂修官共 三十人，依 

次禺挪亦孝、励守谦、周典岱、裼毒楠、隙昌圃、碾家驹、郡玉藻、王嘉曾、黄良楝、驻承篾、隙 

初哲、徐天柱、吴孝昌、到湄、秦泉、萧隙韶、黄轩、吴典、王雨烈、林树蕃、阂思馘、隙昌齑、俞 

④ 《于文襄手刮》第 23函，圆立北平圆害昭影印本(原羝页碣)，1933年。繁年攘影印本附隙垣《吉于文襄输(四庳 

全害>手刳後》。 

⑨ 《于文襄手刮》第 24函。 

@ 相嗣研究兄李圆度、孔方恩：《四庳馆臣郡炳泰舆(永桀大典)》，《(永橥大典)编纂 600周年圜隙研封舍输文集》， 

北京圃啻醣出版社，2003年，第 187页；史赓超：《永桀大典靼佚述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 105页。 

@ 就管兄所及，每册封底 载纂修官姓名之《大典》本，除《畏编》外，尚有文津圈本《汝南遗事》(文渊嗣本羝)。此 

棰特殊情况形成之原因遗有待造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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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猷、平恕、郡炳泰、茬通敏、黄毒龄、彭元琉、王汝嘉、蒜青蘸，每人负责十残至二十卷不 

等@。，憷此人员规模可以想兄，《畏编》的整理的碓是一项祓雅而浩大的工程，将《大典》初辑 

稿本整理焉二次修改本，即便是三十位纂修官分工合作，徒整理到腾绿亦需耗费颇多畴日。 

按照四庳醣的工作流程，负寅撰商提要的纂修官在宿完提要正文後，通常舍将落款睛同留 

空，而具髓畴同则在全耆抄成後填宿。《畏编》四庳底本提要末署“乾隆四十三年罔六月”， 

虑 就是此本的最终抄成睛同。考虑到教耆整理工作的繁刺程度，徒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抄 

成初辑稿本，到四十三年圉六月完成二次修改本，前後雁畴五年也是合乎情理的。 

接下柬封 《畏编》四庳底本的修改睛圈。徒下文谈到的情况柬看，四庳馆臣在此本上 

造行的修改工作持绠了很畏一段峙同。嗣於修改峙嗣的上限，簟者暂未我现明碓镫攘，不 

遇揆猪情理，二次稿本抄成之後，虑 很快就舍封它造行文字校 、内容藓改之频的修改工 

作，故乾隆四十三年闺六月即可大致看作《畏编》四庳底本的修改睛同上限。 

遣裹需要重黠封输的是《畏编》四庳底本的修改畴同下限同题。以下徒文渊、文津闼本 

挥名的挖改，以及文澜圉本舆四庳底本的差昊雨倜方面柬加以考察。 

其一，由文渊、文津闼本 名的挖改情沉可以初步判断四庳底本的修改畴嗣下限。 

文渊、文津闼本《畏编》分别抄成於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和同年十二月@，肇者骚现，此二 

闼本所兄浑名存在大量挖改痕跻，将其舆四庳底本上的墨簟改浑文字相封照，可摅以判断 

四庳底本修改睛圈的大致箍圆。 

雨闼本《畏编》存在普遍的 名挖改现象，而其所改 名舆四庳底本之墨簟改浑者有着 

明碓的渊源网保。如卷二六二熙事八年四月癸未僚，文渊、文津闰本作“赐蕃官温必鲁埸家 

绢五百，温必鲁拐官至侍禁”，其中雨虎“温必鲁拐”之簟跻舆上下文迥然不同，且後者四字 

馑占雨字空同，字距紧密，明颢届後柬挖改所致。查四庳底本此句原作“赐蕃官温劈耀延家 

绢五百，罪延官至侍禁”，其中“劈疆延”三字旁有墨笔改焉“必鲁扬”，後一句“罹延”二字旁 

有墨簟改禺“温必鲁拐”四字，知雨陶本即撩此挖改。又如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壬辰 

僚，文渊、文津蔺本作“德噶雨首领结歙角四擒小阿蘸”，徒字髓、字距判断，其中“德噶雨”省 

保由原本二字挖改而成，榆四庳底本原文正作“宗哥”二字，旁有墨簟改局“德噶丽”。颊似 

@ 以往研究者一般韶届，《大典》本成部之青的纂修官往往由一人事任(参兄碾升《四庳全害馆研究》第 82、86页)， 

然而徒本文的研究柬看，寅隙情况监非如此。 

@ 此撩雨陶本害前提要落款畴同。又《金毓黻手定文溯蔺四庳全害提要》所载文溯嗣本《畏编》提要末署“乾隆四 

十二年十--y]恭校上”(卷二九史部三编年颊，中莘全团圆音馆文献缩微梭 中心，1999年，第 240百)，按文溯 

阁《四庳全音》的缮窝工作始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文渊圈《四庳全害》完成之後，此虎之“四十二年”富傈金氏 

腾抄之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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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俯拾即是。文渊、文津陶本皆抄 自四庳底本，而雨闼本中的浑名却普遍存在挖改现象， 

遣只能说明一佃罔题：在乾隆四十六年将《畏编》抄人文渊、文津圈本之畴，四庳底本尚未改 

挥完晕。 

根攘纂修《四库全害》楷案提供的线索，文渊、文津固本的挖改很可能是在乾隆五十二 

年覆校畴造行的。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三 日上谕稻：“攘御史祝德麟奏，《四庳全耆》内网涉 

遗、金、元三朝事跻者不少，藉将前此辑成之《三史圆捂解》交武英殿，起紧刊刻完竣，先刷多 

本，分给现在校勘各具，随畸将虑行 改之人、地名，照园捂解逐一挖改，可省将柬再行榆改 

等藉。所奏亦是。⋯⋯琨命大小臣工将文渊等三圈害籍覆加校勘，凡有嗣涉三朝事跻虑行 

改人、地名者，自虑乘此校阴之 ，令校害各具随畴籀出，挖改壹一，自可省重梭榆阴之 

烦。”④北四闰《四庳全害》抄成後，曾先後於五十二年、五十六年雨次造行全面覆校，而其中 

民族 名的改浑及遵碾内容的薄改主要是在五十二年初次覆校中完成的◎。此次覆校阴始 

於乾隆五十二年五月，祝德麟的上述建 正是此畴提出的。祝氏主眼覆校畴虑根掳《三史 

园捂解》封各害浑名连行查封挖改，遣一建菇獾得了高宗的首肯。 覆校的结果柬看，遣项 

工作的碴得到了较属徼底的孰行，但就《畏编》而言，馆臣连行挖改的依擦却不可能是《三史 

圆捂解》。原因很筒罩，遗金元三史中所包含的浑名不可能全部涵盖其他四部诸害中出现 

的浑名，尤其是像《畏编》遣檬的史籍，其中涉及到的浑名速速溢出三史之筢圉，因而铝臣的 

寅隙操作遇程只能是根掾已改 完成的四庳底本连行挖改。掾此判断，《畏编》四库底本的 

改浑工作虑 完成於乾隆五十二年以前，则其修改畴同的下限可初步割定焉四十六年至五 

十二年之同。 

其二，徒文澜圈本舆四庳底本的差昊可以连一步判定四库底本的修改畴同下限。 

我们知道，四庳诸圉本抄成睛同不一，内容亦不盎相同，若将现存诸圈本《畏编》中抄成最 

晚者舆四庳底本遣行比封，将含有助於判断此底本的修改睛同下限。掾耆前提要可知，北四陶 

中的文渊、文津雨圈本《畏编》皆抄成於乾隆四十六年；南三圈中的文澜圈本，因其首册已毁于 

兵燹， 法得知其抄成睛同，但四庳底本中的某些细钸恰好焉此提供了一倜网键的缝索。 

四庳底本卷首提要末署“乾隆四十三年罔六月恭校上”，旁有墨笔将其中的“四”改属 

“五”，亚勾去“三”字，又“罔六”二字起初被改属另外二字(疑属“十一”或“十二”)，後又用墨 

肇 去。那麽，缝遇此番改勤之後的“乾隆五十年 月恭校上”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麽信息 

@ 《寄谕八阿哥永培等将武英殿所刻 (三史圆捂解>起繁刊刻完竣》，罩橙虎上谕槽，《纂修四庳全言楷案》，第 

2o19 2020页。 

⑤ 嗣於雨次覆校的具髓情况，参兄黄爱平《四庳全害纂修研究》，第 200 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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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聚所周知，北四圈《四庳全耆》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至四十九年十一月睦绩抄成；而 

南三圈的缮窝工作则始於四十七年七月，终於五十二年四月，其中绝大部分耆籍虑是在五 

十年以後抄成的。很颢然，四庳底本提要改勤後的“乾隆五十年 月恭校上”只能是届缮窟 

後绩完成的南三圈《四庳全害》所犟侑的，月份空缺或许是留待抄人三闼睛再行填宿。撩此 

推断，南三圈《畏编》大概抄成於乾隆五十年@。 

不遇 ，南三圉《畏编》今存於世者馑有文澜圉本的少量残帙而已，好在爱日精廑活字本 

和浙江害局本都出自文澜圈本系统，可攘以比封。簟者骚现，此二本舆四庳底本最终改定 

的文字(主要是薄改的内容)仍有所出入，造反映了文澜图本舆四庳底本之同的差冥，有助 

於我们迄一步判断底本的修改畴同。兹以卷二七焉例，将四庳底本舆诸圈本之同的部分文 

字差吴表列如下 。 

表 2：《畏编》卷二七四庳底本舆赭圈本薜改文字封照表 

四庳底本 出 虎 文澜圈本 文渊圈本 文津圈本 

原文 墨笔删改者 

雍熙三年 大翠精兵封除 1 患 寇 寇 患 

正月戊寅 遗寇 

2 同上 髡鬟左衽 删去此四字 髡爱左衽 髡鬟左衽 删去此四字 

3 同上 戎主吹角焉虢 敝 戎 戎 敝 

4 同上 畏驱人童 塞 寇 寇 塞 

5 同上 戎主规行 敝 戎 戎 敝 

6 五月丙子 皆以禽默畜之 删去此五字 以禽默畜之 以禽猷畜之 删去此五字 

初次修改：契丹 

之黛 7 同上 俾作寇之黛 契丹之黛 作寇之黛 契丹之师 

二次修改：契丹 

之师 

8 八月 求活於巽地 遑鄙 昊地 遗鄙 遗鄙 

明：①表中“墨簟删改者”及褚闼本各棚 ，馑列出舆四庳底本原文割线部分之同的文字巽同；②所弓 

“文澜冈本”文字采 自活字本及浙江害局本。 

@ 舆北四蔺分别辨理的方式不同，南三驹《四庳全害》是同畴辨理的，“每一底本鹱出，即令言手全宿三分”(乾隆四 

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多疆耍郡王永珞等奏遵 旨酌定雇觅音手缮窟全害章程摺》，《纂修四庳全害楷案》，下册，第 

1616页)。因此，南三髑三份《畏编》的抄成晴嗣虑相去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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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馑考虑抄成畴同之先後，在以上三闼本中，似虑以最晚的文澜圈本吸收底本删改意 

兄最焉徼底，但表中所皋例磴却明颞舆此不合。如例 8，文澜蔺本舆底本原文相同，而其馀 

二本均已吸收墨簟删改文字。笔者 魇，此颊情沉可能是由於文澜固本抄出後，底本上仍 

有改勤，至乾隆五十二年覆校畴焉文渊、文津冈本所揉纳。例 1～6，文’渊圉本、文澜圈本均 

舆底本原文同，僮文津陶本吸收了删改後的内容。遣獯情沉表明，底本上的逭些墨笔删改 

文字也虑形成于文澜圈本抄成之後，那麽餍何文渊闼本未改而文津冈本已改呢?遗庶兹是 

由於文津闰本的覆校工作更届微底，而文渊图本则相封粗疏造成的@。例 7，底本先後有遇 

雨次修改，文渊圈本舆底本原文一致，文澜髑本则舆第一次所改文字相吻合，可知第一次改 

勤富在文渊闼本抄出之後，文澜图本抄成之前；而文津圈本舆第二次所改一致，可兄第二次 

改勤富在文澜圈本抄出之後，文津闼本覆校以前。根掾以上情沉柬判断，乾隆五十年文澜 

冈本抄出之後，《畏编》四庳底本仍有少量修改，此颊修改可能一直持绩到乾隆五十二年覆 

校结束之前。 

以上利用《畏编》四庳底本所提供的缝索，缝舆褚圈本相比勘，徒浑名挖改和内容薄改 

雨佃方面造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输：《畏编》四库底本抄成於乾隆四十三年，此後又缝遇 

畏睛同的删改，其修改睛同下限已晚至乾隆五十二年。 

行文至此，有必要附带介绍另一部罕焉人知的《畏编》抄本，此本舆本文所封输的四庳 

底本颇有渊源。 抄本现藏於後旦大擘圃害馆，五百二十卷，目绿二卷，每半蘖九行廿一 

字，白口，岛栋桐 ，四周蔓遏，钤有“邵氏二霎”、“晋涵之印”、“二霎”、“邵氏晋涵”、“正定经 

文”、“觏音石室”、“重速耆模”、“舄程魔渊如校阴秘藏本”、“裼鼎之印”、“圜立同滂大擘固耆 

馆藏耆”诸藏耆印。此抄本卷首提要内容舆四庳底本完全一致，末署“乾隆五十年 月恭校 

上”，颞保抄自修改之後的四庳底本提要。徒内容上看，此本徼底吸收了四庳底本的修改意 

兄，如上文所翠 名、掉改等内容，均舆底本最终所删改者相吻合④。由此可兄，此抄本虑富 

是四庳底本修改完晕之後的绿副本。乾隆五十二年七闺《四庳全耆》全部辨理完晕後，所有 

四库底本皆移交翰林院庋藏，此後高宗屡次下韶，允 鲳臣及士人赴翰林院翻阴、抄绿四庳 

底本，如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三 日上谕即稻：“各害底本原保存聍翰林院，以借查核。嗣 

⑤ 北四圈《四库全害》的雨次覆校，均由清高宗翻榆文津冈本畴骚现周题而引起，故文津圉本之覆校鞍其馀褚圈更 

焉徼底。参兄黄爱平《四库全害纂修研究》，第 l9O一21O真。 

④ 有阴此抄本之情况，由，傻旦大孥南征同睾代禺查阴，遘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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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词馆渚臣及士子等有顾睹中秘害者，俱可赴翰林院，白之所司，将底本榆出钞阴。”⑨可兄 

富畴允斡士人抄绿四庳底本。徒後旦抄本所钤藏害印判断，此本乃邵晋涵蓄藏。邵氏畏期 

供碱於四庳馆，封有宋一代史籍最焉留心，此抄本或秤就是他莆人抄绿的。邵氏卒於嘉度 

元年，则此本之抄成不虑晚於乾隆末年。 

三、《畏编》四库底本的文献便值 

《畏编》四庳底本的骚现 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俱值，具髓税柬，主要髓现在雨佃方 

面，其一届版本偎值，其二焉四庳罩便值。兹就管兄所及，分别申 如次，希望封擎界迄一 

步嘹解、研究和利用逭一版本有所裨益。 

首先封输《畏编》四庳底本所具有的版本儇值。通遇上文输述可知，《畏编》四庳底本是 

目前所知最接近於《永桀大典》本原貌的一倜本子。惩藉此本，我们可以将通行本中遭清人 

改浑的民族捂名加以徼底回改，监在相富程度上恢後馆臣 改的内容，徒而餍宋遗金史及 

相嗣民族史研究提供更属原始可靠的史料。下面从民族捂挥名之後原和逵裰文字之回改 

雨佃方面分别加以谕述。 

(一)民族 浑名之後原 

上文已缝谈到，遣部四庳底本抄成之睛，其中的民族 名都保存着辑本原貌，四庳锵臣 

的改浑工作是在遣佃底本上连行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逭部底本徼底{复原《畏编》一耆中 

的民族捂挥名。目前最禺通行的《畏编》版本是中荤害局黠校本，掾黠校者稻，封於清人改 

浑的民族裙名，“现在都予以回改”⑤，然而，寅隙情况监非如此。通迥本文第一钸的引 可 

知，《畏编》中的部分浑名亦兄於其他宋代文献，黠校本馑封其中一部分作了恢後，但仍有相 

富多的 名未作回改@。更焉重要的是 ，有大量 名懂兄於辑本《畏编》，蓝燕其他文献可 

资参校，而四庳底本则提供了一佃保存宋代原始浑名的狷家文本。以下聊犟敷例加以 

税明。 

⑨ 《输内闼文渊冈著交提皋圈事一人毒管监全害嗣後毋庸曝暖》，罩楼虑上输楷，《纂修四庳全耆楷案》，第 2142— 

2143页。颊似上谕亦兄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谕内圈著江浙督摁等静筋所属俟全耆排架後秤士子到闼 

抄蠲》，罩横虚上谕楷，《纂修四庳全窨楷案》，第 2189--2190页。 

④ 《jl瘐资治通缢畏编》“贴校说明”，中荤音局黠校本，2004年，第 3页。 

④ 两於上述同题，梁太漕《(畏编>黠校本诨名回改中存在的同题》一文(原刊《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睾出版 

社，2002年，第 499—5O7页；收入氏著《唐宋屋史文献研究装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109—124页)曾 

皋例加以批秤。但封於其他懂兄於《畏编》的嚣名，兹文则稻“今El回改却已绝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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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一三元符二年秋七月壬子，黠校本云：“王赡言已占攘耩朱、错墼、喾棵、一公、柬迎 

城、通绰克古城，又立公宗堡、偷布宗堡、古塔鼐宗堡，共 九虎。”其中“错墼”、“一公”、“束 

迎城”及“公宗堡”四名乃其原名，未遭清人改浑；“耩朱”、“富檩”二名，保黠校本擦其他文献 

回改@；而“通绰克古城”、“偷布宗堡”、“古塔鼐宗堡”三名，颞届清人所改箨，因其不兄於他 

耆，故未能後原。榆四庳底本，此三名原作“彤徼古城”、“六逋宗堡”、“踏南宗堡”，可兑宋 

之原貌⑦。 

又同月丙寅，述及西蕃篷(遑)厮波结的统辖鲍圉，黠校本云：“所管地分，西至黄河，北 

至布鲁克、丹巴园，南至隆科雨结一带，柬至庸噍城、额勒漕格城。宫檩城至斯丹南一带，甚 

有部族人户，兄管蕃兵六千一百四十人。”其中“布鲁克丹巴圜”、“隆科雨结”、“庸噍”、“额勒 

滂格”、“斯丹南”五名，四庳底本原文分别作“按耀富檩”、“库i荩渴结”、“馀音鲁”、“耳结哥”、“厮 

连南”，其旁有墨肇改 者，黠校本皆舆改 后的 名一致，惟“北至布鲁克丹巴”後衍一 

“囡”字(活字本、浙本已衍此字)，遂胳其误断禺二名；又“凿檩城至斯丹南一带”一句紧承 

上文，皆禺有网疆界之 载，而黠校本误断焉雨句。此段 载馑兄於《畏编》，封於研究宋 

代河南吐蕃鬼章部的地理链圈至属网键@，四庳底本所载原始浑名 疑具有重要的史料 

儇值。 

卷五一六元符二年罔九月，黠校本有“西天北印度什蔼勒园僧和雨事根雨根法名剐噶 

拉勒人兄，赐僧衣分物”一捂。榆四庳底本，其中“什弼勒”作“迦什镧勒”，黠校本鸯一“迦” 

字，盖裴活字本、浙本之 ；而“和雨孪根雨根”、“刚噶拉勒”，原文分别作“合事哥哥”、“葛葛 

勒”，後又由墨笔改扇“和雨李格雨根”、“刚噶拉”，黠校本之浑名即源出於此，惟 “格”禺 

“根”，又於“刚噶拉”下衍一“勒”字，此误亦皆裴 自活字本及浙本。按“迦什弼勒”一名，四庳 

底本监燕改勤，文渊圉本改作“克寅密雨”，此地唐宋同留稻“迦漯弼耀”、“羯漯蒲耀”、“迦冈 

弭”等，皆届梵文 Ka~mira或Ka~mira之音箨⑤，即今克什米雨地匾，《畏编》四庳底本所兄之 

浑名未兄於他舂，诵足珍寅。 

除以上所犟民族 地名之外，馑兄於《畏编》四庳底本的民族捂人名、族名亦不腾枚皋， 

兹送取若干例表列如下，舆缝清人改挥後的黠校本 名加以封照。 

@ 此二名四庳底本分别由墨肇改作“嘉木卓”、“丹巴”，活字本、浙本舆所改者同；二名又兄《宋史》、《皇朝编年绸 目 

借要》等耆，黠校本富即撩此回改。 

④ 按《宋史》卷八七地理志四O(第 7册，第 2163页)述青唐地理 ，有城名日“彤撒”，富即此虎“彤微古城”，“微”、 

“撒”二字互歧，恐有一误。 

④ 参兄溻冈建《宋金畸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 75—77页。 

⑤ 参兄季羡林等《大唐西域 校靛》卷三“迦漯弼屣圆”，中荤舂局，2000年，第 321 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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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畏编 四庳底本部分稀兄箨名表 

出虎 四庳底本原文 黠校本诨名 

卷五六景德元年正月癸卯 李赏媚 李尚默 

卷五六景德元年正月己丑 祸崖 鄂霎 

卷二三。熙窜五年二月辛酉 裼芭良 拐巴浚 

卷二三。熙挛五年二月丙寅 香崖 香藁 

卷二三。熙事五年二月丙寅 叱哆 策木多 

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闺九月乙亥 鹿逋斜四 彭布锡 卜睡 

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庚辰 革唛 格埒克 

卷五一七元符二年十月己未 结牟彪厮鹦 嘉勒摩、巴桑滂 

卷五一八元符二年十一月壬午 崖乜 雅密 

卷五一八元符二年十一月壬午 崖升明 雅星明 

相封於《畏编》四庳底本中保留的原始诨名而言，以上所犟不迥是九牛一毛。大量稀兄 

浑名的重新鼗现，封於研究相网民族的屋史、捂言以及凿睛漠捂舆民族捂封 等褚多同题 

均具有重要意羲。 

另外，由於四庳馆臣封《畏编》的改 所存在的檀槿同题，有睛退舍封後人廑生 撙，黠 

校本《畏编》的某些错误即源出於此，通遇四庳底本我们可以骚现逭些错误是如何麈生的。 

网於此颧情沉，有雨侗很能 明同题的例子。 

如卷二七雍熙三年十二月乙未保，黠校本作“契丹後自和雨郭入寇，薄代州城下”，其中 

“和雨郭”一名，文渊陶本、文津闰本、活字本、浙本皆同，馑徒 音及用字上看，似焉一民族 

捂地名，然其未兄於其他文献，颇 考索。今榆宋本《畏编》及《太平治跻统颊》，此名皆作 

“胡谷”@，四庳底本亦作“胡谷”，旁有墨笔改属“和雨郭”。撩《武缝德要》卷一七“河束路 ． 

岢崽罩”云：“我婆谷、胡谷，二谷地形甚狭，北至契丹界。”@知“胡谷”寅禺漠藉地名，地虚宋 

邃遗境，四庳馆臣竞误以之焉民族 名而妄加改诨，遂横生出“和雨郭’’遣檬一侗令人费解 

的地名，而黠校本则因奠其 。 

又如卷五一六元符二年朗九月壬辰保，黠校本 载宋罩舆羌兵作戥云：“始交锋，我罩 

@ 彭百川：《太平治跻统频》卷三《太宗缝制契丹》，《逋圆装害》本，藁 42b
。 

④ 《中园兵啻集成》影印明唐富春刻本，解放罩出版社、速涪害社，1988年，第 4册，第 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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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切，蕃官李凌戟纳吉，死之。”其中“李凌”、“纳吉”下各有一尊名虢，意 二人分魇交戟整 

方，结果“李凌”戟死。然榆四庳底本，此句原文作“蕃官李蔺氍 支死之”，旁有墨笔将“李 

蔺氍 支”改焉“李凌戟纳吉”，知戟死之蕃官名属“李蔺氍衲支”。黠校本因襄清人所改之 

名，而昭臣所改之“李凌戟纳吉”一名在上下文藉境中又恰好易滋歧羲，致使黠校本在理 

解和断句上都出现错误。值得注意的是，此名在《畏编》中屡兄不一兄，而除此保外，黠校本 

皆作“李蔺鬣 支” ，局何惟猾此魔出现遣檬的错误呢?遣大概是由於馆臣改浑晴前後不 

统一的缘故。榆四庳底本其馀褚虞之“李蔺彘 支”，皆由墨笔改焉“李楞占 芝”，而其中 

部分 载亦兄於《畏编纪事本末》等耆，故黠校本可攘此将“李楞占衲芝”予以回改，但封於 

馑兄於卷五一六的“李凌戟纳吉”则 判断，以致出现上述错 。 

(二)连碗文字之回改 

上文提到，《畏编》四庳底本中的连碾字句，在此本抄成之前已有部分遭到藓改，但可以 

肯定的是，封於逵磺字句的津改工作主要遐是在逭佃底本上遘行的。那麽，底本原文究竟 

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畏编》的原貌?因未能通览全音，簟者不敢妄下断言。不遇封部分较 

属典型的卷帙造行定量分析，或斡有助於 谶遣一同题。以卷二七局例，掾笔者不完全统 

，其中胡虏夷狄等连碾字眼出现连三十次以上，底本原文已遭裤改者馑有五虞，其馀则大 

都是在遣佃底本抄成之後用墨簟加以删改的(但仍有佃别漏改者)。由此推测，《畏编》四庳 

底本原文中已遭掉改的文字虑兹只估很少的一部分，逭就使得我们有可能通迥逭佃本子封 

大部分遭到清人删改的连碾文字造行回改。 

从《四库全害》建碾文字的津改情况柬看，前期虎理鞍魇霞活，後期刖渐超殷格。一佃 

比较典型的例 是《三朝北盟含编》。乾隆四十年八月于敏中致函睦锡熊云：“《北盟龠编》 

屋来引用者檀多，未便轻改，或将其偏驳魔於提要内聱明，仍行抄绿，似亦 妨。” 可兄省睛 

身餍四庳德裁官的于敏中甚至主张，像《三朝北盟含编》逭檬影辔较大的史籍可以不做任何 

改勤，後柬收入《四庳全害》中的《舍编》，大概就是按照于氏的上述意兄辨理的。但在乾隆 

五十二年的覆校中，此耆不馑撤换底本，且遭到全面删改，今存之文渊、文津圈本早已面目 

全非⑧。由此可兄，馆臣的薄改工作愈到後期愈加殿格，《畏编》四庳底本也缝餍了逭檬一佃 

校辨遇程。上文提到，此四庳底本抄成於乾隆四十三年，在此之前的薛改蓝不多，绝大部分 

⑩ 参兄《畏编》卷--JkJ＼嘉丰占三年十月辛丑、卷二四九熙事七年正月辛亥、卷二七三熙事九年二月己丑、卷二九六 

元堂二年二月辛丑、卷三五一元盥八年正月辛巳等僚。 

⑩ 《于文襄手刮》第 49函。繁年掾胡逋：《跋(于文襄手刮)影印本》，《胡逋全集》第 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540其。 

⑥ 参兄酃麂铭、到浦江：《(三朝北盟畲编>研究》，《文献))1998年第 1期，第 11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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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碾文字是在底本抄成之後用墨肇加以删改的；同畴，亦同有此本未改，而在抄入圈本或覆 

校峙所删改者。正是因焉逭倜缘故，此四庳底本原文在相凿程度上保留了《畏编》一害之原 

貌，是目前所知薛改最少的本子。 

尤禺重要的是，在此底本中很可能找到大段被馆臣删落或篡改的《畏编》佚文。笔者骚 

现的一侗最届典型的例澄是，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王曾上奏云：“古者尊中圆，贱夷 

狄，直若手足。二漠始失，乃装和规，然褴亦不至均。今若是，是舆之亢立，手足亚庞失孰甚 

焉。狄固不可兽，臣恐久之非但蓝虎，又病倒植，顾如其圆虢契丹足矣。”遣段近七十字的文 

字，在四庳底本中 改勤痕跻，但在诸固本中却馑鲧“是舆之亢立，失孰甚焉，腰如其囡虢 

契丹足矣”十八字。大概是由於其所反映出的莘夷觏念深焉四庳鲒臣所忌，故在後柬抄人 

褚陶或覆校睛遭到了笔削。遣檬大幅度的删改，在富畴绝非佃例@。因此，我们有理由推 

断，频似王曾奏疏遣檬的大段佚文在《畏编》四庳底本中虑骸禺敷不少。遗憾的是，因睛同 

和僚件所限，我在湖南固害馆查阴此害的遇程中未能有更多骚现，只能留待 Et後再加考索。 

但笔者深信，如根掳四庳底本封《畏编》加以全面校勘，想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恢後此耆 

原貌。 

以上主要封揄的是《畏编》四库底本的版本俱值，下面需要谈谈造一底本的四庳孥俱 

值。《畏编》是四庳馆徒《永橥大典》中靼出的卷帙最巨的典籍，新骚琨的遣一底本也是 目前 

所知部聩最大的四庳底本。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畏编》 辑佚到整理的遇程，禺研究 

《永檠大典》本，特别是其中大部颓害籍的靼佚、整理周题，提供了叟富的素材。在上文有网 

底本柬屋的分析中，笔者已经封其中涉及的部分四庳编纂孥同题造行遇封渝，此虚再封若 

干网键瑕箭加以群细说明。 

(一)四库馆改浑民族 名的方式 

于敏中在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七 日致睦锡熊的信函中稻：“《通缢畏编》虑改速人及西 

夏部族名，即交瓣《囡牾解》大臣瓣。”@遣裹所谓“辨《囡 解》大臣”富指四庳馆中的封音官， 

除负责编纂遮金元三史《圆 解》外，亦负责其他四庳典籍所兄民族捂名的改 工作⑥。结 

合上文分析可知，于氏宿此信畴，《畏编》的大典初辑稿本刚刚完成不久，而二次修改稿本尚 

未抄就，故而于氏最初的彀想虑骸是直接将大典初辑稿本交由封音官造行改 。但徒湘圃 

@ 更有甚者 ，四庳馆臣遗舍封大段遵碾文字重新加以改窝，经其改寓後之文辞、 羲舆原文全然不同。参兄梁太 

涛 ：《庳本(要绿)避忌津改考寅》，收入氏著《唐宋屋史文献研究鼗稿》，第 27O一272贾。 

@ 《于文襄手刮》第 31函。 

@ 朋於封音官的具髓情况，参兄碾升：《四庳全軎馆研究》，第 388--389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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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畏编》四庳底本的情沉看柬，改浑工作是在乾隆四十三年圈六月抄成的二次修改稿本上 

造行的，舆于氏的毅想蓝不一致。 

那麽，封音官是如何在《畏编》二次修改稿本上造行改浑的呢?逭就牵涉到四庳馆改 

民族捂名的方式同题。嗣於遣一圈题，以往掣界的封 尚嫌不足。最近，陈晓俸博士骚现 

北京大擘圆軎馆藏《廓挚典褴》四庳底本卷首有一篇《(魔擘典褴>虑翻箨者》，保封音官所薤 

列的教耆蒙古捂嗣集改 清罩。攮此分析可知，《廓擘典褴》徒《大典》中辑出後，先由封音 

官通览全害，将需改箨者列出一份清单，然後再由纂修官根摅此清罩，将底本原浑名逐一 

改餍新的 名 。但《畏编》的改挥程序舆《廊挚典褴》蓝不相同，全舂没有一佃统一的改挥 

清罩，而是由封音官直接在二次修改稿本上连行改器。其具髓的改 形式至少包括如下 

残棰： 

其一，最常兄的情况是直接在原浑名旁改宿新 名。此颊例惹已借兄前文，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遐有部分浑名馑在一旁割缝檩谶，而於天顼虎加以改箨。如卷五一六元符 

二年图九月壬辰僚，追 是月辛巳宋罩舆青唐羌之戟事睛，其中有遣檬一段文字：“(王)赡 

先戮大首领结瓯龊、心牟敛氍、蔺逋叱、巴金抹、心牟令麻、提剥兵、鹿 逋艟、厮镡搭属宴等 

九人。”◎此句自“菌逋叱”至“厮辉搭属宴”六名旁割有墨缝，天顽批 稻：“蔺逋叱，改凌 b 

齑。巴金抹，改巴锦璃O心牟令麻，改森摩凌踽。提剥兵，改德巴本。鹿氍逋随，改巴沁布 

詹克。厮辉搭焉娄，改斯多连焉蕹。”即属此例。但需指出的是，按照馆臣的黠断，王瞻所毅 

之青唐首领馑有八人，不合原文“九人”之敷，恐有差 。 

其二，某一浑名在同莱或相郯畿菜内频繁出现睛，一般只改首兄者，其馀则馑在 名旁 

割缝作焉檩谶，以提示照前例改 。如卷五一六屡次出现“随拶”一名，惟首兄者改作“隆 

赞”，其後畿魔均未作改勤，馑割线檩谶。 

其三，若馆臣勰属某一 名 需改浑，则直接在其旁 明“不改”。如卷五一六元符二 

年九月壬辰保原有“小阿蘸”一名，其中“小”字被改焉“硕”，而“阿蒜”旁则有墨笔明碓檩靛 

“不改”二字。 

除此之外，遐有一黠值得注意，徒笔跻柬看，同卷中修改浑名者舆改正靴误、造行簿改 

者通常有明颞匾别，前者富出自封音官之手，而後者则是纂修官所焉。 

④ 参兄隙晚倬《(庸孕典植>四庳底本考略》(待刊)。 

◎ 《宋畲要靼稿》蕃夷六之三四也有颊似的 载：“知鄯州王赡奏有大首领结(瓯)龊、心牟敛毵、蔺逋叱、巴金符、心 

牟冷麻敛、捉剥兵、蘸既随逋瞌、厮锷搭、捉属洛等九人。”(第 7835百)所 九人之名舆《畏编》四库底本多有歧 

巽。又《畏编》黠校本此虎即攘《宋合要辑稿》加以回改，惟“巴金符”作“巴金摩”，“蘸鬣障墓逋驻”作“青苣氍洧琶逋 

髓”，“厮绎搭”作“斯多搭”，且自“蔺逋叱”以下褚人名皆未作黠断(第 12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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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畏编》舆《廓挚典褴》餍何合揉取不同的改诨方式呢?遣主要是由於《畏编》的部 

颈太大，需要改浑的民族 名敦量繁多，情沉桎焉祓雄，不可能像《扇孥典袒》那檬由封音官 

事先列出一份完整的改诨清罩，再由纂修官按照清罩去逐一虚理，而只能由封音官直接在 

底本上造行改 。遣恐怕也是四庳馆改浑大部颈典籍畴的通行做法。 

(二)四庳底本中的殊批同题 

除封音官的改箨之外，《畏编》四庳底本中其馀的修改笔跻包括墨簟和殊肇雨棰，二者 

誊出自不同居级的馆臣之手，墨笔虑该是负责兹卷的纂修官所属，值得考究的是其中的殊 

批同题。 

就笔者所兄，殊簟修改者在此本中分怖较唐，但亦有相凿敷量的卷次监 殊批。遣些 

殊批主要是封文字 造行校改，以卷二六二焉例，熙事八年四月癸酉“所募皆得真强爿士 

者”句，“得”误作“德”，後徭殊簟改正；同保小注“此攘魏泰《柬轩绿》”，底本“轩”误作“靳”， 

後经殊簟改正；乙亥像小注“王安石日以此知忠信寡欲之人有祸於世”，“知” 作“和”，後由 

殊笔改正。终此一卷，共有十馀虚殊笔校改痕跻，聂以《永檠大典》残卷之相嗣部分，皆一一 

吻合。又如卷六一景德二年八月“壬戌，遣太子中允强绩乘傅指解州盟池致祭。畴蒋遣司 

言：夏秋霖雨有妨棰盟，故老相傅，唐朝每遇水炎必”四十二字重出，在四庳底本中恰占雨 

行。天颈有墨笔批 云：“二行重出。”又有殊批云：“查《大典》同，喾删。”且用殊笔将二行割 

去。，憷此细箭判断，以殊笔校改者保掾《永桀大典》原本。笔者推测，使用殊笔者在校 遇 

程中如有疑同，虑兹含词《大典》造行覆霰。那麽，逭些殊笔修改意兄究竟出自什麽人之 

手呢? 

嗣於四庳底本中的殊笔同题，先臀晴彦已有所谕及。王重民曾致函胡逋(1944年 1月 

27日)云：“重民昨日阴一部《四庳》底本(原 ：宋张方平的《桀全集》)，於富日馆臣校耆手 

绩，稍得知大概，每校一害，似先交分校官群阴，遇有 字，加簸眉端，再由纂修官泱定。纂 

修官似有用殊簟的资格，合则用殊笔径改之，不合则不勤殊簟。纂修官的殊簟，似尚经德纂 

官驳正，所以拿此底本舆影印文渊闼本《橥全集 》相校，冈本有的改，憷殊簟，有的不采殊 

笔。”@王氏根攘《檠全集》四庳底本的校改情沉，勰禺馆臣校害的流程富餍：分校——纂 

修——德纂，而其中殊笔耆保纂修官所加。然而，根攘今天所兄更焉堂富的四庳孥文献，特 

别是新近披露的某些大典本所附“辨害罩”及“衔名罩”@，孥界封於大典本的整理遇程有了 

更餍清晰的韶谶：大典初辑稿本由纂修官初步整理，交腾绿窝定禺二次修改稿本；二次修改 

@ 收入《胡逋王重民往束害信集》，圆家圃音馆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 206页。 

@ 兄史赓超《(永棠大典)靼佚述稿》，第 7O、88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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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再由纂修官整理、校勘，交德纂、德裁謇定，再由腾绿抄成三次修改稿本；三次稿本由纂 

修、分校遣行覆校，最终抄人褚圈。撩此，眼升先生韶焉王氏所言有 ，稻底本中殊笔“可能 

焉德纂或德裁所加” 。 

参照上述辨害流程，可以推定《畏编》四庳底本中的殊批富出自德纂之手。上文已经指 

出，此底本届二次修改稿本，富是先由纂修官遭行校勘(即此本中墨笔所改者)，再由缌纂、 

德裁謇同。又如上所述，殊批分怖箍国鞍庚，且孰行者需榆葳《永檠大典》原本，工作量较餍 

繁巨，考虑到喾睛馆中的寅隙逼作情况，德裁统筹全局，不可能造行如此大量而琐细的覆霰 

工作，故肇者 餍碌簟校改者凿保缌纂所焉。不遇，徒大量卷次蓝 殊批的情况判断，遣檬 

的校改工作大概是以抽查方式造行的。 

(i)四庳提要修改遇程管窥 

网於《畏编》一舂的四庳提要，《德目》及褚圈本害前提要畿乎完全相同，而四庳底本卷 

首提要却舆之存在较大差昊。逭一黠封於考察《德 目》及害前提要的修改遇程具有一定参 

考儇值。兹列表封比如下。 

表 4：《畏编》四庳底本卷首提要舆通行文本封照表 

四庳底本卷首提要 通行文本(《德目》及诸闼本害前提要) 

臣等毽按《殖资治通缢畏编》，宋李熹 等言墓格《缠咨治诵镒 编》百百一十卷．宗李喜 

撰。煮字仁父，眉州丹棱人，绍典八年 撰。煮有《 文解字》、《五音瓿 》已著绿。煮博 

造士，官至敷文圈擘士，赠光禄大夫， 榧群害，尤究心掌故，以富畴孥士大夫各信所傅， 

谥文筒，事踱具《宋史》本傅。熹博梗 不考诸寅绿、正史，家 自焉就，因踵司焉光《通缢》 

载籍，慨然以史擘自任，尤究心宋朝典 之例，采一祖八宗事踱，营粹封输，作焉此害，以光修 

故，以富畴学士大夫各信所傅，不考褚 《通继》畴先成畏编，熹谦不敢言绩《通缢》，故但谓之 

寅绿、正史，家自禺税，因踵司属光《通 《绩资治通缢畏编》。《文献通考》载其造耆状四篇， 

缢》之例，采一祖八宗事跋，菅粹封输， 一在隆典元年知檠州晴，先以建隆迄阴寅年事一十 

作餍此害，以光修《通缢》睛先成畏编， 七卷上造；一在乾道四年焉褴部郎睛，以整齑建隆元 

熹谦不敢言绩《通镒》，故但 之《绩资 年至治平四年圈三月五朝事踏共一百八卷上造；一 

治通缢畏编》。隆舆元年知柴州，先以 在淳熙元年知溘州畴，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 

建隆迄阴富年事一十七卷上造；乾道四 卷上造；一在淳熙元年知遂孪府睛，重别宿呈，监《犟 

年禺褴部郎睛，以整齑建隆元年至治平 要》、《目绿》 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上造。 

四年闰三月五朝事踱共一百八卷投连， 故周密《癸辛鞋谶》稻辑彦古盗窟其害至盈一窗， 

⑩ 参兄饭升《四庳全害昭研究》，第 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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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四庳底本卷首提要 通行文本(《德目》及褚闺本害前提要) 

韶以李煮纂述有务，特蒋雨官；淳熙元年 然《文献通考》所载馑《畏编》一百六十八卷、 

知溘州，又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 《犟要》六十八卷，舆造状多寡迥殊。考陈振搽 

卷上遭 淳熙元(墨簟改焉七)年 遂 《害绿解题》稻其卷敷雎如此而册敷至逾=百， 

事府畴，重别窟呈，监《犟要》、《目绿》 盖逐卷又分子敦或至十馀云云，则所稻一千六 

一 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耋塞基重 十=卷者乃统子卷而 之，故其敷较夥矣。又 

之，以其害藏秘府。煮自 事失之繁，毋 掾煮造状，其害寅止于钦宗，而王明清《玉照新 

失之略。庚 借言以待後之作者，故其 志》稻绍典元年胡彦修疏在《畏编》一百五十九 

卷帙最多，富峙鞭於傅宿，耆坊所刻本及 之靛後，则似乎兼及高宗，或以事相连属，著其 

蜀中蕾本已有群略之不同。又神、哲、 蹄宿附於注末，如《左傅》後经终事之例欺? 

徽、敛四朝之耆乾道中祗降秘害省，依 《癸辛雅谶》又稻煮焉《畏编》，以木府十枚，每 

《通缢》纸檬缮宿一部。未经鳇板，流播 府楠替 一十 ．每替以甲子志 。凡l本年 

El稀。自元以柬，世鲜傅本。明代作《绩 事有所圈必踞此匣，分 日月先後次第之，井然 

纲目》畴膊 不能得，隙桎、王宗沐、薛虑 有僚云云，则其用力之尊且久可概兄矣。其害 

旃辈亦未靓此害，辄《绩通缢》行世，重焉 卷帙最多，富畴毂於傅寓，耆坊所刻本及蜀中 

塾鲞 !至本朝康熙初，昆山徐乾孥 蕾本已有祥略之不同。及神、哲、徽、歙四朝之 

始獾其本于泰典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 耆，乾道中祗降秘害省，依《通缢》纸檬缮窟一 

皙具疏造之於朝，副帙流傅， 不珍焉秘 部。未经镇板，流播 El稀。自元以柬，世鲜傅 

乘。然所载馑 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 本。本朝康熙初，昆山徐乾挚始獾其本于泰典 

後仍属嘲如，孥者究以未觏全耆焉憾。 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曹具疏造之於朝，副帙 

今榆《永檠大典》宋字瓿中借绿李氏《畏 流傅， 不珍焉秘乘。然所载馑至英宗治平而 

编》，以舆徐氏本相较，其前五朝雎大概 止，神宗以後仍属阙如。今榆《永桀大典》宋字 

相合，而分 、考昊往往加群，至熙事迄 龋中借绿斯编，以舆徐氏本相较，其前五朝雎 

元符三十馀年事踱，徐氏本所闼，而朱彝 大概相合，而分 、考吴往往加群，至熙事迄元 

尊以禹失傅者，今 皆粲然具存 ，首尾完 符三十馀年事跋，徐氏所朗而朱彝尊以禹失傅 

善，寅徒柬海内所未有。惟徽、钦二纪原 者，今皆粲然具存，首尾完善，寅徒柬海内所未 

本不载，又佚去熙窜、绍里同七年之事， 有。惟徽、钦二纪原本不载，又佚去熙李绍里 

颇焉可惜。然自哲宗以上，年缝月缚，遂 同七年之事，颇焉可惜。然 自哲宗以上，年经 

已群借 遗，以敷百年柬名儒硕挚所欲 月缚，遂已群借 遗，以敷百年柬名儒硕挚所 

舁 而不得者 ，一 日焕然 嚣臻i於卅 。榀 蹋 目而不得者 ．一 Et市酉滠 蓓物 ．相弭行褚本 ±曲 

行渚本增多残至四五倍，馘錾林所宜寅 多裁四五倍，斯亦錾林之巨觏矣。昔明成化中 

贵也。原 目 存 ，其所分千馀卷之次第 韶商辂等《缜修通缢纲目》，睛《永桀大典》庋藏内 

已不可考，遴参互校正，量其文之繁筒， 府，外廷 自而窥，竟不知熹之蕾文全载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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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四庳底本卷首提要 通行文本(《德 目》及渚闰本害前提要) 

别加厘析，定著禹五百二十卷。具禺目 乃百方别膊迄不能得， 者以屑遗憾。今恭逢 

绿如右。煮作此耆凡用力四十载而成， 我皇上稽古右文，编摩四庳，乃得重兄於世，壹 

其自寅绿、正史、官府文耆，以逮家绿、野 非颞晦有畴，待里世而骚其光哉。熹原 目 

， 不遁相稽謇，蛋黢昊同。雎采摭浩 存，其所分千赊卷之次第已不可考。越参互校 

博，或不免虚寅监存，疑信互兄，未必一 正，量其文之繁筒，别加厘析，定著禹五百二十 
一 皆衷於至富。要其淹贯群赡，北宋一 卷。熹作此害，经四十载乃成，自寅绿、正史、官 

代纪载之耆，寅未有能遇之者，以之追 府文言，以逮家绿、野纪， 不遁相稽謇，簧黢昊 

涑水，洵亦 愧色矣。 同。雎采摭浩博，或不免虚寅监存，疑信互兄，未 

必一一皆衷於至喾。不但太宗斧罄煳影之事，于 

《湘山野绿》考攘未明，遂餍千古之疑寅；即如景 

裙 一年 = 月踢 值 柬 置箭 柞 军=淘 家 帛米一 軎 。核 

以余靖所撰墓铭，殊不相符。餍曾敏行《猾醒 

雅 》所纠者，亦往往有之。然熹造状 自稻事 

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唐搜博绿，以待後之作 

者。其淹贯群赡，固蘸史者考恙之林也。 

表中割缝部分，四庳底本卷首提要舆通行文本存在着相宫大的差昊。可以看出，後者 

明颞是在前者基磁上增衲修改而成的，但 四庳底本上的遣篇提要却畿乎没有什麽改勤 

痕跻。 

上文指出，四庳底本卷首提要宿於乾隆四十三年闺六月，遣是 目前所兄最早的《畏编》 

提要@，富睛《畏编》的二次修改稿本刚刚抄成，故此提要内容富舆最初的分纂稿较属接近。 

如上表所示，通行文本之内容多有不兄於四庳底本者，知《畏编》提要的修改 不是在此底 

本上造行的。更能税明同题的是，底本卷首提要有一魔用墨笔将李熹知遂事府的睛同由淳 

熙元年改届七年(兄表4斜髓加粗部分)，但通行文本仍作“淳熙元年”。榆李煮神道碑，熹於 

淳熙六年以後始知遂李府@，底本之改勤富有所本，但遣虚改勤在通行文本中监未得到吸 

收，可兄《畏编》褚闼本及《德目》提要的修改虑 是猾立於底本提要之外，在另一系统中遣 

⑨ 《畏编》提要分纂稿今已不存。新近出版的塞北“圆家圃耆醣”藏《四庳全害初次逞呈存 目》残本，是早期提要的 

初次橐集，成於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参兄到浦江：《<四庳全言初次遣呈存 目)再探一 兼谈<四库全害德 目>的早 

期编纂史》，《中荤文史输装22014年第 3期)，但其中《畏编》提要亦已亡佚，燕徒比封。 

⑦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六六《敷文闼肇士李文筒公焘神道碑》，《宋集珍本装刊》影印傅增湘校欧 綮刻本，线 

装害局，2004年，第 51册，第 644页上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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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目前所兄褚圈本耆前提要舆《德目》提要高度一致，其中文渊髑本窟於乾隆四十六年 

九月，则《畏编》提要在此之前已经定稿。而《缒目》初稿成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稍早於文 

渊圉本，《畏编》提要很可能在此畴已经寓定，故而焉後柬猪提要全监因察。也就是税，通行 

文本舆四庳底本提要的那些差昊，鹰 是在编人《德 目》遇程中麈生的，而舆四库底本再 

瓜葛。 

综上所述， 输是着眼於宋遮金史及相嗣民族史研究，抑或是四庳孥研究，《绩资治通 

缢畏编》四庳底本均具有重要的文献{贾值。然而，此害卷帙浩繁，笔者所寓 目者只是很少的 

一 部分，毫 疑同，其中退有更多不焉人知的挚衍寅藏等待着我们去骚掘。有鐾於此，笔者 

呼吁，擎界及出版界虑值快兽勤以下雨方面工作：其一，将此本全部影印出版，以便孥界使 

用及造一步研究；其二，充分利用此本，封黠校本《畏编》加以全面修 ，或以此本届底本，封 

《畏编》逛行重新整理，以期最大限度地恢後款害的原貌。 

附言己：本文承蒙康鹏、林鹄、邱靖嘉、昧晓律、任文彪、趟宇、沈琛诸学友惠赐修改意 

见，谨此铭谢。文章徒初稿寓作到最终改定，庭庭浸溯着恩师到浦江教授生命最後峙 

段的心血。如今，斯人已逝，属弟子者惟有忍痛滑心，缒承先志，以固赧答缔恩於葛一。 

(本文作者属北京大擎屉史擎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