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16

明代王鏊《春秋詞命》版本考辨
Yick Tan CHI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程益丹 (2016)。明代王鏊《春秋詞命》版本考辨。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15-2016 : 畢業論
文選粹》 (頁4-25)。香港 : 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文字、文獻學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明代王鏊《春秋詞命》版本考辨〉

學生：程益丹
指導老師：汪春泓老師

4

論文提要
本文以明代中葉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王鏊所編《春秋詞命》為研究對象。
論文共分五章：開首的緒論略述王鏊對韓愈文統觀的繼承及發展；第二章通過比
較明中葉以降數十家書目的記載，嘗試考辨《春秋詞命》諸版本刊刻的先後次序；
第三章嘗試對《春秋詞命》編者是否為王鏊這一問題予以解答；第四章涉及對《春
秋詞命》兩個注者身份的考證；結語則略論《春秋詞命》在書目所屬部類的轉移。
本論文嘗試在原始文獻如明清以來書目、地方志的材料基礎上加以歸納，
通過羅列、比對眾多記載，在零散的材料中勾勒出《春秋詞命》的版本源流。其
次，也涉及對明、清文人別集所載材料的運用，以窺見所考察的人物的生平及其
與《春秋詞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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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王鏊（1451-1524）字濟之，號守溪，世稱震澤先生，明代南直隸蘇州府吳
縣（今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洞庭東山陸巷人，成化至正德年間著名的政治家、
文學家及藏書家，平生著述豐碩，有《震澤先生集》三十六卷、《守溪筆記》二
卷、
《震澤長語》二卷、
《震澤紀聞》二卷、
《姑蘇志》六十卷等。1關於王鏊的研
究，包括其古文觀的研究，他與明代中葉政治的關係，他對明代八股文定型的影
響，乃至他與明代吳中文人的交遊等，均已成為學界的熱門課題。2有見及此，
筆者希望從另一個較少研究者提及的課題切入，對王鏊尊尚《左傳》的文統觀予
以探討，特別是對他所編著而乏人探頤的《春秋詞命》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限於
篇幅，本文擬從版本源流著手，釐清舊說對《春秋詞命》一書的編、注者的質疑。
今先簡述王鏊文統觀的淵源，繼而申述《詞命》的成書背景，以俾讀者一個基本
的印象：
（一）王鏊《左傳》文統觀的淵源
王鏊以中唐韓愈為師法的對象3，而韓愈本身的文統觀無疑以六經為至高鵠

關於王鏊生平，可以參讀以下數書：
（一）清宣統年間所編王氏《太原家譜》卷十八下所載《王
鏊年譜》
，見〔明〕王鏊著，吳建華點校：
《王鏊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
〈附錄
四〉，
〈王鏊年譜〉
，頁 721-737。（二）王鏊傳略見於正史，可參讀：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
（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冊 16，卷 181，〈列傳第六十九〉
，頁 4825-4827。
2
關於以王鏊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可參讀劉俊偉撰：
〈王鏊研究〉
（杭州：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11
年）
，頁 121-166。這一份研究下編為《王鏊年譜》
，對今人了解、研究王鏊生平行跡及思想大要
甚有裨益，見同著，頁 175-378。關於王鏊古文的研究，可參讀魏烈則撰：
〈王鏊古文研究〉
（南
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6-24。關於王鏊與吳寬、沈周、文徵明等吳中文人
所組成的文學集團，乃至王鏊與李東陽等政壇、文壇領袖的往還，彼此間的態度，可以參讀：
晏景中：
〈王鏊交游初探〉
，蘇州：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頁 18-65。個別的專題研究，
可以參讀嚴明、張榮剛：
〈王鏊對明代八股文定型的影響〉（蘇州：《蘇州大學學報》，2014 年 2
月）
，頁 132-138。又，張志新：
〈讀王鏊《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兼談明代洞庭山人從
商的原因〉（蘇州：《蘇州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5 年第 1 期），頁 121-125。
3
王鏊極為推崇韓愈的文章，今略舉數例以為佐證。王鏊曾經在弘治五年（1492）擔任應天府（今
之南京）鄉試的考官，是年《應天府鄉試錄》中的〈序〉正出自其手筆，其中有云：「漢之文盛
於武宣之世，唐盛於元和，宋盛於嘉祐、治平間。蓋皆立國百年，海宇寧謐，人興於文，則有
若董仲舒、司馬遷、相如、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曾鞏，異人間出。」
（文見《王鏊集》，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
，頁 190-191。）值得留意的是，王鏊認為唐代文章極盛於元和，又以韓
愈、柳宗元為首。這固然是古文運動以降的慣調，但也正好反映了王鏊對韓愈的推崇。又，孫
樵為文追崇韓愈，孫氏死後，王鏊為他刊刻《孫可之集》，並撰序，復有題跋。〈孫可之集序〉
敘述孫氏乃韓愈一脈嫡傳，形成「韓愈——皇甫湜——來擇——孫樵」的譜系，文長不復具引
（見《王鏊集》
，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二〉
，頁 207。）又〈書孫可之集後〉云：
「予既刻《可之集》
授學者，人或曰：
『君以昌黎公為作者之聖，欲令學者法之，顧令讀《可之集》
，何也？』曰：
『昌
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文見《王鏊集》，
〈震澤先生集卷第
三十五〉
，頁 497-498。）「韓文如海」的評價，發端於宋人李塗（耆卿）
，至明代已是人人皆知
的熟語，王鏊的序及題跋特別之處是，他認為韓愈文章不容易仿傚，故刊刻孫樵的文集，作為
學者研習韓文的捷徑。他越恭維孫樵，越反映自己對韓愈的推崇。其餘例子尚可參見《王鏊集》
，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讀墨〉頁 485；〈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書皮日休集後〉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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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之名篇〈進學解〉云：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
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
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
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4
從在這段話裡，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韓愈以《尚書》
、
《春秋》
、
《周易》
、
《詩》
等所謂六藝之文為主，以諸子百家及兩漢文章為輔，形成一條「六經——莊騷——
史記——漢賦」的文章系統，換句話說，即其所謂「非兩漢三代之書不敢觀，非
聖人之志不敢存」5。
王鏊亦如是。門人陸粲在其逝世後寫了一篇〈贊〉
，以寥寥數語，精確地概
括了王氏的文統觀：「不立門戶，渾然天成。發為文章，金聲玉色。晚益臻妙，
居然古則。刊落繁華，獨造本原。取材左漢，規摹王韓。六籍之餘，九流百氏。」
6

然而，相對韓愈寬泛地以六經作為習文的至高典範，到了明中葉的王鏊則
在六經中特別標舉了《左傳》。其〈重刊左傳詳節序〉云：
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為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敘之曰：文
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子夏、
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而善鄭國之為詞命也，
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為文則已，如為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殆未
可也。左氏疏《春秋》
，於聖人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
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
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有若剩焉，而非贅
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而為史者尤多法焉。
嘗竊論之，遷得其奇，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於
後世，則左氏之於文可知也。7

485-486；〈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復邵二泉書〉
，頁 518。
4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
，卷 1，
〈進學解〉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45-46。
5
《韓昌黎文集校注》
，卷 3，〈答李翊書〉
，頁 190。
6
〔明〕王鏊著，吳建華點校：
《王鏊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
〈附錄二〉
，頁 691。
7
〔明〕王鏊著：
《王鏊集》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三〉
，
〈序〉
，頁 218-219。
7

在這段論述裡，王鏊提出了兩個極為重要的看法：一是《左傳》包含了「詞命」，
即春秋列國在外交場合所運用的外交辭令，而王鏊認為「詞命」本身就是粲然的
文采。二是後世所有以文章傳世的人，包括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等，都
嘗得益於《左傳》。王鏊本身就以上述這些人的文章為習文、模擬的對象，而他
特意為之上溯一個源流，使他們文章中所表現的奇、雅、富、婉都被《左傳》所
統攝。在這個意義下，可以說王鏊在繼承韓愈以來唐宋古文家的傳統之餘，又進
一步有意識地發展、形成自己獨特的以《左傳》為宗的文統觀。8
（二）《左傳》作為文章選本的流變
將《左傳》事跡作為論文的依據，最早應以南宋呂祖謙《東萊左氏博議》
一書為代表。這部古文選本很明顯呈現出一種要將《左傳》篇題節錄出來作為文
章加以發揮闡述的痕跡。呂氏本為書商，撰述此書的目的是作為士子在科舉考試
中行文的教科書，一共選錄《左傳》一百六十八則事件，徵以史實故聞，繁引道
理以附其文，透過修辭與行文的技巧，令文章的說服力得以增強，與今日的作文
指南可謂無異。由於呂祖謙本非以發揚經義之目的撰寫此書，故自云「凡《春秋》
經旨，概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9。可以說，呂氏此
舉是《左傳》論文的先鋒，但歸根究底，他僅僅據《左傳》來論說其文，並沒有
真正將傳文選錄成書，不這樣做自然是要避免「以經為文」或「割裂經義」之虞。
10
歷史上最早將《左傳》傳文選錄出來的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其《文章正宗》正
式開啟了以儒家經傳為文章典範而收錄在選本中的肇始。然而，由於守舊的勢力
甚大，使得真德秀不得不在選本〈綱目〉中一再強調選錄的文章「以明義理，切
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云云11，
這明顯是規避責罵的說詞。堅持「經不可以文」這一概念的勢力在南宋十分強大，
以致謝枋得編撰《文章軌範》時，依舊不敢選錄經典傳文，僅僅選錄了唐宋時人
對《春秋》、《左傳》的文論而已12。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韓愈說「左氏浮誇」，這不代表他卑視或放棄了以《左傳》為文章的取法
對象；相反，他認為《左傳》的特點就在於「浮誇」
，這似乎更傾向點出《左傳》行文有「奇」、
「險」
、
「起伏跌宕」的氣勢。例如韓愈有一篇〈董公行狀〉
，後世文學家就認為行文裡借用了《左
傳》敘事的手法。文見：
《韓昌黎文集校注》
，卷 8，〈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管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
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頁 579-580。馬其昶此語後引清代桐城方苞的批語云：
「文
貴峻潔，而亦有故為複沓者，所以肖急遽中口語也。
《左傳》宋之盟，趙孟、叔向相語，
《史記》
張良難高祖，皆然。公此文，子厚〈段太尉逸事〉乃遵用其法。」又清代湘鄉派曾國藩弟子張
廉卿於此文評語亦類同：「退之諸碑誌序事並簡嚴奇奧，此文則一以左馬史法行之金石之文，與
史傳體裁自異也。」參見〔清〕姚鼐纂，周青萍注：《標點評註古文辭類纂正編》，冊 4，卷 4，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上海：廣益書局，1938 年），頁 64。
9
〔清〕朱彝尊原著，張廣慶等點校：
《點校補正經義考》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
1997-1999 年），冊 6，卷 187，頁 56。
10
林穎政撰：《明代春秋學研究》（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 年），頁 522-523。
11
〔宋〕真德秀：
《文章正宗》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355 冊，臺北：商務印
書館，1983 年）
，卷首，
〈文章正宗綱目〉
，頁 1。
12
筆者案：
《文章軌範》卷二收錄柳宗元〈晉文公守原議〉
、歐陽修〈春秋論〉
，卷三收錄蘇洵〈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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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左傳》作為文章選本，肇端於宋代，但此後多不復見，要一直等到
明中葉以後歸有光的《文章指南》面世，風氣才日漸流被、盛行開來，此後明清
兩代，收錄《左傳》的古文選本層出不窮，最有名的莫過於清代吳楚材、吳調侯
合編的《古文觀止》13。在這裡，王鏊及其《春秋詞命》就扮演了一個相常重要
的過渡階段，代表了神聖的經傳被古文這一領域囊括而成為新的古文之祖。
儘管王鏊所編的《春秋詞命》並沒有像其他選本一樣，完整地收錄整篇或
大篇幅的傳文，但從卷首的序文〈春秋詞命引〉可以窺見王鏊已有意識地將《左
傳》中的辭令視為習文寫作的榜樣：
「予讀《左傳》
，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
其詞命往來亦皆婉而切，簡而莊，巽而直。雖或發於感憤，然猶壯而不激，屈而
不撓。詞窮矣，然且文焉。」14這裡可以與上引〈重刊左傳詳節序〉的一段話互
相印證：「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有若剩焉，而非
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由是觀之，則王鏊以《左
傳》為文章之法的意圖，豁然可見。

第二章、《春秋詞命》版本刊刻的先後次序
王鏊所編輯的《春秋詞命》
，自明代嘉靖年間起，歷代公私書目及方志均有
著錄，從中可以窺見其刊刻及流傳的情況。筆者在明清以及近現代諸家藏書目錄
中勾取材料近三十條，並嘗親自過目今存的其中三個舊刊本。現先將所得資料並
置，製成一表，再詳細比較、考辨諸多版本刊刻的先後年份，藉以解答三個問題：
（一）王鏊是否為此書的編者；
（二）注者身份的問題；
（三）此書在書目中所屬
部類的轉移。列表如下：
年份／
地點

資料出處

著述 條目／附注
性質

明．嘉靖 《濮陽蒲汀 私家 春秋詞命。15

部類
／

秋論〉
、蘇軾〈王者不治夷狄論〉
，卷五收韓愈〈獲麟解〉。
13
筆者案：
《古文觀止》卷一、二的《周文》一共收錄《左傳》篇章三十二篇，為書中之冠。此
又側面反映了《左傳》作為文章系統之祖的觀念，至清代已深入人心。
14
〔明〕王鏊撰：
《王鏊集》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三〉
，
〈序〉
，〈春秋詞命引〉
，頁 221-222。
15
〔明〕李廷相撰：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宋元明清書目題跋
叢刊》明代卷第 1 冊，據清宣統二年上虞羅氏玉簡齋叢書刻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東間朝東〉
，〈三櫃〉
，〈三層〉，頁 506。按：李氏此目不依四部分類，而按藏書地點，櫥柜設
置及櫥栕格層編次，如「中間朝西，二柜官本；二層時書；三栕一層藥書」等等，而於所藏各
書不著錄卷數、作者，僅注冊數，間記刻版時間、地點及鈔本等項，蓋仿《文淵閣書目》
，雖不
合古典目錄編制體例，與私藏登錄簿之流甚類同，但刻本流傳的情況尚可窺見一二。此書又名
《雙檜堂書目》、
《李蒲汀家藏書目》
，羅振玉重刻本作《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皆異名而
同實。
9

李先生家藏
目錄》
（李廷
相）
明．嘉靖 《晁氏寶文 私家 春秋詞命。16
堂書目》
（晁
瑮、晁東吳）

五經．春秋

明．嘉靖 《百川書
私家 春秋詞命三卷。國朝震澤王鏊集。17 經．春秋
志》（高儒）
明．萬曆 《重編紅雨 私家 春秋詞命。18
樓題跋》
（徐
𤊹）

經籍

明．萬曆 《徐氏家藏 私家 春秋辭命二卷。19
書目》（徐
𤊹）

經．春秋

明．萬曆 《澹生堂藏 私家 春秋詞命二卷一冊。王鏊。20
書目》
（祁承
㸁）

經．春秋

明．萬曆 《授經圖義 私家 春秋詞命三卷。王鏊。21
例》（朱睦
㮮）

諸儒著述附
歷代春秋傳
注

明．萬曆 《行人司重 官方 春秋詞命。一本。22

經．春秋

〔明〕晁瑮撰：
《晁氏寶文堂書目》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19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抄
本影印，2002 年），卷上，〈五經〉
，〈春秋〉，頁 19。
17
〔明〕高儒撰：
《百川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19 冊，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
觀古堂書目叢刊本影印，2002 年），卷 1，〈經志〉，頁 335。
18
〔明〕徐𤊹撰；
〔清〕繆荃孫重編：
《重編紅雨樓題跋》
（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
卷第 3 冊，據民國三趙詒深重列峭帆樓叢書刻本影印，2006 年）
，卷 1，〈經籍〉
，頁 398。
19
〔明〕徐𤊹撰：
《徐氏家藏書目》
（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 2 冊，據國家圖
書館藏清道光七年劉氏味經書屋抄本影印，2006 年），卷 1，〈經部〉
，〈春秋類〉
，頁 291。
20
〔明〕祁承㸁撰：《澹生堂藏書目》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19 冊，據國家圖書館藏清宋
氏漫堂抄本影印，2002 年）
，〈經部〉
，頁 565。
21
〔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
（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 3 冊，據清乾隆
四十六年欽定四庫全書本影印，2006 年）
，卷 16，
〈諸儒著述附歷代春秋傳注〉
，頁 559。筆者按：
朱睦㮮私人藏書目錄中不見《春秋詞命》一書，故可推測這是他從別家著述裡得見，並補入《授
經圖義例》中，以示經學源流的變化。可參見氏著：
《萬卷堂書目》
（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
叢刊》明代卷第 1 冊，據清光緒二十九年長沙葉氏觀古堂書目叢刊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
2006 年）
，卷 1，〈春秋〉及〈經解〉
，頁 580-583。
22
〔明〕徐圖等撰：《行人司重刻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 1 冊，據一
九三九年王大隆刊《己卯叢編》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經部〉，
〈經類說經類儒
學類〉
，頁 441。筆者按：徐圖所撰的《行人司重刻書目》與明清其他書目有一個頗大的差別，
即此書強調實用性，編目的原因主要是作為一部機構內部日常使用的圖書檢索目錄。關於此書
的研究，可參見黃麗菲：
〈試論明代《行人司書目》的成書原因〉，《社科導刊》
，2014 年 6 月，
頁 164；175。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是，
《春秋詞命》將《左傳》中的辭令幾乎囊括殆盡，這樣的一
10
16

刻書目》
（徐
圖）
清．康熙 《千頃堂書 私家 王鏊春秋詞命三卷。正德十一年
目》（黃虞
序。23
稷）

經．春秋

清．康熙 《傳是樓書 私家 春秋辭命二卷。明王鏊。一本。24
目》（徐乾
學）

經．春秋

清．乾隆 《經義考》 私家 王氏鏊，春秋詞命。三卷。存。25筆 經．春秋
（朱彝尊）
者按：下錄王鏊〈春秋詞命引〉全
文及節錄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
所載王鏊行跡。26
清．乾隆 《欽定四庫 官方 春秋詞命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集．總集
全書總目》
舊本題王鏊撰、王徹註。27
（紀昀）
清．嘉慶 《天一閣書 私家 春秋詞命三卷。刊本。明王鏊撰並 經．春秋
目》
（范欽、
序。28
范邦甸）
清．嘉慶 《四明天一 私家 春秋詞命。一本。29
閣藏書目
錄》（佚名）

／

清．道光 《玉函山房 私家 春秋詞命三卷。明刊本。明文淵閣 經．春秋
藏書簿錄》
大學士吳縣王鏊濟之撰，彙稡左氏
（馬國翰）
傳詁命凡二百七十五節，有自序。30

部書對以「頒行詔敕、冊封宗室、撫諭四方、徵聘賢才」為職責的行人司官員而言，實在有如
《四書章句集注》之於試舉士子。關於行人司的職責規定，可參見：
《明史》
，卷 74，
〈志第五十〉，
〈職官三〉，頁 1809-1810。
23
〔清〕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
《千頃堂書目》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卷 2，〈經部〉
，〈春秋類〉
，頁 62。
24
〔清〕徐乾學撰：《傳是樓書目》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20 冊，據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
八年劉氏味經書屋抄本影印，2002 年），卷 1，〈經部〉
，〈元字二格〉
，〈春秋〉，頁 651。
25
〔清〕朱彝尊原著，張廣慶等點校：
《點校補正經義考》
，冊 6，卷 200，
〈春秋三十三〉
，頁 334-335。
26
可參見：
〔清〕錢謙益著：
《列朝詩集小傳》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
〈丙集〉
，
〈王
鏊〉條，頁 275-276。
27
〔清〕紀均等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冊 5，卷 191，
〈集部
四十四〉
，〈總集類存目一〉
，頁 3994。
28
〔明〕范欽藏，
〔清〕范邦甸撰：
《天一閣書目》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20 冊，據浙江省
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三年揚州阮氏元文選樓刻本影印，2002 年）
，
〈卷一之二〉
，
〈經部〉
，
〈春秋類〉
，
頁 48。
29
〔清〕佚名錄：
《四明天一閣藏書目錄》
（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 1 冊，據
據清宣統二年上虞羅氏玉簡齋叢書刻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
〈天字號廚〉
，頁 521。
30
〔清〕馬國翰撰：
《玉函山房藏書簿錄》
（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清代卷第 12 冊，據
11

清．光緒 《蘇州府

官方 王鏊春秋詞命三卷。31

藝文

志》（李銘
皖、馮桂芬）
清．光緒 《八千卷樓 私家 春秋詞命三卷。明王鏊撰。明刊本。 集．總集
32
書目》（丁
丙、丁仁）
清．光緒 《善本書室 私家 春秋詞命三卷。明刊本。明句吳守 集．總集
藏書志》
（丁
溪王鏊編輯雲閒後學周明嶼注。前
丙）
有正德丙子夏王鏊自序云：
「予讀左
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
雲閒周叔魯從而注之。曾經黃氏千
頃堂、徐氏傳是樓兩《書目》著錄，
若《四庫》則未收入也。33
民國

《四庫全書

春秋詞命三卷。舊本題明王鏊撰， ／

總目提要補
正》

王徹注。徹，自署松江人。丁氏《藏
書志》有明刊本，題明句吳守溪王
鏊編輯，雲間後學周明璵注。云：
「黃
氏千頃堂、徐氏傳是樓兩《書目》
著錄，《四庫》則未收入。」34

日．昭和 《小島文庫 私家 春秋詞命三卷。明王鏊撰。宣統二 經．春秋．
至當代

目錄》
（小島
祐馬）

年（1910）
。通州翰墨林書局。排印 春秋總義之
本。一冊。35
屬

當代（上 上海圖書館 公共 春秋詞命三卷。明王鏊輯，明王徹 經．春秋．
海）
（古籍書目
註。明正德十一年（1516）刻本。 春秋總義
數據庫）
春秋詞命三卷。明王鏊輯。淵雅堂 經．春秋
清嘉慶八年（1803）刻本。一冊。
內封題「嘉慶八年春月淵雅堂補版
山東大學館藏二十五卷本影印，2006 年），卷 5，〈經編〉，〈春秋類〉
，頁 89。
31
〔清〕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
《蘇州府志》
（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五號》
第 6 冊，據清光緒九年刊本影印，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卷 136，〈藝文一〉
，〈吳縣〉
，
頁 3222。
32
〔清〕丁丙藏，丁仁編：《八千卷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21 冊，據上海古籍出
版社藏民國十二年鉛印本，2002 年）
，頁 370。
33
〔清〕丁丙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27 冊，據清光緒二十七年丁
氏自刊本影印，2002 年），卷 39，〈集部十八〉，
〈總集類下〉
，頁 651。
34
胡玉縉撰，王欣夫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
，卷 58，〈總集類存目〉
（上海：上海書店出
版社，1998 年）
，頁 1648。
35
〔日〕高知大學附屬圖書館編集：
《小島文庫目錄》
（高知市：高知大學附屬圖書館，1987 年），
〈經部〉
，〈春秋類〉，
〈春秋總義之屬〉。筆者案：香港僅中文大學藏有此書，然筆者索閱之時，
此書已佚，故頁碼從缺。今據日本全國漢籍資料庫（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所見，錄其部類。
12

印行」。
春秋詞命三卷。明王鏊輯。王氏清 經．春秋
嘉慶九年（1804）刻本。一冊。
春秋詞命三卷。明王鏊輯。民國鉛 經．春秋
印本。
當代（天 天津圖書館 公共 春秋詞命三卷。王鏊輯。明刻本。 經．春秋
津）
館藏目錄
二冊一函。匡高 27．4 公分，廣 17．
8 公分。
當代（香 香港中央圖 公共 春秋詞命。清王鏊編。宣統二年
群經
港）
書館（參考
（1910）通州翰墨林書局排印本，
圖書館館藏
全一冊，以一函載存，20 公分。館
目錄）

藏編目號碼 000131942。筆者按：
此項館藏資料中有一處錯誤，誤以
王鏊為清代人。

當代（香 香港城市大 公共 春秋詞命三卷。王鏊編輯。王申伯 經．春秋
港）
學邵逸夫圖
校。一冊。20 公分。第一葉有「嘉
書館（館藏
慶九年上已九世從孫申伯謹跋」之
目錄）
語。
綜觀上述書目材料，可以確切肯定的《春秋詞命》的線裝刻本，明代有兩
個，清代有三個，一共五個。試分述如下：
（一）明正德十一年刻本（三卷本）。
這是最早的刻本，今上海圖書館及天津圖書館均有存藏。王鏊《震澤集》
卷十三有〈春秋詞命引〉一篇，文末並無注明年份，這是由於古人在結集時習慣
刪去序文落款以免累贅的緣故。36然根據其他刻本如清嘉慶九年王申伯校本，
〈引〉
文末尾確有「正德丙子夏五月庚寅震澤王鏊識」之語，於此可知，《春秋詞命》
一書系明正德十一年所編輯、刊刻，今人劉俊偉所著《王鏊年譜》亦繫於是年。
37
這個刻本共三卷，是王鏊親手所編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此本影印，收
入第二百九十二冊，筆者觀其款式為：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字不等。
四周單邊，版心白口，單魚尾，上記書名，中間記卷次，下記葉次。
（二）明萬曆二十八年屠本畯刻本（二卷本）。
明代徐𤊹《重編紅雨樓題跋》有「春秋詞命」書跋一條，云：
「王文恪公彙

〔明〕王鏊撰：
《震澤集》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56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6 年），卷 13，頁 11。
37
可參見劉俊偉著：
《王鏊年譜》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年）
，頁 202。見「正德十一年
丙子八月」條，其云：「所編《春秋詞命》刊刻。作引《春秋詞命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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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春秋詞命》，刻板散逸，傳世甚尠。屠使君田叔極愛其詞簡古，可入尺牘，
之官沅陵，乃授梓以行。楚中紙煙殊佳，余小齋中復增一種奇書也。萬曆庚子秋，
豐州徐𤊹書於豆花棚。是日天涼氣爽，覽之終卷。」38屠田叔即屠本畯，亦萬曆
年間人，與徐𤊹友。39據徐氏書跋可知，屠本畯赴任沅陵（今湖南省沅陵縣）後，
在當地重刻《春秋詞命》
，或曾寄一部予徐𤊹，
《徐氏家藏書目》中的二卷本大抵
即屠本畯刻本。將屠氏刻書年份繫於萬曆二十八年，原因是屠氏之官沅陵乃萬曆
二十七年十一月的事，其時徐𤊹自侯官縣芋江登舟至囦關（今福建省古田縣），
二人臨別在即，徐氏贈詩送別40；而徐氏書跋落款署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秋。
綜觀以上二條，可知屠氏必在二十八年的秋天前刊刻是書。上表所抄萬曆年間藏
書目錄裡，《澹生堂藏書目》所藏也是二卷本，可見此本在明中葉與三卷本同時
流傳，至清初徐乾學傳是樓尚藏有二卷的刻本。然自清乾隆以降，已不見此本的
流傳，可以推斷已佚亡了。
（三）清嘉慶八年王芑孫淵雅堂刻本（三卷本）。
此本今存上海圖書館，內葉封題有「嘉慶八年春月淵雅堂補版印行」之語。
由於地域條件所限，筆者未能親觀其款式，僅能透過館藏資料為線索，作一簡單
的考察：
「淵雅堂」是清代王芑孫的書齋名，
《清儒學案小傳》錄其生平如下：
「字
41
念豐，號鐵夫，一號惕甫，長州人。」 王鏊出身長州（今江蘇省吳縣），而芑
孫所著《淵雅堂全集》中常見「先文恪公」之語，辭多敬重42，綜觀二者，知「文
恪公」即王鏊，芑孫為王鏊十世孫。這是王氏後人所刻本。
（四）清嘉慶九年王申伯校本（三卷本）。
此本今上海圖書館及香港城市大學迢逸夫圖書館均有存藏。因觀閱條件所
限，筆者未能親自經目此本，現僅就二館目錄上的資料為線索，作一簡單的考察。
城大圖書館所藏本有「嘉慶九年上已九世從孫申伯謹跋」之語。從跋語落款可知，
此本經王鏊的九世從孫王申伯校勘，刊於一八零四年，比嘉慶八年王芑孫淵雅堂
刻本遲了一年。此本亦為王氏後人所刻本。
（五）清宣統二年通州翰墨林書局排印本（三卷本）。
〔明〕徐𤊹撰：
《重編紅雨樓題跋》
，卷 1，
〈經籍〉
，頁 398。
屠本畯行跡可參見〔清〕朱彝尊撰：
《靜志居詩話》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98 冊，據清
嘉慶二十四年扶荔山房刻本影印，1995 年）
，卷 17，頁 399。
40
〔明〕徐𤊹撰：
《鼇峰集》
（明天啟五年南居益刻本，1625 年）
，卷 15，
〈五言律詩〉
，
〈囦溪十
里橋與屠田叔泣别〉
，頁 100。詩云：
「數月愁相別，今朝別是真。從來知己淚，此際倍沾巾。味
亦如中酒，腸應似茹辛。卻嫌山路轉，頃刻蔽車塵。」其餘唱和詩作極多，今僅錄其中二首詩
題，以見二人之交往：
〈陪屠田叔使君游仁王寺與元龍無競惟和分得衣字〉
、〈送屠使君至芋原驛
是夕留飲驛亭以梨園佐觴使君首倡依韻奉答〉
，卷 14，〈七言律詩〉，頁 185。
41
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
（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卷 20，〈諸儒學案四〉
，頁 565-566。
42
〔清〕王芑孫撰：《淵雅堂全集》
（清嘉慶三年刻本，1798 年）
，《惕甫未定稿》
，卷 6，〈重修
文恪公祠堂記〉，頁 305；卷 7，〈重修文恪公祠堂後記〉，頁 315-316；卷 25，〈跋先文恪公書謫
解後〉
，頁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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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見上海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及日本高知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有此本。
筆者曾於香港中央圖書館過目此本，所見款式為：匡高 19．3 公分，廣 12．6
公分。43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雙行小字不等。四周單邊，白口，上記書名及
卷次，中間記魯十二公次，下記葉次。書名葉題「宣統二年七月／春秋詞命／通
州翰墨林書局印行」，本葉最下印有當時書價：「定價大洋兩角」。44卷首有王鏊
自序〈春秋詞命引〉
，文末附識云「正德丙子夏五月庚寅震澤王鏊識」
。全書分上
中下三卷，每卷首左下有「震澤王鏊守溪編輯／九世從孫申伯亭校」刻書題記。
45
書末有王申伯〈春秋詞命跋〉，右下有藍墨色印鑑，據此可知是書舊藏大會堂
公共圖書館。46此本是一九一零年通州翰墨林書局根據清嘉慶九年王申伯校本
（即前述第四種刻本）以鉛字排印，是最後一個以線裝形式裝幀的版本。此本可
補筆者無法過目清嘉慶九年王申伯校本之憾，其中所錄申伯〈春秋詞命跋〉一文
的版本價值頗高。47跋語云「先公著集滿天下，而此卷獨缺，得之殊喜」，據此
即知王鏊大部分著述如《震澤集》、《姑蘇志》等皆通行於世，唯獨《春秋詞命》
世所罕傳，故王申伯偶然尋得，欣喜非常。又，王申伯所得為清代藏書家宋犖的
舊藏本，經過校勘後，再與元代趙汸《春秋金鎖匙》三卷合刊，以廣流傳之效。
通州翰墨林書局在排印時，將原來的王申伯合刊本分離，僅刊王鏊《春秋詞命》，
即今所見之本。

第三章：《春秋詞命》編者真偽之釋疑
從上述版本源流的論述裡，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中葉至清初的書目均將王
鏊視為《春秋詞命》的編輯者。然而，到了清代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時，
館臣卻對這一點產生質疑。《四庫全書總目》對《春秋詞命》的提要如下：
舊本題明王鏊撰，王徹注。鏊有《史餘》
，已著錄。徹自署松江人，始末
筆者按：中央圖書館館藏目錄標示此本匡高 20 公分，寬度則無載。不確。
見文末〈附錄〉所載《春秋詞命》書影（一）。
45
見文末〈附錄〉所載《春秋詞命》書影（二）
46
印樣見文末〈附錄〉所載《春秋詞命》書影（三）
。
47
跋文如下：
「自古著書之難，萃一生之心力而成，往往不及流布而或至湮沒。是故必有通人名
士購而藏焉，以待後世之傳之也。商邱漫堂太宰為風雅宗師，諸子中若山言蘭揮，各負異才而
並致通顯，其藏書之富，甲於中州。昨年冬，予奉調河干，寓於衡家樓客館，適有載書而過者，
披閱之，皆有宋氏私印，標識如新，爰擇其稍僻者，儲之行篋。中有一冊，則先文恪公所著《春
秋詞命》在焉。夫詞尚體要，況其時會盟侵伐聘問之事，無歲無之，所係綦重。先公著集滿天
下，而此卷獨缺，得之殊喜，即鋟之，棗梨復益，以新安趙君《金鎖匙》三卷連類而幷為流傳。
大抵趙君之書折衷三傳而自出新意以釋之，與先公之書旨各異。然皆有功於箋疏，無疑也。於
以知聚書之不能久而不散，而作者精英所寄，雖百世不泯也。況近代乎？況在其子姓乎？風塵
鞅掌，乃得奉先人之遺澤，以廣其傳，亦不可謂非于役之幸也。嘉慶九年上已九世從孫申伯謹
跋。」參見〔明〕王鏊編輯，〔清〕王申伯校：
《春秋詞命》
（通州翰墨林書局鉛印本，據清嘉慶
九年王申伯校本排印，1910 年），
〈春秋詞命跋〉，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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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詳。是書雜采左氏所載應對之詞，釋以通俗之語，似非鏊之所作。疑
為書肆所託名，然序文乃載鏊集中。朱彝尊《經義考》亦著錄，則事之
不可解者也。所錄雖源出春秋，而於經義無關，於傳義亦不相涉。今以
其輯錄舊文，為童蒙誦讀之用，姑附之總集類中。48
四庫館臣認為《春秋詞命》雜采《左傳》中的辭令，以通俗的言語來註釋，似乎
並非深明經學的王鏊的手筆，進而懷疑是明中葉以降書商偽托王鏊之名而作。乍
看來，四庫館臣似乎言之鑿鑿，但仔細深究，卻會發現這其實是四庫館臣先入為
主的偏見。清代以降，考據成為學術界的主流，乾嘉年間更達至巔峰。能夠入館
纂修《四庫》的士人絕大部分均屬於漢學考據的陣營，認為唯有以訓詁治經方能
使六經中所蘊含的真理發見無遺。49當清人以訓詁釋經的學術立場來察視明代以
義理解經的著述時，自然不免產生一種明代經學空疏、淺薄的結論。正因如此，
他們以同樣的視角來考察《春秋詞命》一書，自然也認為這是一部「於經義無關，
於傳義亦不相涉」的著作，進而陷入了誤區，誤以為這是偽托之作。然有趣之處
在於，四庫館臣在撰寫提要時，也無法解釋何以〈春秋詞命引〉會見於王鏊《震
澤集》中，同時清初朱彝尊《經義考》又有著錄，這與他們的主觀判斷互相矛盾，
最後只能歸結為「不可解」，最終仍然只能將著作權保留在王鏊名下。同時，為
了彰顯此書的淺陋，將之從經部移至集部（詳第五章）。
此外，儘管《四庫全書》在目錄學上蔚為大觀，然而其中訛誤之處也甚多。
上引《詞命》的提要裡，已有一處值得商榷：
「鏊有《史餘》
，已著錄。」考《史
餘》一書的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相傳為明王鏊撰。……是編紀明代朝廷典
故，凡四十九條，中多及正德初年事，或其致政以後所作。」50筆者嘗遍尋王鏊
相關資料，
《史餘》一書於其著述中不曾被提及過，
《四庫》館臣在該書提要尚用
「相傳」一語以示謹慎，在《詞命》提要裡則直接肯定王鏊是作者。其有此聯想，
很可能因為這部著作記載明代朝廷典故舊聞，恰與王鏊所撰《震澤紀聞》
、
《名公
筆記》等書的內容相似。《洞庭王氏家譜》卷十九引《史餘》一條，則稱是明禮
部右侍郎蘭溪陸可教51撰，該條記述王鏊直面劉瑾，奮辭激辯，與《明史》所載
〔清〕紀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冊 5，卷 191，
〈集部四十四〉
，
〈總集類存目一〉
，頁 3994。
筆者按：乾嘉考據之學以小學訓詁為通經而達於義理的唯一路徑，其中最能概括這種學術思
想的當數戴震的一段話：「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於訓詁，一主於義理，此愚之大
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矣，奚取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無當於義理，
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訓詁，訓詁明則古經明，古經明而
我心之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參見徐世昌編撰：
《清儒學案》
（臺北：世界書局，1979 年），
冊 3，卷 79，頁 1。
50
〔清〕紀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冊 2，卷 53，
〈史部九〉
，
〈雜史類存目二〉
，頁 1144-1145。
51
陸氏生平如下：「陸可教，號葵石，蘭谿縣人。萬曆丁丑（五年，1577）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庚辰病歸丁艱，服除授原職，尋轉侍讀。戊子主考江西，辛卯主考應天，所拔多知名士，
而試錄亦膾灸人口，歷南禮侍卒，文章與馮祭酒夢禎並為士林珍重。馮之品行，以超逸稱，而
可教規旋矩翔，屹然自立，能不失文懿公軌度云。」見〔明〕過庭訓撰：
《本朝分省人物考》
（明
天啟二年刻本，1622 年）卷 53，〈浙江金華府二〉
，〈補遺〉
，〈陸可教〉
，頁 1158。
16
48
49

王鏊在武宗朝委婉周旋於政壇之間的形象全然不吻合，再者王鏊本身詘於言辭，
必不能為雄辯滔滔之事52。又，行文以「公」尊稱王鏊，而非自稱，不似王鏊自
述。根據這幾點理由，基本上可以判定《史餘》非王鏊所作。53由是觀之，《四
庫總目》所載，亦未可盡信矣。
從前文〈《春秋詞命》版本刊刻的先後次序〉一章裡，我們已經可以相當確
定，《春秋詞命》必定是王鏊在正德年間編成。除了因為序文見於其集中外，另
一有力的理由是，嘉靖、萬曆二朝上距正德不遠，其間藏書目錄裡，一部分非常
明確指出《春秋詞命》的編者（作者）是王鏊，其餘則因個別藏書家的習慣而沒
有記下編者（作者）名，但沒有任何一條記載出現王鏊以外的人名。至此，我們
非常確定，王鏊即《春秋詞命》的編者。

第四章：《春秋詞命》注者身份之考辨
今見錄於書目的《春秋詞命》注者，共有兩個，即王徹及周明璵。據筆者
考察，僅知他們均為明代萬曆年間人，而舊籍所載二人的生平行跡甚為簡略，在
此只能略作梳理。
（一）王徹其人考辨
以王徹署名為注者的記載，最早見於前引清代乾隆《四庫全書總目》的《春
秋詞命》提要裡：「舊本題王鏊撰、王徹註。……徹自署松江人，始末未詳。」
《四庫》館臣所見的《春秋詞命》是明正德十一年刊本，由江蘇巡撫採進。今日
存世的同一刊本中，卷首只收有王鏊自序一篇，沒有注者序。因此，我們只能從
王徹的出身地——松江——來尋找線索。筆者嘗稽查明末崇禎年間所刊行的《松
江府志》
，只能在萬曆年間找到一位同名的人，其記載只有寥寥數語，如下：
「王
54
徹，萬曆中，進蘇黃米蔡四體書，授武英殿中書。」 結合當時的授官制度可知，
原文如下：「王鏊為文淵閣大學士，閹瑾方毒禍搢紳，枷械朝官百餘人。公奮起曰：『將一網
打盡矣！』直入朝堂，面列其罪，復叩闕流涕請斥瑾。眾皆危之，公曰：『正人去，我獨留，天
下謂我何？』遂力求去，而瑾威亦少挫。」見〔清〕王熙桂等撰：《洞庭王氏家譜》
（清宣統三
年刻本，1911 年）
，冊 21，卷 19，〈傳狀類上編〉
，〈史餘〉，頁 16。
53
劉俊偉撰：
〈王鏊研究〉
（杭州：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11 年）
，頁 173。有關王鏊在政治方面
的記載，可參讀〔清〕張廷玉等撰：
《明史》
（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冊 16，卷 181，〈列
傳第六十九〉
，頁 4825-4827。又，黃雲眉對《明史》增補訂誤甚多，對王鏊傳亦有訂正，並主
要就明武宗時期的政事予以發微，然此於本文主旨無涉，不待贅。可參見氏著：
《明史考證》
（北
京：中華書局，1985 年），冊 5，頁 1466-1468。
54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
〔崇禎〕松江府志》
（收入《日本藏書國罕見地方志叢刊》
，據
日本所藏明崇禎三年刻本影印，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年）
，卷 35，〈選舉下〉
，〈辟召薦
舉〉
，頁 915。可參讀同卷的敘略：
「洪武初年，凡術數伎能之士，皆有薦用，而藝能一科始於漢
武，歷唐宋不廢。吾郡於前代無考。宋徽宗大觀四年，併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學生入翰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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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徹是以薦舉而任官的，所任官職是武英殿中書事，主管繕寫文書，故往往以書
法造詣深厚的人擔任。
其餘有關王徹的記載，僅得兩處，一是他為明代談修所撰《惠山古今考》
作序，文末落款云：
「雲間王徹撰並書」
。55雲間與松江皆今之上海的別稱，與《松
江府志》所載應為同一人。又，
《四庫全書總目》有〈《唐詩類苑》二百卷〉提要，
載云：
「明張之象編。初，宋趙孟堅有《分類唐詩》
，佚闕不完，世無刊本。之象
因復有此作，凡分三十六部，以類隸詩。意取博收，不復簡擇，故不免失之冗濫。
蓋類書流也。然《文選》及《文苑英華》本有分類之例，故與所作《古詩類苑》
仍並入總集。是集未刊之先，其稿為浙江卓明卿所得，割取初、盛唐詩刊之，遂
掩為己有。華亭王徹重為辨正厘定，乃復之象之舊。故世有二本，然今皆知為之
象書也。」56此處的華亭，亦今之上海的別稱。從這條記載可知，王徹曾經為張
之象所編《唐詩類苑》做過補訂的工作。這與他注釋王鏊所編的《春秋詞命》，
性質甚為相似。從上述數條材料可以推想，王徹頗好刊刻、校訂、注釋等出版工
作，而在缺乏更充足的反面證據時，將他視為《詞命》一書的注者，屬於合理的
推論。
（二）周明璵其人考辨
將周明璵標示為《春秋詞命》的注者，最早見於前引清光緒丁丙《善本書
室藏書志》中，載云：「明句吳守溪王鏊編輯雲閒後學周明璵注。……雲閒周叔
魯從而注之。」57筆者查考《同治上海縣志》
，也有一條關於周明璵的簡略記載：
「字叔魯，太學生，端重不苟。初無子，諸弟爭嗣者破其家，明璵置不校。後舉
三子，人以為厚德之報。卒祀鄉賢。子金然見後傳。」58
在稽查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周明璵和明代名臣徐光啟有所往還。據今人編
著《徐光啟年譜》中「（崇禎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陰曆三月二十一日）七十壽
辰」條載云：
「『諸親知』致禮品，
『俱令兒輩於家中辭謝』
，不受。此頃，周明璵
禮品從鄉至京，因其『遠來』
，
『從權祗領』
，特函致意。」59徐光啟也是松江人，
周明璵是其同鄉，在徐氏七十壽辰時，遠從松江至京師為之賀壽，此前二人已有

圖畫局，而華亭有張先供奉於建炎間。見雜記未詳其人也。以書法榮遇莫盛於國朝。進秩有至
清卿尚書者，然止列銜，不授政也。隆萬以後，職是局者，不盡以藝名矣。」同書，頁 913。
55
〔明〕談修撰《惠山古今考》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33 冊，據華東師範大學圖
書館藏明萬曆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古今惠山考序〉，頁 448。
56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 192，〈集部四十五〉
，〈總集類存目二〉，頁 4017。
57
筆者案：閒通間，雲閒即雲間。
58
〔清〕應寶時等撰：
《同治上海縣志》（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同治壬申夏六月南園志局重
校本，1872 年）
，卷 19，〈人物二〉
，頁 41。
59
梁家勉撰：《徐光啟年譜》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頁 185。本條注 15 釋「周明
璵」云：
「周明璵字叔魯，上海人，太學生。事跡見《縣志》
。」即本文中所引《同治上海縣志》
卷十九之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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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往來，其中一封提及是次壽辰。60這是今存關於周明璵僅有的材料。倘若取
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的說法，所指的「周明璵」應是此人。

第五章：結論——兼論《春秋詞命》在書目所屬部類的轉移
從上述各章節中，筆者討論了以下數點：一是王鏊雖然上接韓愈尊崇六經
的文統觀，但有所發展，即特別標舉了《左傳》作為習文的典範；二是嘗試考辨
《春秋詞命》版本的流傳、重刻、散佚及今存藏本所在；三是在現存的文獻材料
裡，對《詞命》一書的編者、注者的身份進行了基本的鈎沉。這幾部分工作，尤
其第二、三點，主要是對《詞命》一書在文獻背景方面的梳理，意在為來者深入
研究《詞命》一書的內容略盡綿力。
另外，倘若我們將《春秋詞命》置於目錄學流變的脈絡中來視察，可以看
到一個甚值深思的現象，那就是歷代官方及私人目錄學著述裡，只要書名包含「春
秋」一詞，基於崇尚六經的緣故，幾乎無一不收入經籍、經部之中。這反映了經
典乃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深深紮根於學者的腦海中。
到了明中葉王鏊編成《春秋詞命》
，尚且如此，這在第二章的書目列表裡發
見無遺。由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的眾多目錄裡，《詞命》仍被置於經部。可是，
至清代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詞命》一書卻被館臣以無益於經義的發
揚，而僅可作為童蒙讀物為理由，從原來的經部轉移至集部61。倘若我們細心思
考一下，便會發現《四庫》館臣的作為，事實上並非如他們自己想像那般，是在
羽翼、守護孔子垂法萬世的六經；相反，卻有意無意地接受了「經可以文」的概
念。這或許可以視為明清古文流派紛起競逐的一個側面，然深入的討論，則俟諸
來日。

徐光啟曾與周明璵的書信，今存二通，存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後影印出版，可參見中
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徐光啟手跡》
（上海：中華書局，1962 年）
，
〈書簡〉
，
〈致周明璵〉函，
頁 71-83。筆者案：二通書簡均無署年、月，而後一函信中有「衰遲日甚」
、
「賤誕何足煩」等語，
故可確定寫於徐氏晚年，繫之七十壽誕之際是合理的。二簡沒上下款，簡末附周金然跋語：「徐
文定公居政府時遺歸先大夫二札，字畫瘦勁，辭旨懇款，前輩典刑，於茲可見。金然謹識。」
據此，可以確定是徐光啟致其父周明璵之函。（辨讀所引兩封信函時，曾就教於尹孝賢及莊文龍
二先生，特此致謝。）
61
筆者案：儘管如此，在筆者所列的二十四條記載了《春秋詞命》的書目裡，除了《四庫總目》，
以及遵從《總目》體例而成書於光緒年間的丁氏兄弟《八千卷樓書目》、
《善本書室藏書志》二
書外，其餘二十一條仍然將《詞命》置於經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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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書影一：〔清〕王申伯校：《春秋詞命》（香港中央圖書館藏通州翰墨林書局鉛
印本，據清嘉慶九年王申伯校本排印）。內葉封面。

＊書影二：〔清〕王申伯校：《春秋詞命》（香港中央圖書館藏通州翰墨林書局鉛
20

印本，據清嘉慶九年王申伯校本排印）。卷首王鏊自序，卷首款式。

＊書影三：〔清〕王申伯校：《春秋詞命》（香港中央圖書館藏通州翰墨林書局鉛
印本，據清嘉慶九年王申伯校本排印）。卷末王申伯跋，香港大會堂舊藏印。

＊書影四：
〔明〕王徹註：
《春秋詞命》
（天津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
。卷首王鏊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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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五：
〔明〕王徹註：
《春秋詞命》
（天津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
。卷首款式。

＊書影六：〔明〕王徹註：《春秋詞命》（天津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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