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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綱《梁溪集》是一部重要的宋人別集，但關於此書的文獻源流，既有

研究在材料占有與考證結論上多存可議之處。本文立足於多部稀見抄本，發

掘其他多種傳世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對《梁溪集》的版本源流加以重新檢討。

首先解決該書在宋代編刻過程中的若干問題，特別是廓清其初刻、補刻時間；

進而以《梁溪集》卷末所附年譜為線索，發現此書得以從不絕如線到廣為流

布的關節所在，梳理出其自宋至清主要的版本流傳脈絡；最後，對此書清刻

本及相關問題進行辨析，指出以往學界所公認的「道光刻本」實刻於咸同年

間，並考證兩段與此書付梓有關但又隱而未彰的書林史事。藉助這一個案，

我們或許可以對文獻學在文史研究中的作用與地位有一些更為深入的認識。 

 

關鍵詞：李綱、《梁溪集》、宋代、抄本、文獻源流 

 

李綱（1083-1140），字伯紀，祖籍福建邵武，生於無錫梁溪，自號「梁
------------------------------------------ 

 2016 年 1 月 12 日收稿，2016 年 11 月 13 日修訂完成，2017 年 8 月 14 日通過刊登。 
 作者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研究系訪問學人。 
  拙文初稿係 2015 年秋北京大學中文系王嵐教授所設「宋人文集編刻與流傳研究」課程

報告。修改過程中，蒙《漢學研究》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諸多中肯意見，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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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病叟」。政和二年（1112）進士，官至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具將相

之才，一生力主抗金，屢遭排擠，卒諡忠定。生前著述頗豐，留存至今者主

要有詩文合集《梁溪集》一百八十卷。
1 因其一度處於兩宋之際政治中樞，

是諸多重大史事的親歷者乃至決策者，《梁溪集》留下的大量相關記載具有十

分珍貴的史料價值；同時，李綱詩文「雄深雅健，磊落光明」，
2 為方家所激

賞，故此集的文學價值亦頗堪重視。然而與其學術價值並不相稱的是，有關

《梁溪集》這部文獻本身的研究長期以來卻並不盡如人意，許多重要問題仍存

待發之覆，本文所要討論的版本源流就是其中之一。 

《梁溪集》凡一百八十卷，以卷數記，僅次於周必大《文忠集》、劉克莊

《後村集》，在傳世宋人別集中名列前茅。這樣一部卷帙浩繁的宋集能夠流傳

至今，本身就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但以往的研究似乎未能很好地揭示出

箇中的來龍去脈。有關此書版本源流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當推祝尚書

《宋人別集敘錄》，其中對《梁溪集》有一段五六千字的解題，根據部分傳本

之序跋及歷代主要書目之著錄，依次考證了《梁溪集》在宋、明、清三朝的

編刻流傳情況，大致勾勒出此書流傳過程的基本面貌，但仍有許多關鍵問題

並未得到徹底解決，如此書在宋代的初刻時間、由宋到明再到清的流傳脈絡、

今傳諸本與宋刻本的關係、清代刻本的刊刻時間等，都值得進一步檢討。
3 此

外，王瑞明在點校《李綱全集》時，雖未特別關注此書的文獻源流，但從諸

本文字異同的角度，對其部分版本之間的關係做出了判斷，具有一定參考價

值。
4 近年來，陸續出現多篇題名討論此書版本問題的專文，但多屬介紹、

------------------------------------------ 
1  此外尚有詞集《丞相李忠定公長短句》一卷，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典雅詞》本。明

清時期中、日、朝有李綱奏議、文集選本多種，內容皆不出一百八十卷本《梁溪集》

之範疇；同時，集末所收《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靖康傳信錄》三書亦有單

行本傳世。又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論語詳說》一部，著錄為李綱所撰，已有專

文考辨其誤，參見徐瀟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論語詳說》作者考辨〉，《中國學研

究》第 10 輯（濟南：濟南出版社，2007），頁 366-375。 
2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56《梁溪集》提要，

頁 1345。 
3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767-777。下文引祝氏說皆

出於此。 
4  宋．李綱著，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長沙：嶽麓書社，2004），「點校說明」，頁

 



苗潤博／李綱《梁溪集》版本源流再探—文獻著錄與稀見抄本的綜合考察 107 

羅列性質的文字，或明或暗地因襲、重複祝尚書之觀點，偶爾根據個別書目

著錄提出己見，又多難成立，可以說對問題的解決並沒有太多實質的發明與

推進。
5  

因此，不得不承認，關於《梁溪集》這樣一部重要文獻的源流問題，已

有研究雖然數量不少，但總體上看深度明顯不足。具體說來，存在以下兩個

主要問題。其一，對《梁溪集》傳世版本了解不夠全面，利用不夠深入。以

往研究者注意到並加以利用此書的版本主要包括：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殘本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存三十八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道光」

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傅增湘據朱文鈞抄本校「道光」本（《宋集珍本叢刊》

影印）及季錫疇校跋本，但據筆者目驗及書目著錄可知，此集除了這些本子

之外，尚有明抄殘本一部，清抄本十餘部（詳見文末附表一），其中包含眾多

關於此書版本源流的珍貴信息，前人均未涉及。其二，對於其他文獻中有關

此書的記載發掘不足。以往研究關注點在於宋至清主要藏書目錄特別是官方

公藏目錄的著錄，未能全面搜討明清私家藏書目錄，而且其他諸如方志、文

集、年譜等文獻中亦存有不少相關記載，實有待發現與利用。鑒於以上二端，

本文擬立足於所知見的多部抄本，充分調動其他文獻中的相關著錄，對二者

加以綜合考察，以期對《梁溪集》的版本源流有一個更為清楚的認識。
6 同

時，透過這一個案，我們還可以觀察到，儘管當今的文史研究在大數據洪流

的影響下「突飛猛進」，但這並不意味著傳統的文獻學方法會就此失去用武之

地。實際情況可能恰好相反，許多為人忽視、亟需深耕細作的基本問題，或

許仍一直靜靜等待著拙樸的拓荒者。 

關於李綱文集在宋代的編刻，先要從其生前親自編定文集的留存問題說

------------------------------------------ 
1-6。 

5  王衛婷，〈《李綱集》版本綜匯〉，《科技信息（科學教研）》2008.15(2008.5): 521、530；

王路璐，〈《梁溪先生文集》版本概述〉，《黑龍江史志》2013.23(2013.12): 126、128；

只誠，〈《梁溪集》版本問題初探〉，《黑龍江史志》2014.3(2014.2): 151-152。 
6  本文主要討論《梁溪集》全本的源流問題，暫不涉及諸家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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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祝尚書已指出，綱生前曾自編《湖海集》、《迂論》二書，今皆存其序。

實際上，這兩部自編集的內容應該都保留在了今本《梁溪集》中。《湖海集》

見卷 17至 27，開首為序文，文末稱「今蒙恩北歸，裒葺所作，目為《湖海

集》，將以示諸季，使知往反萬里四年間所得蓋如此云，庚戌清明日梁溪病叟

序」，
7 次為建炎元年（1127）至四年（歲次庚戌）所作詩。此前之卷 1 至

16 以及之後卷 18 至 32 亦皆為詩，按創作年月排序，但皆無單獨序文，可

知今本《梁溪集》卷 17 以下的十一卷應該大致保留了《湖海集》的原貌。

與此類似，今本卷 145至 154皆題作「迂論」，蓋即出自李綱所編《迂論》，

其序文則見於卷 137中。這兩部自選集不見於他處著錄，應該正如《湖海集

序》所言「以示諸季」，僅在家族內流傳，後來被整體收入全集。 

如前人已經指出的，李綱紹興十年（1140）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其

全集並未得到刊刻。《梁溪集》卷末附其弟李綸所作行狀稱其歿後「文章、詩

歌、奏議凡百有餘卷」，可見僅初步編次，而未有定稿。三十餘年以後的淳熙

三年（1176），其子李秀之曾搜集綱所著奏議表章編為八十卷，請陳俊卿作

序，陳氏序作於淳熙六年。後四年，朱熹亦為此奏議合集作序。但直到嘉定

二年（1209），李綱孫李大有，方才在章穎等人的資助下將這八十卷的奏議

刊刻完成，大有作跋云：「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為篇百有七十，而以《傳信錄》、

《時政記》、《進退志》附益。表札奏議凡八十卷，是為今書，蓋其後諸人所離

合撰次也，得之先子。」
8 可知當時李綱全集已編定為一百七十卷，而作為

附益的《靖康傳信錄》等三書凡十卷，正與流傳至今的一百八十卷本構成完

全一致。李大有當時只刻了奏議八十卷，其他的只能留待他日。 

（一）嘉定初刻時間確考 

關於李綱全集的初刻時間，祝尚書認為當在嘉定六年，其主要依據是以

下三則跋文：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樵水，適在鄭鄉，公之去世

六七十載，英風義概凜凜如存，敬以公所著刊於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

------------------------------------------ 
7  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頁 213。 
8  上引陳、朱、章、李序跋皆見於今傳諸本卷首及卷末。可參《李綱全集》點校本，頁

1-4、1765-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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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托不腐。嘉定癸酉（六年，1213）立秋

日天臺陳彭壽書。 
……官畫錦之鄉，即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鋟諸板，且命登董其事，因

得盡觀其所為文。……是集刊於秋之九月，成於冬之十二月，其為冊三十

有三，為卷一百八十。……迪功郞邵武軍軍學教授黃登拜手謹跋。嘉定癸

酉年某月某日。 
……邵武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刊奏議，獨文集尚缺……會丞相之孫制機（引

者按即李大有）與其族孫國錄示以全帙，注盥手熏誦……鳩工刻梓，屬泮

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於以傳示將來，啟廸後學。注亦得以記名編末，

與有榮耀。嘉定歲次庚辰（十三年，1220）冬十有二月朝議大夫權知邵

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9 

三段跋文所述均為初刻全集之事，祝氏根據陳彭壽、黃登兩段跋文的落款時

間皆在嘉定癸酉，認為第三段姜注跋文落款中「庚辰」當為「癸酉」之誤，

如此三者方可吻合，進而斷定李綱全集初刻於嘉定六年。這一判斷乍看合理，

但若進一步檢核其他史料，就會發現其中存在著明顯的問題。據落款可知，

上述三跋的作者皆為邵武地方官，檢現存最早的邵武地方志嘉靖《邵武府志》

卷四「秩官」部分，陳彭壽於嘉定五年任知邵武軍事，而姜注則是嘉定十二

年方任此職，黃登任該軍學教授的時間也是嘉定十二年。
10 顯然，姜注跋文

落款署十三年庚辰不誤，而真正有問題的應該是黃登跋文中的「嘉定癸酉」。

黃登嘉定十二年方任軍學教授，顯然不可能在六年以前寫作此跋。其跋中稱

「官畫錦之鄉，即事未數月，史君（即使君，指姜注）以公文集鋟諸板，且命

登董其事」、「是集刊於秋之九月，成於冬之十二月」，與姜注跋文中「屬泮師

（即黃登）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歲次庚辰（十三年，1220）冬十有二

月」云云若合符契，此跋當作於十三年末該書刊刻完成之後。再者，細審此

跋落款時間，實際上也可發現破綻。其餘諸跋皆具署年月，惟此跋作「嘉定

癸酉年某月某日謹跋」，有年而無月日，由此推斷，黃氏跋文本來應僅署結銜，

而未著時間（或因與姜注跋文寫作時間相近，無需再書），今本之時間當係後

人抄錄時所妄題：其為求前後形式一致，未及深究，僅根據此前陳彭壽跋之

------------------------------------------ 
9 《李綱全集》點校本，頁 1767-1768。此本間有脫誤，據其他諸本校補。 

10  明．邢址，嘉靖《邵武府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卷 4〈秩官〉，葉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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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署作嘉定癸酉，而月日闕如，不僅於實有乖，更貽誤後人。經過以上分

析可知，嘉定六年時知邵武軍事陳彭壽擬刊刻李綱全集，但並未成行，至嘉

定十三年新的知軍事姜注任上方才真正完竣。也就是說，李綱全集的初刻時

間當重新釐定為嘉定十三年，而此時距其辭世之紹興十年已整整八十載。綱

乃一代名臣，彪炳史冊，然其畢生主戰，與高宗政見不合，生前一再遭貶，

歿後久無諡號，直至高宗去世，方於淳熙十六年（1189）得謚「忠定」，11 其

全集刊刻延宕如斯，除因卷帙浩繁外，恐亦與政治環境之變化不無關聯。 

（二）紹定補刻時間辨疑 

李綱全集初刻後十餘年，其書版藏於邵武郡齋，紹定年間經兵火毀壞，

時知邵武軍事趙以夫曾予以補刊，並作跋曰： 

……武陽舊有集，辛卯（引者按：即紹定四年，1231）春閏，郡遭寇毀，

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

境內稍安，即刊補之……余假守一年有半，值寇荒交急之秋，北（引者按：

當為比之誤）公時曾不過蚤疥癬耳，而鬚髮為白，於以知公之為難也。追

感前事，識於卷末。壬辰（五年，1232）日南至長榮趙以夫書。
12 

跋中所述之事能夠得到其他記載的印證。劉克遜嘉熙元年（1237）《丞相李

忠定公長短句跋》云：「樵川官書，經兵後僅存《丞相李忠定公大全集》，然

猶散闕五百餘板。今左司趙卿以夫為守日，汲汲刊補，迄成全書，四方人士

皆欲得之。」
13 足見趙氏補刊李綱全集一事在當時影響甚大，但關於此次補

刊的時間，學界有兩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是祝尚書提出的紹定五年說，祝

氏指出紹定四年辛卯無閏月，疑趙以夫跋中「辛卯春閏」當為「庚寅春閏」

之誤，而落款之紹定五年庚辰應該就是此次補刊之年。
14 另一種說法則是王

------------------------------------------ 
11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35〈孝宗紀三〉，頁 691；王瑞明

點校，《李綱全集》附錄，頁 1752；宋．李心傳，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乙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 12〈劉李二忠定得諡本末〉，頁 689。 
12 《李綱全集》點校本，頁 1768。個別文字係筆者據他本校改。 
13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典雅詞》本卷末，索書號 11254。 
14  祝氏《宋人別集敘錄》以趙跋落款「壬辰日」連讀，疑為「壬辰年」之誤。按：「日

南至」乃古時冬至之別稱，無需置疑。近出同氏所編《宋集序跋彙編》（北京：中華

書局，2010，卷 24，頁 1108）已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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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趙以夫年譜〉提出的紹定六年說，他注意到嘉靖《邵武府志》記載趙

氏任知邵武軍事在紹定五年壬辰，認為這正與上引跋文中「辛卯（四年）……

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相合，而跋中稱「又明年」補刊此書，則當在紹

定六年。
15 二者各執一詞，究竟孰是孰非？ 

筆者認為，紹定五年更為合理，但目前祝氏之說以推測居多，還需結合

其他材料做進一步論證，特別是要對王氏提到的方志史料做出解釋。 

首先，如祝氏所說，紹定四年辛卯確無閏月。從當時人的記載及後人的

曆譜推算皆可確知紹定三年庚寅閏二月，四年辛卯不置閏，
16 換句話說，跋

文中「辛卯春閏」必有訛誤。這是紹定六年說無法迴避的漏洞。 

其次，跋文中「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與方志所記紹定五年趙氏始

任知軍事所指並非一事。嘉靖《邵武府志》宋代任官部分逐一列出歷任長官，

其記紹定年間知軍事者云：「紹定四年王遂，紹定五年趙以夫。」
17 此條為逐

年記錄，當源自可靠的官方檔案，從表面上看，趙以夫跋中「被簡命來此」

似乎就是指紹定五年。然而，揆諸其他史料即可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劉克

莊所撰趙以夫神道碑述其任職邵武之事云：「時淮西兵駐邵武，下瞿諸峒陸

梁，建、泰饑人相食。陳公請以公攝郡事，乞鹽招糴，以活餓孚。生獲楊李

二酉，餘賊殲盡。俄為真。」
18 這段碑文記載紹定間趙以夫參與剿滅福建晏

彪叛亂，其中的「陳公」即當時平亂主將陳韡，由此可知趙以夫最初任職邵

武是由陳韡舉薦而暫攝郡事，後來因剿寇安民有功方才成為真正的邵武知軍

事。而劉克莊的另一篇文字《卲武軍新建郡治譙樓記》則稱前任知軍事王遂

------------------------------------------ 
15  王可喜，「宋代詩人叢考」（武漢：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14.6），「趙以夫年

譜」，頁 280。又見王可喜、王兆鵬，〈南宋詞人趙以夫生平及詞作編年考〉，《詞學》

2013.2(2013.12): 145。 
16 《宋史》，卷 56〈天文志九〉（頁 1221）、宋．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 45

〈仙都大夫李君墓志銘〉（《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210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葉 15b）皆記「紹定三年閏二月」，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北京：中華書局，1956，

頁 144）同。 
17  明．邢址，嘉靖《邵武府志》，卷 4〈秩官〉，葉 3a。 
18  宋．劉克莊，〈虛齋資政趙公神道碑〉，《後村集》（《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2011），卷 142，頁 5660。部分標點為筆者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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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不久，即「以風聞去」，「詔用趙侯以夫代之」，
19 並明確稱趙氏於紹定

四年八月開始修復譙樓，則其攝郡事必在此前。將這些史料與上引跋文對讀，

可知趙跋所稱「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應當是指紹定四年春因陳韡舉薦

接替王遂暫攝邵武軍事，這也正是此跋下文「余假守一年有半」中「假守」

的真正含義，而嘉靖《邵武府志》記載的紹定五年應該是其建功後真正成為

知軍事的時間。 

其三，紹定五年說可得到其他史料印證。據劉克莊所著陳韡神道碑，晏

彪叛軍攻占邵武當在紹定三年（庚寅）春，
20 上引跋文「辛卯春閏」如作「庚

寅春閏」，則正與此相合；晏彪叛亂於紹定四年平定，至五年餘黨基本剿滅，

故趙跋是年「境內稍安，即刊補之」；趙氏於紹定四年春攝邵武軍事，至跋文

寫作時間之紹定五年冬至，剛好符合其所謂「一年有半」。 

綜上可知，前引趙以夫跋文除將「庚寅」誤作「癸卯」外，餘皆可與其

他記載一一印合。趙氏於紹定四年春至邵武，開始尋訪、補刊李綱全集，歷

時一年半，至五年冬至補刊完成。下文將會證明，這部紹定五年補刊本對後

世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嘉定十三年初刻本。 

在宋人書目中，可以找到關於李綱全集宋刻本的蹤跡。趙希弁《郡齋讀

書附志》著錄「《梁溪先生文集》一百七十卷」，
21 祝尚書已指出此稱一百七

十卷當是「不計附益三種」（即前引李大有跋稱《靖康傳信錄》等三書），所

言甚是，但祝氏逕稱此著錄者乃嘉定初刻本，卻有失審慎。按趙氏《讀書附

志》約作於宋理宗淳佑十年（1250），時嘉定初刻本與紹定補刻本皆已問世，

未可遽斷趙氏所錄為何。又《宋史》〈藝文志〉著錄「李綱文集十八卷」，
22 此

「十八」恐為「百八十」之訛，從著錄來源上考慮，這一記錄可能照抄自宋理

宗淳祐寶祐年間成書的《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該志據內閣藏本著錄，彼

------------------------------------------ 
19  宋．劉克莊，《後村集》（《劉克莊集箋校》），卷 89，頁 3781。《宋史》，卷 415〈王

遂傳〉（頁 12461）稱其至邵武郡「撫摩創痍，剪平凶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

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與劉文所述合。 
20  劉克莊，《後村集》（《劉克莊集箋校》），卷 146〈忠肅陳觀文神道碑〉，頁 5764-5765。

《宋史》本傳略同。 
21  宋．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別集類三，頁 1192。 
22  元．脫脫，《宋史》，卷 208〈藝文志七〉，頁 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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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李綱集之初刻本與補刻本亦皆行世，此禁中所藏究竟是何版本，筆者將在

下節結合明代內閣藏本的情況作出推斷。 

 

釐清《梁溪集》在宋代的編刻情況，目的是解決此書的「源頭」問題，

接下來將著重探討這部宋集究竟是如何流傳至今的。 

除抄撮舊目的《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外，《梁溪集》

在元代未見於任何實藏著錄。至明初修《永樂大典》曾多次引用此書所收詩

文，題作「李綱集」、「李忠定公詩」、「李忠定公集」或「李忠定公梁溪集」，

共 53首，皆見於今本，23 就此推測當時所據之本與今傳諸本區別不大。正統

間修《文淵閣書目》著錄此集云：「李忠定公《梁溪集》（一部四十冊）。」
24 此

當即修《大典》所據之本。至萬曆間所編《內閣藏書目錄》亦著錄此書，且

更為詳細：「《梁溪先生文集》三十六冊不全。宋李綱著，凡一百八十卷。闕

五十六至六十一，一百四至一百八，一百三十三至三十七，一百四十九至五

十四卷，外附年譜、行狀二冊。又二十冊不全。」
25 此處著錄了兩部不全的

《梁溪集》，將第一本與《文淵閣書目》的著錄對比可知，此本所缺四部分卷

帙應當剛好對應原本的四冊，由此可知明初內閣所藏當為全本，至萬曆時已

有殘闕。
26 

祝尚書曾據上述著錄指出，李綱全集元明時期似未重刻，至明代傳本已

稀，除以上目錄外，其他私家書目皆不見全集蹤影，之後又列舉《四庫全書》

------------------------------------------ 
23  王瑞明點校本稱《大典》卷 540 所引《木芙蓉》一首不見於今本，遂將其附於詩集之

末（點校前言第 6 頁、正文第 433 頁）。按此詩實見於今本卷 12，題作〈芙蓉〉。 
24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

2006），卷 9〈日字號第三橱．文集〉，頁 88。該本在此條後著「殘闕」二字，乃鮑

廷博以此目檢查家藏本時所加，與明代內閣實藏情況無涉。又錢溥《秘閣書目》及葉

盛《菉竹堂書目》皆據此轉抄，並非實藏。 
25  明．張萱，《內閣藏書目錄》（《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第 4 冊），卷 3，頁 333。 
26  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著錄「《梁溪集》一百二十八卷」（《宋元明清書目

題跋叢刊》第 5 冊，頁 35），此卷數不見於他書，陳氏此目多為後人所增竄，真偽參

半，不可盡信。 



114 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 

本、清刻本及部分清抄本情況等等。這些敘述並無太大差誤，但其中的一個

樞紐問題卻沒有解決，那就是由明到清此書究竟是如何實現從不絕如線到

抄、刻流布的？現存諸本與宋代刻本究竟有何關聯，能否找到清晰的流傳脈

絡？ 

筆者發現，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梁溪集》卷末所附《年譜》。通行

諸本《梁溪集》一百八十卷正文之外，皆有附錄六卷，包括李綱年譜、行狀、

謚議、相贊等內容。其中行狀末明確署其作者為李綱之弟李綸，而《年譜》

則亦被研究者眾口一詞地稱為李綸所作。
27 然檢今傳一百八十卷全本所附年

譜實未題作者，且絕大部分譜首殘闕，譜文始於「（元祐）七年壬申、八年癸

酉、紹聖元年甲戌」。與此稍有不同的是，《四庫全書》本與北大藏清抄本（詳

情見附表一 2 號）在此前則多出「（元豐）六年癸亥公生  七年甲子  八年

乙丑  元佑元年丙寅  二年丁卯  三年戊辰  四年已巳  五年庚午  六年辛

未」一段，但亦無作者，且無任何記事，與年譜開首當介紹譜主基本信息及

出生具體時間的通例不合，不能不令人懷疑其為後人據年齡推算所補，而非

譜首原文。那麼，這部年譜開首原本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其與《梁溪集》的

版本源流問題又有何關係？ 

幸運的是，筆者在一部罕為人知的明抄本《梁溪先生文集》中找到了線

索。此本藏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五十卷，附年譜一卷、諡議行狀一卷，一

函五冊，每半葉十行廿二字，藍絲欄紙抄，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鈐有「陳

之問」等印。卷一末有朱筆校語云：「皇明萬曆辛亥（三十九年，1611）八

月二十五日對趙玄度所抄閣本校正。謝兆申識於金台華嚴庵。」卷末有萬曆

三十九年趙琦美（字玄度，1563-1624）跋曰： 

------------------------------------------ 
27  趙效宣，《李綱年譜長編．略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 4；昌彼得，《宋

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6），頁 902；王德毅，《中國歷代名人年譜

總目》（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頁 66；吳洪澤，《宋人年譜集目．宋編宋人年譜

選刊》（成都：巴蜀書社，1995），頁 19、156；楊殿旬，《中國歷代年譜總錄（增訂

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頁 133；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

本年譜叢刊》第 21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組

編，《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傳記門》第 5 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

頁 24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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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公奏議六十九卷及《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建炎時

政記》等，而不得睹先生全集，遍訪士大夫家未遇也。辛亥余官奉常，得

交中翰范君可㥅，因假內閣藏本《梁溪集》三十六冊，輒錄一部。中闕五

十六卷之六十一卷，一百四卷之一百八卷，一百三十三卷之一百三十七卷，

一百四十九卷之一百五十四卷，凡闕二十二卷；復假閣中散亂之秩二十冊

檢之，凡得十六卷，以補其不足，尚缺一百四卷之一百八卷及一百三十七

卷，凡缺六卷，而一百三十七卷復於亂秩又檢出首五葉，止缺五卷半矣。

後又借得《李忠定公奏議》，檢之為補一百四卷之一百七卷，今所少惟一

卷半耳。其一百八卷書札也，一百三十七卷序文也，又三十三卷中亡七八

二張，一百五十三卷中亡第七葉之後半，幾為全書矣。倘天作之合，予不

遽死，尚當物色之耳。時萬曆三十九年季秋三之日二鼓書於奉常公署。清

常道人趙琦美志。 

由跋文可知，此本乃趙氏於萬曆三十九年自明廷內閣抄出，跋中所述內閣藏

本的情況與上引《內閣藏書目錄》完全吻合，
28 其一本闕四冊，另一本則為

「散亂之秩二十冊」。趙氏將內閣所藏兩部殘本相補配，又補以他書，幾成全

本（僅闕一卷半內容），然今僅存前五十卷及部分附錄。
29 檢此本卷末所附年

譜，主體內容與其他諸本年譜別無二致，茲於譜文首尾各摭一段列表對比如

下： 

表一 《梁溪先生年譜》明抄本與通行本內容對照表 

明抄本 通行點校本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已  公年十

九。正月七日丁韓國夫人憂。按龜山楊

公所撰墓誌云：夫人姓吳氏，括蒼人，

奉議郎長興府君之女，名犯淵聖廟諱。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已  公年十

九。正月七日丁韓國夫人憂。按龜山

楊公所撰墓誌云：夫人姓吳氏，括蒼

人，奉議郎長興府君之女，名犯淵聖

------------------------------------------ 
28  明．趙琦美，《脈望館書目．冬字號》（《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第 4 冊，北京：中

華書局，2006，頁 977）著錄此本云：「《李忠定公集》二十本，少一百八卷書札、一

百八卷序文；三十三卷內少七、八二張表本詔書；一百五十三卷內少第七葉迂論。」

其中「一百八卷序文」當為「一百三十七卷序文」之誤。 
29  此本首為「梁溪先生文集目錄」，至卷 50 止，其最後一葉筆跡與之前及其後正文明顯

不同（內容為卷 50 末三篇名及附錄年譜行狀、《梁溪先生》文集目錄終），當是此本

在流傳中散逸，僅遺五十卷，後世收藏者重裝並删改目錄，使其與正文相符，以殘充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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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廬毗陵錫山塋次，書釋氏《妙法蓮華

經》七卷置槨中，手植松柏數十萬。 
廟諱。公廬毗陵錫山塋次，書釋氏《妙

法蓮華經》七卷置槨中，手植松柏數

十萬。 
（紹興）十年庚申  公年五十八。正月

十一日，中使徐珣傳宣撫問。十五日，

公薨。初，公叔弟校書公博學多識，公

所以期待者甚遠，入館未幾，不幸早

世，公悼恨不已。適上元具祭，撫几號

慟，倉卒感疾，即薨於楞嚴精舍。遷特

進致仕，特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奏

補一子四孫外，其夫人請於朝，授公之

姪鼎之、從姪昌之，母舅吳彥舉、甥周

伯駿、外孫黃同寅，從公素志也。又命

公弟自浙東憲移閩部，以營襄奉。十二

月十四日，葬於福州懷安縣桐口大家山

之原。後四年癸亥，以長子儀之陞朝，

遇郊祀，恩贈太保。又三年丙寅，再贈

太傅。 

（紹興）十年庚申  公年五十八。正月

十一日，中使徐珣傳宣撫問。十五日，

公薨。初，公叔弟校書公博學多識，

公所以期待者甚遠，入館未幾，不幸

早世，公悼恨不已。適上元具祭，撫

几號慟，倉卒感疾，即薨於楞嚴精舍。

遷特進致仕，特贈少師。官其親族十

人，奏補一子四孫外，其夫人請於朝，

授公之姪鼎之、從姪昌之，母舅吳彥

舉、甥周伯駿、外孫黃同寅，從公素

志也。又命公弟自浙東憲移閩部，以

營喪事。十二月十四日，葬於福州懷

安縣桐口大家山之原。後四年癸亥，

以長子儀之陞朝，遇郊祀，恩贈太保。

又三年丙寅，再贈太傅。 

很明顯，上引兩段，除粗體部分個別文字稍有出入外，
30 兩種版本內容完全

相同，通觀整部年譜皆是如此，可以肯定，二者根本就是同一篇文獻。但值

得特別注意的是，與通行諸本年譜首葉殘闕不同，明抄本的譜首多出了如下

內容： 

梁溪先生年譜  門生左奉議郎、充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賜緋魚袋鄭

昌齡編   
先生姓李諱綱字伯紀，邵武軍邵武縣人，侍先衛公家於常州之無錫梁溪，

因自號梁溪病叟。 
神宗皇帝元豐六年癸亥  公生於是年閏六月初十日子時。按〈抵沙陽之

夕民居延火幾爇官司詩〉有「生辰端是窮申未」之句，自注云「生辰己未

火甲申水」，則知己未為月，甲申為日，時乃甲子。 
七年甲子 

------------------------------------------ 
30  以明抄本校點校本，所得異文往往多見於現存其他抄本，並非孤證。如上表粗體部分

之「以營襄奉」，即亦見於傅增湘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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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乙丑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二年丁卯 
三年戊辰 
四年己巳 
五年庚午 
六年辛未 
七年壬申（引者按：自此以下全同於通行本） 
八年癸酉 
紹聖元年甲戌 

顯然，這些文字應該就是通行諸本譜首所闕佚的內容，只不過它告訴我們，

李綱年譜的作者並不是以往所想像的其弟李綸，而是其門生鄭昌齡。
31 鄭昌

齡字夢錫，生平事跡略見於《宋會要輯稿》、《繫年要錄》、《淳熙三山志》等

書，《梁溪集》中亦有多處記載，與李綱交往密切。《繫年要錄》等書記紹興

十年鄭氏寄祿官為左宣教郎，
32 此譜則署左奉議郎。按南宋京官（宣教郎以

下）四年一磨勘，朝官（通直郎以上）三年一磨勘，可推知鄭氏最晚於紹興

十四年轉通直郎，歷三年再轉奉議郎，任期三年，故其任左奉議郎之時間下

限當在紹興二十年，而此年譜內容之時間下限則為紹興十六年，故可大致判

定此年譜當作於紹興十六年至二十年之間。 

以上引文為此明抄本年譜首葉，其中末三行即為其他大部分傳本年譜的

開首三行。明抄本每半葉十行廿二字，而今存宋刻殘本每半葉九行廿字（參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以行款計算，明抄本每葉正反面多出兩行，而譜

頭交代生年一段（公生於是年……時乃甲子）在明抄本中占滿三行，在宋刻

------------------------------------------ 
31  曾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此明抄本所附年譜為鄭氏所著，卻又將其與通行本之年譜並列

為兩種不同的年譜，而仍題後者作者為李綸，顯然是未能仔細比對內容、弄清傳本源

流的結果。參見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180；

劉琳、沈治宏，《現存宋人著述總錄》（成都：巴蜀書社，1995），頁 62；黃秀文，《中

國年譜辭典》（上海：百家出版社，1997），頁 173-174；《梁溪先生年譜》解題，《宋

人年譜叢刊》第 6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頁 4076。 
32  宋．李心傳，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137「紹

興十年九月丙午」條，頁 2587；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2012），

〈職官二七之二九〉，頁 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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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需占四行，則又多一行，共多出三行，故明抄本末三行在宋本中原本當

為第二葉開首三行，也就是說，明抄本較今存它本多出之內容恰好為宋本的

一整葉。 

以上考證說明，除明抄本外，今存諸本當皆源出於一部首葉闕佚的宋本。

那麼，這部宋本又是什麼來歷呢？康熙年間，林侗曾新撰李綱年譜一部，其

序文云：「戊寅（康熙三十七年，1698）夏，嘉興朱彝尊先生至閩，云於內

府錄得《忠定公全集》，有年譜，然無若君之詳核有據，蓋並梓以傳。遂以內

府舊本遺予，已落其首頁，次頁首行所載始於哲宗元祐七年壬申公年十一歲，

則亦以《宋史》卒於庚申五十八歲為斷也。」
33 由此可知，朱彝尊曾在內閣

中抄錄李綱全集一部，年譜首葉已闕佚，次葉首行內容與今存大部分清抄本

譜首完全一致，由此推斷，竹垞所見內閣藏本很可能就是今存諸本的祖本。

關於其抄錄內閣藏書一事，朱氏自己曾明確記載道：「予分纂《一統志》，昆

山徐尚書請於朝，權發明文淵閣書，用資考證。大學士令中書舍人六員編所

存書目，中亦有《典雅詞》一冊，予亟借抄其副，以原書還庫，始知是編為

中袐所儲也。」
34 朱彝尊參與修纂《大清一統志》事在康熙二十二年，35 因

職務之便，據「中書舍人六員編所存書目」，按圖索驥，抄錄了不少明代文淵

閣舊藏典籍，《梁溪集》應該也是在這一時期抄出的。 

進一步追蹤朱彝尊抄本的去向，有助於深化我們對上述問題的認識。此

抄本在朱氏藏書目錄中著錄為四十冊，
36 今恐已亡佚，不過，一部以竹垞抄

本為底本的傳抄本卻幸運地保留了下來。此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LSB/ 

1506），一百八十卷全，半葉十二行廿字。其正文卷一首葉稱此本之底本為

「宋知邵武軍陳彭壽、史宣之、姜注、趙以夫繕梓」、
37
「大清秀水朱彝尊影

------------------------------------------ 
33  清．林侗，〈李忠定公新舊年譜合刻序〉，清．張鳳孫修，乾隆《邵武府志》（北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刻本），卷 21，葉 54a-56b。按林氏此譜已佚，僅存其序。 
34  清．朱彝尊，〈跋典雅詞〉，《曝書亭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279 冊，上海：上

海書店，1989），卷 43，葉 4b。同書卷 44〈宋本輿地廣記跋〉（葉 3b）亦云：「徐尚

書總裁《一統志》，請權發文淵閣故書以資考驗，是編首二卷存焉。予亟傳寫，遂成

完書。」 
35  參張宗友，《朱彝尊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頁 294。 
36 《潛采堂宋元人集目錄》及《竹垞行笈書目》所載皆同，出處見附表二。 
37  其中「史宣之」原作「史君」，後貼紙改，天頭有校語稱「史，府志查出」，可知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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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大興徐松、漢陽葉志詵鑒藏」，「四庫纂修官紀昀等閱，分校潘奕雋等簽

記」，卷內隨處可見何秋濤（1824-1862）之校語，其中多稱「影宋抄」、「館

校」云云。根據以上信息，可以梳理出朱彝尊抄本的來龍去脈：首先，朱氏

抄本為影宋抄本，其據以影鈔的明內閣藏本當為趙以夫紹定補刊本。上引文

稱「姜注、趙以夫繕梓」，檢北大藏本末有趙以夫紹定五年跋，當得自朱氏影

鈔本，今存諸全本《梁溪集》卷末皆有此跋，亦可見其共同源於趙氏補刊本。

其次，朱氏此本後入四庫館，成為四庫底本。《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梁溪集》

為「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四庫采進書目．國子監學正汪（按即汪如藻）交

出書目》有「《梁溪集》四十本」，
38 與朱氏本相合；又《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首葉所題校對官正為潘奕雋，何秋濤校語中「館校」云云即指四庫館臣在

底本上所加校語。其三，朱氏影宋鈔本後自館中流出，由徐松、葉志詵遞藏，

最終歸於何秋濤，後據以傳抄一部，即為北大藏本。檢此本卷末附年譜，正

文始自「六年癸亥公生」，天頭何秋濤校云：「影宋抄本原空十五行，元豐二

字係館本所加。」據此可知，影宋抄本原文即有「六年癸亥公生」云云，而

《四庫全書》本則在其前加「元豐」二字，核諸四庫本果然如此。結合上引林

侗所述可知，朱氏據以影抄之內閣藏本首葉殘闕，其譜首「六年癸亥公生」

至「六年辛未」的文字當為朱氏後來據推算所補，又為《四庫全書》本及北

大藏本所因襲。 

至此可以確定，今存清代諸本皆當源出明內閣藏本，此本很可能是趙以

夫紹定五年補刊之本。除四庫本、何秋濤校本外，其餘諸本皆未補「元豐六

年」以下文字，可知其並非出自竹垞影抄本，而應是經由其他人自內閣錄出

而傳抄流布，詳情暫不可考。
39 諸本遇宋諱多稱「某某嫌諱」、「犯某帝諱」

等，亦源出於宋本。今存清抄本中有個別不避康熙皇帝諱者（如附表一 6號），

當抄成於清初，早於朱彝尊抄本，然其內容存佚已與後來抄本無異，可見諸

抄本之祖本—內閣藏宋本在清初以前即已基本形成了如今的面貌。仔細比

------------------------------------------ 
蓋誤以前引黃登跋文中「史君」為刻書之人名（實即「使君」，指姜注），又尋諸方志，

竟將與刊刻此書毫無關聯之人列入。 
38  吳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頁 180。 
39  當時自內閣抄錄《梁溪集》，除趙琦美、朱彝尊外，可考者尚有萬曆年間李暤如抄出

文集部分，其後人據以刊刻選集，然當與今傳諸全本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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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諸清抄本，其共同的闕佚內容，除上文提到的年譜首葉外，卷 33、134、

142 等處均有明顯闕文。這些闕文與前引趙琦美抄本內容及其跋文所述加以

對比，卷三三是兩者共同的闕卷，其餘部分則互有參差，可以確定，二者當

源出於同一部略有殘闕的內閣藏本，只不過抄錄先後不同，內容略有出入。

趙琦美抄錄在前，內閣藏本的部分內容（如年譜首葉等）尚未闕佚，而後來

抄出的清抄本之所以在其他內容（如趙本所闕之卷 108、137）有所增益，

則有可能是趙氏補配、抄錄之後，又曾有人對內閣藏本做過補配，諸清抄本

皆自補配後的本子傳抄。 

綜上所述，我們終於可以梳理出有宋以來《梁溪集》流傳的主線。宋嘉

定十三年姜注初刻李綱全集，後書版毀於兵燹，紹定五年趙以夫予以補刊，

此補刊本於理宗朝進入宋廷內閣（或即見於《宋史》〈藝文志〉者，當轉錄自

《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宋元易代，宮廷藏書多數得以保全，此本或一直

庋藏內府。元明鼎革，幸未散佚，修《永樂大典》時再次為人所用，尚為完

本。至萬曆年間，略有闕佚，後雖經補配，然終留微瑕。明末清初，多位慧

眼識珠之士先後入內閣抄錄此書，終令天壤間孤本得以流傳於世，澤被後

人—今存《梁溪集》一百八十卷全本皆出於此。
40 

 

經過以上考證可知，李綱全集自嘉定初刻、紹定補刊後，元明兩朝再未

付梓，明末清初，內閣所藏全本被抄出，這纔逐漸輾轉流傳開來。不過，自

清初以後的二百餘年裡，《梁溪集》一直還是以抄本的形態流布的。這不僅體

現在如今傳世為數甚夥的抄本，更體現在眾多清代藏書家的著錄之中，其中

記載的大部分抄本今已不存（詳見本文附表二），但從中仍可窺測此書困難卻

並不失熱鬧的流通狀態。既然此集深為士林所好，又為何遲遲無人刊刻？究

------------------------------------------ 
40  此處所論乃李綱全集流傳的主要脈絡，尚有個別殘本、選本無法納入其中，如今存宋

刻殘本三十八卷，上有文徵明（1470-1559）、毛晉（1599-1659）等人藏印，可知其

曾在明代民間流傳，恐當時已是殘闕之本。另外，今傳十餘部一百八十卷抄本，雖同

出一源，但傳寫內容時有錯訛互舛，加之絕大部分抄本並未交代底本為何，故諸抄本

彼此之間的傳抄關係暫難一一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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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緣由，可能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其一，部頭太大。面對煌煌一百八十

卷的巨著，剞劂之費絕非尋常士家或書商所能負擔。其二，政治環境。李綱

一生力主抗金，其著作中往往大談「服戎」、「禦寇」之策，又盡以胡虜夷狄

等字眼指稱女真人，這在清中前期文網密布的環境下，顯然極易觸犯忌諱，

不僅四庫館臣對其著作大加刪改，更曾一度被某些敏感的地方官列為禁書。
41 

如此氛圍之下，自然不會有人大張旗鼓地刊刻李綱全集，
42 這樣的情況一直

到晚清纔有所改變。 

目前所知，李綱全集在清代重刻是道咸以後的事情。現存完整的清刻本

版本特徵完全一致，九行十八字，細黑口單魚尾，四周雙邊。其中部分刻本

卷末有道光十四年陳徵芝跋，其文略云： 

……公之遺集流傳甚罕，邵武家祠選刻亦非完秩。余自弱冠宦游四方，舟

車所至，未嘗不留心尋覓茲一百八十六卷全集。今夏得自平湖友人錢姓，

乃當時進呈真本。顧自宋至今歷七百餘年，全書尚未鋟梓，異日得以校刊

行世，豈非厚幸也。時道光十有四年（1834）五月二日同里後學陳徵芝盥

手謹跋於秀州官署之愛日堂。 

現今國內外各大圖書館多據此跋落款將所藏刻本著錄為道光十四年刊本，祝

尚書則注意到此跋僅稱「異日得以校刊行世，豈非厚幸也」，而不詳何年，認

為逕著錄為十四年恐不確，「要之或當刻於道光年間」，學界也一致稱此本為

道光刻本。然而，筆者在書目著錄中新發現的一則材料或許足以修正這一結

論。 

上引跋文作者陳徵芝之孫陳樹杓據其家中藏書編有《帶經堂書目》，其卷

4有云：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舊鈔本，平湖錢夢廬藏書）  宋李綱撰。

有陳俊卿、朱文公為之序。……（引者按：此處全錄上引陳徵芝跋）……

------------------------------------------ 
41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署雲南巡撫劉秉恬奏遵旨查繳應禁書籍並請展限一年

摺〉在禁書清單中列有「《李忠定文集》，一部，五本」，同年十一月初十日〈江蘇巡

撫閔鶚元奏續繳應禁各書並請再行展限一年摺〉禁書單中有「《李忠定奏議文集》，六

本，明左光先選」，皆為李綱著作之選集。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四庫全書纂

修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1402、1435。 
42  康熙、乾隆間曾有人重刊、選刊李綱奏議及部分文集，但已刪汰大半，遠非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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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按《李忠定公全集》，先大父於道光辛卯夏日在秀州得自平湖錢夢廬先

生……先大父收得是集，即欲付之剞劂，後因卷帙繁重，無力完板，姑序

識之。咸豐初，元閩省大吏奏請忠定從祀先聖廟庭，並假予家藏全集付梓。

彼時吏胥射利，抄錄脫落刊削不全，今歲當事諸公新修忠定祠宇，復假予

前本校補增訂，始為完書云……同治丁卯夏樹杓謹識。
43 

此本顯即以上所謂「道光刻本」之底本，有陳徵芝跋，但陳樹杓明確說，其

祖確曾打算刊刻此本，但未能如願（陳徵芝約卒於 1842年），只是「姑序識

之」，直到咸豐元年（1851）福建巡撫徐繼畬（即樹杓所云「元閩省大吏」）

奏請李綱從祀孔廟獲准以後，
44 方才得以付梓。可知此書初刻並不在道光年

間，而已至咸豐時。陳氏又稱，此咸豐初刻本品質粗劣，刊刻不全，至同治

五年（1867）地方政府又以其家藏本增訂重刻。筆者曾目驗數部清刻全本，

皆避同治諱「淳」，當為重刻之本。想來初刻本品質下乘，或許流傳未廣。 

有清二百年李綱全集以抄本流傳的情況到咸同年間得以改變，這應該與

政治、學術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道咸以降，中國內憂外患漸起，經歷數千

年未有之變局，強國禦侮成為時代主題，經世之學被大加提倡，足以垂範的

前代先賢也因此得到再發現、再利用。
45 在這樣的背景下，向以忠義、經世

著稱的李綱得到了朝野上下的重視，不僅被抬出來從祀孔廟，其文集也在時

隔六百餘年後重新刊刻行世。
46 

在上述時代潮流中，著手刊刻《梁溪集》的其實並不止陳徵芝、徐繼畬

等人。儘管今天所能看到的清刻全集僅有咸同本一種，但從當時人留下的記

載中，我們還是能發現其他刻本的蹤跡。前文曾提到北大所藏清抄本係何秋

------------------------------------------ 
43  清．陳樹杓，《帶經堂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清代卷》第 28 冊，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5），頁 464。 
44  參見《清文宗實錄》（《清實錄》第 4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9「咸豐元

年三月辛丑」條，頁 411-412。 
45  參見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158-311。 
46  如曾國藩，〈議覆宋臣李綱從祀文廟疏〉（《曾國藩全集．奏稿一》，長沙：嶽麓書社，

1987，頁 23）即稱：「臣等細觀其文集、奏議，於政得失言之深切著明，純忠亮節，

皎然不磨。核其品學經濟，實於諸葛亮、陸贄、范仲淹、文天祥相等。自當一體從祀，

以獎忠義。」另可參徐繼畬，〈請宋臣李綱從祀文廟疏〉（《松龕先生全集．奏疏》，《近

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42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頁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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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據朱彝尊影宋抄本轉抄，並寫有大量校語。其正文卷 1首葉除上引交代底

本情況的文字外，還有兩行重要的信息：「署邵武府知府山陰婁浩重鐫」，「刑

部候補主事光澤何秋濤校釋」。由此可知，何秋濤抄校此本的目的是為了由當

時邵武知府婁浩加以重刻。這一點亦可從北大藏本的用紙得知，此本用特製

紅格紙抄，書口皆印「李忠定公梁溪集卷」字樣，則其很可能是打算作為刻

本的清樣來使用。至於何氏所加大量校記、按語，原本應該也是打算隨原文

一同刊刻的。按婁浩於咸豐五年始任邵武知府，
47 當時何秋濤正歸鄉侍親，「主

講邵屬五書院」，
48 校刻此書的工作亦當在此時。可惜好景不長，咸豐七年邵

武為太平軍攻陷，婁浩被殺，此本最終未能刻成。關於這一刻本，時人楊希

閔在所著《李忠定公年譜》卷首的〈引用書目〉中有一段比較詳細的記載： 

案公全集為《梁溪集》，凡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四庫著錄，外間罕有。

曩故友何願船刑部（秋濤）得一抄本，訛脫特甚，願船細為校正，隨校隨

刻，已於邵武刻至四十五卷。閔時客邵武，每從假觀，歎校本精善，促其

竣功。俄寇亂，各分散，願船由福州航海北上，攜稿本並板以去。後聞願

船歿於保定，此書不知流落何所，思之惘悵。
49  

楊氏曾親見何秋濤「隨校隨刻」，且「已於邵武刻至四十五卷」，太平軍至邵

武，秋濤攜稿本北上，於同治元年逝世，其稿本亦流落四方，最終歸於北大

圖書館。
50 此本雖未刻成，但何秋濤為之付出的心血卻保留下來，其中按語

內容十分豐富，既有文字校勘，又有史實考證，還包括對比當時與宋代國勢

的政論文字，有待相關文史研究者進行深入的整理與發掘。 

最後，還有必要提及一部鮮為人知的「准全集刻本」。今各大圖書館分別

------------------------------------------ 
47  清．王琛，光緒《重纂邵武府志》（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刻本），卷 4〈職官．

知府〉，葉 16a。 
48  清．王琛，光緒《重纂邵武府志》，卷 21〈人物．文苑．光澤縣〉，葉 37a。 
49  清．楊希閔，《李忠定公年譜》（《宋人年譜叢刊》第 6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3），頁 4100。 
50  何秋濤校刻李綱全集事，亦見清．龔顯曾，《亦園脞牘》，卷 6〈何願船比部〉（北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誦芬堂刻本，葉 12a）：「校鋟《李忠定公全集》二百卷，所撰《忠

定公年譜》多辨林同人、黃心齋之誤，考勘確鑿，非向壁虛造之談。」其中記載全集

卷數有誤，所稱何氏著《忠定公年譜》云云亦不見他處，疑其乃將楊希閔所著年譜混

淆，當屬道聽途說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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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光緒年間湖南愛日堂所刻李綱零散著作多種，或為奏議，或為文集，或

為雜史，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關注。但若將這些名目不同的選刻本合而觀之，

就會發現，這實際上是一次有計劃的、類似全集刊刻的舉動，只不過是分次

進行且最終似乎並未刻完罷了。光緒二十九年（1903）所刻《李忠定奏議》，

扉頁內側云：「光緒癸卯歲夏五月湖南愛日堂謹遵文淵閣著錄《梁溪集》原本

校刻。」在其奏議正文之後有一署名為「平養居士」的長篇跋文，記載其從

朋友處得到一部一百八十卷《梁溪集》抄本，脫落錯誤頗多，遂將其與諸選

本詳加校讎，並稱：「謹先將擬撰表本一卷、靖康擬詔一卷、建炎擬詔一卷、

擬制詔四卷、表札奏議六十四卷、札子二卷、狀三卷、年譜一卷刊布，使世

之承學治國聞者得以覽焉。其書牘二十二卷、靖康傳信錄三卷、建炎進退志

四卷、詩集二十八卷、賦四卷、啟二卷、記二卷、序六卷、贊二卷、頌箴銘

辭一卷、論二卷、迂論十卷、傳一卷文一卷說一卷答釋辯對一卷、非一卷、

戒一卷、題跋三卷、祭文詞疏二卷、碑一卷、墓誌四卷、建炎時政記三卷、

本傳一卷、行狀三卷，亦當次第刊之。」
51 按平養居士即王龍文（1864-1923），

湖南湘鄉人，此跋亦見王氏《平養堂文編》，文字略有異同。
52 由跋文可知，

王氏首先刊刻奏議及擬詔等七十餘卷，其餘打算陸續付梓。不僅如此，王氏

還將「李忠定《梁溪全集》」列入由他主講的益陽箴言書院的必讀書目，
53 可

見其確有刊刻全集以廣其傳的打算。不過，後來的刊刻工作似乎並未能按照

王氏計畫進行。除光緒二十九年刻奏議外，似僅又刻兩種：其一，文集三十

九卷，扉頁內封題「光緒戊申（1908）湘鄉愛日堂據舊本梁溪全集校刊」，

內容包括論、迂論、雜著、題跋、序、記、贊、頌箴銘辭、哀祭、碑；其二，

雜史三種十卷（即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建炎時政記），附行狀三卷、諡

議一卷，未署刊刻時間。三種共計一百二十餘卷，占全書三分之二強，其餘

詩、賦等篇什未見刊刻，或因情勢變化，刻書計劃亦隨之調整。無論如何，

作為李綱著作的最後一次大規模刊刻，王氏此舉應在《梁溪集》版本流傳史

中占據一席之地。 

------------------------------------------ 
51  宋．李綱，《宋李忠定奏議》（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刻本），卷 69 末附。 
52  清．王龍文，〈校刊宋李忠定公奏議跋〉，《平養堂文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9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2，頁 66-67。 
53  清．王龍文，〈箴言書院學程〉，《平養堂文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卷 10，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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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李綱《梁溪集》的版本源流重加檢討，基本廓清了這部重要宋集

的來龍去脈，力圖為相關文史研究者更好地利用此書提供必要的文獻學基

礎。主要論點如下：1. 此集初刻於宋嘉定十三年，而非前人所稱之嘉定六年；

2. 以往關於此集補刻時間存在爭議，根據方志、文集等材料可確定在紹定五

年；3. 關於此集由宋至明的流傳脈絡，已有研究未得其實，藉由華東師範大

學圖書館藏明抄本所提供的關鍵線索可知，今存一百八十卷本《梁溪集》皆

出自同一部紹定補刻本，此本在南宋時進入內廷，歷經宋元明易代而未散佚，

遂成孤本祕笈，至明末清初為有識之士陸續抄出，始流傳於世；4. 傳世《梁

溪集》所附年譜的作者並非通常認為的李綱之弟李綸，而應是其門生鄭昌齡，

此譜當作於紹興十六年至二十年之間；5. 是集在晚清數次付梓，以往為人熟

知的所謂道光刻本實刻於咸同年間，而何秋濤、王龍文分別校刻此書的史事

也值得引起學界的關注；6.《梁溪集》傳世抄本眾多，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

館藏明抄殘本、北京大學藏何秋濤校抄本為代表，多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實有待更為深入的發掘與研究。 

在處理此個案過程中，筆者嘗試踐行這樣一種拙樸的研究路徑：首先，

盡可能多地占有傳世版本，特別是利用一般不為人所重的抄本，在紛繁複雜

的傳抄關係中抓住問題的主線；其次，目光不限於通行的公藏書目著錄，而

盡力發掘私家書目、方志、文集、年譜等文獻中與此書相關之史料。最終，

將二者所得加以綜合，與既有成說進行對話，力圖對文獻流傳過程中的關鍵

問題給出一些新的解答。儘管本文的研究成果或許遠不能令人滿意，但至少

在筆者看來，這種傳統卻又常常為人忽視的方法的確是宋集研究題中應有之

義。 

「史學即是史料學」，這一提法自其產生之日起即引發熱議，至今仍有餘

響。無論如何，我們至少可以說，史學研究首先應該是史料學，更廣義來講

應該是文獻學。任何一部歷史文獻都是經歷複雜的流衍過程才得以流傳至

今，個中的源流關係即是其生命所在。研究者在根據需要采摭、運用材料、

探求歷史真相之前，似乎應該首先對所用材料的母體，即文獻本身的生命歷

程有所關照。這不僅僅涉及單純的史料來源問題，更關係到研究者能否真正



126 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 

理解材料、多大程度上回歸歷史現場的問題，也往往會影響後續研究的深度、

廣度和準確度。從這一意義上講，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文獻學方法，對於

傳統文史研究始終具有前提性、根基性的作用，其價值不僅不會因為新理論、

新技術的衝擊而有絲毫減損，反而會隨著實證案例的不斷湧現顯得彌足珍貴。 

附表一  《梁溪集》現存明清抄本簡表 

 藏地 行款 來歷歸屬 避當朝諱 備註 

1 華東師大圖書館

S/V45.6-11/5.151 
十行

廿二

字 

趙琦美抄並

跋、謝兆申

校、陳之問

藏 

無 存前五十卷及附錄年

譜、謚議、行狀。 

2 北京大學

LSB/1506 
十二

行廿

字 

何秋濤校，

後 為 李 盛

鐸、盛昱分

藏 

避諱至淳 所據底本為四庫底本，即

朱彝尊影宋抄本。前有總

目，之後又有目錄記每卷

篇次，每卷前又有本卷篇

次。 

3 中國國家圖書館 
3328 

九行

廿字 
鐵琴銅劍樓

藏，季錫疇

校跋 

諱顒、琰

不諱寧 
卷 13、14 為季錫疇據周

錫瓚藏宋本校。 

4 中國社科院文學

所 845.2/4027-00 
十行

廿字 
楊文蓀、張

允垂藏 
諱顒、琰

不諱寧 
序及目錄有少量硃筆校

改。 

5 上海圖書館 
線善T38994-9003 

八行

廿一

字 

顧氏藝海樓

所抄 
諱弘、歷

字，不諱

顒、寧字 

此本不完整，內容實僅至

卷 72，割裂原有卷帙以

充全。如原本卷 1 有賦六

篇，此本卷 1 則僅有前三

篇，後三篇列為卷 2，如

此內容實不足一半，而卷

次則標為一百八十。正文

首行皆為「欽定四庫全

書」，當源出南三閣之

書。 

6 上海圖書館 
線善 845491-522 

九行

廿字 
徐時棟跋、

玄冰主人榮

法跋 

諱玄、歷

不 諱 顒

（抄補本

諱寧不諱

淳） 

徐跋稱此本缺卷 1 至 4、
116 至 118、152 至 154，
共十卷。今本不缺，當為

後人所抄補，字跡與舊本

不同。卷首陳俊卿、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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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序內容有錯亂。 

7 上海圖書館 
線善 757628-75 

十行

廿字 
曾 為 郁 松

年、盛宣懷

藏 

自玄字以

下皆不避 
《無錫文庫》第 4 輯第

77、78 冊即據此本影印。 

8 上海圖書館 
線善 831442-73 

九行

十八

字 

徐乃昌藏 諱顒、琰

不諱寧 
首為四庫提要；正文前有

總目，目錄（每卷篇次），

每卷卷首又有該卷目

次，同影宋抄本。 

9 上海辭書出版社 
223419 

九行

十八

字 

僅鈐「中華

書局圖書館

藏」印 

諱顒、琰

不避寧 
存前 170 卷。廣東中山圖

書館藏一本闕前 170
卷，存末十卷及附錄，或

與此原為一書。 

以下未得目驗，據書目著錄 

10 浙江圖書館 
5588 

十行

廿字 
盧址、劉承

幹藏 
自玄字以

下皆不諱 
闕卷 132。另有一殘本存

八十六卷，九行廿字，避

諱至寧，有補配，秦祖澤

藏。 

11 湖南圖書館善本

433/75 
十行

廿字 
錢天樹、陳

徵芝、趙春

榮藏 

不詳 即咸豐同治刻本之底

本。卷首陳俊卿、朱熹二

序內容有錯亂。 

12 國家圖書館 
10377 

十行

廿字 
鈐「國立中

央圖書館」

藏印 

不詳 闕卷 132。卷首陳俊卿、

朱熹二序內容有錯亂。 

13 
| 
15 

靜嘉堂文庫藏三

本 
不詳 陸心源十萬

卷 樓 舊 藏

本、守先閣

舊藏本 

不詳 其中一本殘存七十四

卷，一本多有闕卷，僅有

一本為全本。 

表註： 

1.  除表中諸本外，尚存文淵、文津、文瀾、文溯四閣《四庫全書》本，經比

對，文淵、文津二本皆出於朱彝尊影宋抄本； 

2.  表中諸本除 1 號外，附錄年譜首葉皆已闕佚，除個別卷末殘闕外，皆有趙

以夫跋； 

3.  諸本皆源出於明內閣所藏紹定補刻本，內容大同小異，相互間傳抄關係錯

綜複雜，表中粗體者當存在明顯淵源，其他暫不一一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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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清代私家實藏書目著錄抄本《梁溪集》簡表 

作者+書名 著錄內容 出處+備註 
錢謙益《絳雲

樓書目》 
李忠定公《梁溪先生集》二十冊 《彙刊．明清卷》第 12 冊，

據 清 初 抄 本 影 印 ， 頁

195。《牧齋初學集》卷 20
〈閩人陳遁鴻節過訪，別去

二十年矣〉記此本得自陳

遁（《錢牧齋全集》本，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頁 712），該詩作

於崇禎十六年（1643）。 
朱彝尊《潛采

堂宋元人集

目錄》 

李綱《梁溪集》一百八十卷。申

國公陳俊卿序。四十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頁 340。《竹垞行

笈書目．心字號》亦載「《梁

溪集》四十本」。 
金檀《文瑞樓

書目》卷 6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 《彙刊．明清卷》第 20 冊，

據嘉慶六年讀畫齋叢書本

影印，頁 408。金氏為清

初人，此當為抄本。 
吳焯《繡谷亭

熏習錄．集

部》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  宋丞相諡

忠定邵武李綱伯紀著。梁溪名集

者，忠定之父右文殿修撰夔葬於

錫山，忠定嘗廬墓並以為號云。

賦四卷二十三篇、詩二十八卷一

千五百三十八篇、表本詔書四卷

十四篇、擬制詔四卷八十一篇、

表札奏議六十四卷五百二十九

篇、札子二卷八篇、狀三卷二十

四篇、書二十二卷七十五篇、啟

二卷三十七篇、記二卷十六篇、

序六卷三十四篇、贊二卷十九

篇、頌箴銘辭一卷十八篇、論二

卷九篇、迂論十卷七十二篇、雜

著六卷三十篇、題跋三卷五十五

篇、祭文詞疏二卷三十四篇、碑

志五卷十二篇、靖康傳信錄三

卷、建炎進退志四卷、建炎時政

《叢書集成續編》第 68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

社，1994，據雙照樓刻本

影印，頁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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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三卷，有總目，有分卷目，每

卷又有篇目。附錄者，年譜、行

狀、謚議、祠記、祭文、挽詩、

像贊、書跋。此集卷帙浩繁，無

板本流傳，行鈔之久，又恐失真，

余故詳紀其篇目，使後之求忠定

集者有考焉。舊有陳俊卿序、朱

文公後序，見趙氏讀書附志。 
盧址《四明盧

氏藏書目錄》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年譜

附錄六卷（宋李綱撰   精鈔足

本，間有硃筆校正） 

《彙刊．明清卷》第 23 冊，

據北平圖書館傳抄津寄廬

抄本影印，頁 44。按即附

表一 10 號。 
鮑士恭《知不

足齋宋元文

集書目》 

《梁溪文集》（宋觀文殿學士李

綱著，邵武人，一百八十卷）詩

文 抄本 

《彙刊．明清卷》第 23 冊，

據復旦大學藏清抄本影

印，頁 182。 
陳世溶《問源

樓書目初編》

卷 4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宋李綱撰，寫本） 
《彙刊．明清卷》第 27 冊，

據天津圖書館藏清抄本影

印，頁 501。 
黃澄量《五桂

樓書目》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宋李綱撰） 
《清代私藏》第 3 冊，據光

緒二十一年刻本影印，頁

685。此未言是抄是刻，

按黃氏約為嘉道間人，書

目有阮元序，時無刻本，

當亦為抄本。 
張金吾《愛日

精廬藏書志》

卷 31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

六卷，抄本，宋李綱撰。後附年

譜行狀謚議等為附錄六卷。（以下

全抄諸家序跋，文不備錄。） 

《宋元明清》第 11 冊，據

愛日精廬刻本影印，頁

548-552。 

瞿鏞《鐵琴銅

劍樓藏書目

錄》卷 21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

六卷，舊鈔本。宋李綱撰，前有

陳俊卿及朱子序，首列總目每卷

首又列目，書中潔完敦廓字俱注

某帝嫌諱，是從寧宗後刻本鈔出

者。 

《宋元明清》第 10 冊，據

光緒瞿氏家塾刻本影印，

頁 317。按即附表一 3 號。 

錢泰吉《甘泉

鄉人稿》卷 9
《 曝 書 雜 記

下》 

《梁溪先生文集》  此集向來傳鈔

亦希，余從王蘭泉先生哲嗣菱溪

處鈔錄其副，儲藏家大半從餘處

傳鈔。 

《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72
冊，據同治刻、光緒續刻

本影印，頁 115。王蘭泉

即王昶，其子王肇和號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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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邵懿辰《四庫

全書簡明目

錄標注》卷 16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  路有鈔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頁 718。按其中「路」

即路慎莊，號小洲，道光

時進士。 
陳樹杓《帶經

堂書目》卷 4
上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舊鈔本，平湖錢夢廬藏書）  宋
李綱撰。有陳俊卿、朱文公為之

序……（以下前文已備引，此不

贅） 

《彙刊．明清卷》第 28 冊，

據宣統順德鄧氏風雨樓鉛

印本影印，頁 464。即附

表一 11 號。 

丁日昌《持靜

齋續增書目》

卷 5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  舊抄本 北京：中華書局，2012，
頁 502。 

陸心源《皕宋

樓藏書志》卷

80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

六卷，舊抄本（以下備錄諸家序

跋） 

《宋元明清》第 8 冊，據光

緒萬卷樓藏本影印，頁

901-906。即靜嘉堂文庫

所藏者。 
王韜《弢園藏

書志》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宋李綱撰 

《清代私藏》第 8 冊，據稿

本影印，頁 463。 
孔廣陶《三十

有三萬卷樓

書目略》 

《梁溪文集》一百八十卷（平湖錢

夢廬、閩中陳韜庵印藏，藍絲欄

校抄本，四函三十二本  四庫著

錄  坊中舊刊不如抄本。） 

《彙刊．近代卷》第 6 冊，

據清抄本影印，頁 245。
即附表一 11 號。 

丁丙、丁立中

編《八千卷樓

書目》卷 15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宋

李綱撰（明刊本） 
《海王村古籍書目題跋叢

刊》第 4 冊，北京：中國

書店，2008，據聚珍仿宋

印本影印，頁 238。按此

集明代未刻，此處著錄恐

誤。丁氏《善本書室藏書

志》未見此本，僅卷 8 著

錄「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六十九卷附錄九卷明正德

刊本」。 
李嘉績《五萬

卷閣書目記》

卷 4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  附錄一卷  
宋李綱撰  重刻本 

《清代私藏》第 12 冊，據

光緒三十年華清官舍刻本

影印，頁 412。 
王其毅《宿遷

王氏池東書

《李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年

譜一卷行狀一卷附錄一卷  宋李

《彙刊．近代卷》第 24 冊，

據民國鉛印本影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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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簡目》 綱撰 舊鈔本  六本  二函 126。 
傅增湘過錄

《邵氏書目偶

鈔》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 海昌別下

齋蔣氏有鈔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

書目》卷 13，北京：中華

書局，頁 1167。按此蔣氏

即蔣光煦。 
傅增湘《藏園

群書經眼錄》

卷 14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

一卷 影寫宋刊本，十行二十

字。附錄一卷為年譜、行狀、謚

議、祠記、祭文、挽贊。 

北京：中華書局，2009，
頁 1007。此本或即朱彝尊

影鈔宋本。 

蔣汝藻藏，王

國維編《傳書

堂藏書志》卷

4 

《梁溪先生全集》一百八十卷附錄

五卷 鈔本，宋李綱撰。提要、

陳俊卿序、朱子後序。  前後二

序均為奏議而作。末附年譜一

卷，弟綸所撰行狀三卷，孫李大

有所集謚議、祠記、祭文、挽詩、

畫贊一卷，有大有序及章穎跋。

其錄集於嘉定元年，則此集之編

當在嘉定以後也。提要稱附錄六

卷，此僅五卷耳。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頁 974-975。部分

標點為筆者校改。 

莫伯驥《五十

萬卷樓藏書

目錄初編》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寫本） 《彙刊．近代卷》第 31 冊，

據民國二十五年商務印書

館鉛印本影印，頁 414。 
劉承幹《嘉業

藏書樓鈔本

書目》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三卷

（宋李綱著，舊鈔本，二十九冊，

抱經樓舊藏，缺卷一百三十二） 

《彙刊．近代卷》第 32 冊，

據 民 國 抄 本 影 印 ， 頁

168。即附表一 10 號。 
朱文鈞藏，朱

家溍等編《蕭

山朱氏六唐

人齋藏書錄》 

《梁溪先生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

卷 三十冊，宋李綱撰。鈔本，

鈐「李慎餘堂藏書」印記。 
《梁溪先生集》五十卷年譜行狀附 
明寫本，明萬曆中，以閔本校過。 

《蕭山朱氏舊藏目錄》（北

京：故宮出版社，2014），
頁 225。按前者當即傅增

湘據以校刻本者（傅校本

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後

者當即華東師大所藏趙琦

美抄本。 

表註： 

《彙刊》即《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清代私家》即《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題跋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0。 

《宋元明清》即《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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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文獻 

宋．李綱，《梁溪先生文集》，《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4，

據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殘本影印。 

宋．李綱，《梁溪先生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抄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

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同治福建刻本。 

宋．李綱，《梁溪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5-1126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6。 

宋．李綱，《宋李忠定奏議》，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刻本。 

宋．李綱，《宋李忠定公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刻本。 

宋．李綱，《宋李忠定雜史三種》，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刻本。 

宋．李綱，《丞相李忠定公長短句》，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典雅詞》本。 

宋．李綱著，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長沙：嶽麓書社，2004。 

宋．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210 冊，上海：上海書

店，1989，據正德刊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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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i Gang’s Liangxi Ji: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Rare Manuscripts 

Miao Runbo 

Abstract 

Liangxi ji 梁溪集 is an important Song dynasty anthology written by Li 
Gang 李綱. With regard to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ok, there is 
much room for discussion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materials used and 
conclusions to be drawn from textual research. Based on rarely seen 
manuscript copies of Liangxi ji and related records in other extant documents,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origins of the editions of the book. This article first 
resolves several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the book in the Song dynasty, in particular clarifying the dates of the first two 
woodblock editions. Then, using clues found in the chronology appended to 
the book,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 precarious path to the book’s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and clarifies the main lines of transmission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editions. Final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Qing woodblock editions of 
Liangxi ji and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ir publication. It finds that the so-called 
Daoguang 道光 period block-printed edition was in fact published during the 
Xianfeng 咸 豐  and Tongzhi 同 治  periods, while also verifying two 
inconspicuous historical events relating to the book’s publication. This case 
perhaps help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philology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Keywords: Li Gang 李綱, Liangxi ji 梁溪集, Song dynasty, manuscript, 
document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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