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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晋与汲古阁刻书考略

苏晓君

  作者简介: 苏晓君,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编目员。

①  这个数量远多于著名的天一阁七万余卷藏书。因为传统古籍采用的计算单位是/卷0 ,在一册书中可能包含一

卷或数卷 , 而一卷书一般不会被分为数册, 册所包含的信息量通常都大于卷。

  摘  要: 毛晋一生执著刻书, 出版数量巨大, 是中国自雕板问世以来私家刻书最多者。本文在综合考查

前人此方面介绍文献的基础上 ,根据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就毛晋及其刻书情况从多方位进行了考查, 其中有

一些新的发现, 也阐述了个人的理解和观点。此外, 针对十五集《津逮秘书》版本汇集特征做了一些介绍, 也

对《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汲古阁刻板存亡考》所记录的内容作了补充。

关键词: 毛晋  汲古阁  刻书

毛  晋

毛晋,字子晋,号潜在,原名凤苞, 字子久,江

苏常熟人, 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 1599) , 卒于清

顺治十六年( 1659)。汲古阁是他的藏书处。明

崇祯十五年( 1642)画家王咸绘有一幅/虞山毛氏

汲古阁图0, 图的右上题识云:

  子晋社主结藏书阁于隐湖之滨, 颜曰汲

古。次以甲乙, 分以四库, 非宋元绣梓不在

列焉。牙签玉题, 风至, 则琅琅有声也。予

寓读湖斋, 遂盈一纪, 所得于翻阅者迨半。

壬午秋,子晋出鹅溪素绢,命予作图, 因绘此

以赠, ,长洲社弟王咸请政

此图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王咸是选取远于汲古

阁左上方的位置来作画的, 可以看到阁高二层,

南向,下环廊屋, 外有弧形石砌围墙,整个院落卧

于峻石苍树之间,后映高山,其左有三孔拱桥, 下

面荡漾的当是隐湖之水,这是保存至今最接近原

貌的图象。汲古阁本身是用来藏书的, 刻书并不

在此阁中。因为阁中所藏的八万四千余册善

本① ,多宋元旧刻,十分宝贵, 且为众书校勘之所

本, 毛晋便以汲古阁命名他所刊刻的书籍了。

介绍毛晋的文章很多, 如钱谦益《毛子晋六

十寿序》、《隐湖毛君墓志铭》、悔道人《汲古阁主

人小传》等,其中比较精彩的当属陈瑚《为毛潜在

隐居乞言小传》。这篇文章并不多见, 曾在叶德

辉《书林清话》里被转引, 但多有删节, 现将全文

转录如下以观全体:

  今海内皆知虞山有毛子晋先生, 云: 毛

氏居昆湖之滨, 以孝悌力田世其家。祖心

湖、父虚吾, 皆有隐德。而虚吾强力耆事,尤

精于九九之学; 佐县令杨忠烈隄水平赈, 功

在乡里者也。子晋生而笃谨, 好书籍。父母

以一子, 又危德之, 爱之甚, 而子晋手不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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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五年( 1642)王咸绘/虞山毛氏汲古阁图0

卷,篝灯中夜,尝不令二人知。早岁为诸生,

有声邑庠, 已而入太学, 屡试南闱, 不得志,

乃弃其进士业, 一意为古人之学, 读书治生

之外,无他事事矣。

江南藏书之富, 自玉峰绿竹堂、娄东万

卷楼后,近屈指海虞。然庚寅十月绛云不戒

于火,而岿然独存者, 惟毛氏汲古阁。登其

阁者,如入龙宫鲛肆, 既怖急又踊跃焉。其

制上下三楹,始于子迄于亥,分十二架, 中藏

四库及释道两藏, 皆南北宋内府所遗, 纸理

缜滑,墨光腾剡; 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

未见。子晋日坐阁下,手翻诸部, 雠其讹谬,

次第行世。至滇南官长, 万里遗币, 以购毛

氏书,一时载籍之盛, 近古未有也。

盖自其垂髫时节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

之刻。客有言于虚吾者曰: 公拮据半生以成

厥家,今有子不事生产, 日召梓工弄刀笔,不

急是务,家殖将落。母戈孺人解之曰: 即不

幸锓书废家, 犹贤于樗蒲六博也, 乃出橐中

金助成之。书成,而雕镂精工, 字绝鲁亥,四

方之士购者云集, 于是向之非且笑者, 转而

叹羡之矣。其所锓诸书, 一据宋本, 或戏谓

子晋曰:人但多读书耳, 何必宋本为? 子晋

辄举唐诗/ 种松解老作龙鳞0为证, 曰: 读宋

本然后知今本老龙鳞之为误也。

子晋固有巨才, 家畜奴婢二千指, 同釜

而饮,均平如一。躬耕宅旁田二顷有奇, 区

别树艺, 农师以为不逮。竹头木屑, 规划处

置, 自具分寸, 即米盐琐碎。时或有贻一诗、

投一札者, 辄举笔属和, 裁答如流。其治家

也有法, 旦望则率诸子拜家庙,以次谒见师

长, 月以为常。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娴礼

仪, 彬彬如也。生平无疾言遽色, 凝然不动,

人不能窥其喜愠, 及其应接宾朋等杀井井。

顾中庵尝笑曰:君胸中殆有一夹袋册耶?

崇祯壬午、癸未间,遍搜宋遗民、忠义二

录,《西台恸哭记》, 与月泉吟社、河汾、谷音

诸诗,刻而广之。未几,遂有甲申、乙酉南北

之事。每自叹人之精神意思所在, 便有鬼物

凭依其间, 即予亦不知其何谓也。变革以

后, 杜门却扫, 著书自娱, 无矫矫之迹, 而有

渊明、乐天之风。与耆儒故老、黄冠缁衲十

数辈,为佳日社, 又为尚齿社, 烹葵剪菊, 朝

夕唱和以为乐。间或临眺山水, 当其得意

处, 则留连竟日, 遇古碑文、碣志, 急呼童子

摩拓数纸, 然后去。尝雨后与予探鸟目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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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穷日之力, 予饥且疲矣, 回顾子晋, 方行

步如飞,登顿险绝,乐而忘返,其兴会如此。

居乡党, 好行其德, 笃于亲戚、故旧, 其

师若友, 如施万赖、王德操辈, 或橐饘终其

身,或葬而抚其子。建黄泾诸桥一十八, 里

无塞涉之苦。岁大饥, 则赈谷代粥, 周邻里

之不火者。司李雷雨津尝赠之诗, 曰: / 行野

樵渔皆拜赐, 入门童仆尽钞书。0人谓之实

录云。

所著有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和友人诗、

野外诗若干卷, 题跋若干卷,《虞乡杂记》若

干卷,《隐湖小识》若干卷。所辑有《方舆胜

览》若干卷,《明诗纪事》若干卷,《国秀》、《隐

秀》、《宏秀》、《闺秀》等集,《海虞古文苑》、

《今文苑》若干卷。

予与子晋交阅数年矣, 久而敬之如一日

也。明年丁酉( 1657)改岁之五日, 为其六十

初度之辰, 其子褒、表、扆, 犹子天回、象谦、

云章暨其倩陈鏸、张溯颜、冯长武辈, 请予一

言介寿。予因作一小传, 以乞言于缀文之

家,亦书予之所及知者而已。子晋初名凤

苞,字子九, 后更名晋, 字子晋, 潜在, 其别

号也①。

  ①  《确庵先生文钞》, 卷五,第 7- 9 页, (清)陈瑚撰, 清同治九年合肥荆氏刻本。

②  《茶余客话》, 卷六,第 8- 9 页, (清)阮葵生撰, 清乾隆刻本。

③  见民国八年常熟丁祖荫刻《虞山丛刻》本,在毛晋撰《隐湖题跋》前李縠明崇祯六年叙中所提及。

④  见清嘉庆五年刻《士礼居黄氏丛书》本之子目。

陈瑚, 太仓人, 字言夏, 号确庵。明崇祯举

人。入清后绝意仕进,精研五经,从学者云集,著

有《圣学入门》、《求道录》等书。他与毛晋为同时

代人,两人交往甚密,所以文章才如此详实生动。

由文中可知,毛晋科场并不顺利, 早岁为诸生入

太学,以后被文战所困,屡试不中, 始终是一名诸

生,所以在他请名人为其所刻书而作的序文里,

就经常被人/毛生0、/毛生0地叫着。文中提到

/至滇南官长, 万里遗币,以购毛氏书0, 其/滇南
官长0一说为吴三桂的女婿王驸马, 因此毛氏书

昆明也多有出现②。毛晋最早的刻板书当是明

万历四十六年( 1618)绿君亭刻《屈子》七卷本,此

本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半页四周单边, 其中毛晋辑

录了《评》一卷《楚译》一卷《参疑》一卷, 绿君亭是

他早期使用的室名,这年他二十岁。这部书在七

年之后的天启五年( 1625) , 与新刻《陶靖节集》合

印取名为《屈陶合刻》, 此时已出现了汲古阁题

名。从天启四年( 1624)到崇祯六年( 1633) ,在这

短短的九年里, 汲古阁刻书就达二百余种③ , 年

均刻书二十种左右,算来一个月内就要刻一种以

上的书。毛晋还有另一个室名/世美堂0偶然也

被用于刻书,如明崇祯元年( 1628)世美堂刻明胡

继先编、毛凤苞订《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毛晋

编注的书,在《四库全书总目》里被收入八种, 该

书中除毛晋注《毛诗陆疏广要》、毛晋辑《津逮秘

书》得到褒语外,其它六部多有微辞。

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对毛晋的家庭成

员介绍得则较详细:

  ,,子晋娶范氏、康氏, 继娶严氏。生

五子襄、褒、衮、表、扆, 襄、衮皆先卒, 女四

人, 孙男女十一人。生于己亥之正月五日,

卒于己亥七月二十七日, 年六十有一。越三

年辛丑 ( 1661)朔,葬于戈庄之祖莹。

毛晋妻严氏( 1607- 1680) , 毛扆生母, 多内助之

功, 其事迹可参见清初学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

七十九/严孺人墓志铭0。毛扆( 1640- 1713) , 字

斧季,精于小学, 在毛晋诸子中最为知名。编有

《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④ , 分经史子集四

部,计四百余种,各条目下均标示出价目, 一说为

本拟出售给潘耒, 以议价不果, 遂归季振宜的底

本。由毛晋后人毛琛在乾隆三十年( 1765)汇集

成册,其尾题有简略的介绍, 云:

  此卷,琛从曾叔祖手写与潘稼堂(潘耒)先

生底本。记髫龄时,彬曜从父携以见赠,谬承

以汲古后来之秀相属。老大无闻,殊增惭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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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虽少却透出一种凄凉。毛家这种萧条的景

象,在毛扆时就已出现。就在这部书目中/朱性
甫手书铁网珊瑚十四本0条目下有毛扆小注:

  当年宋中丞初下车访其书,在常熟特托

陶令物色之, 陶令许每本六两购之, 余以先

君当年得此鲁有咏歌,一时同人酬和成一大

卷,不忍轻弃。李海防每本加二两, 余亦不

允。后车驾南巡时,高江村托徽州友人戴姓

来,许十两一本, 欲以进上,余亦辞之。去年

病中,无资觅参,止当银二十四两,买参四两,

得以病愈,今犹未赎也。

明朱性甫名存理,博学工文, 此书共十四卷, 所记

大多为元明时人墨笔卷轴, 当时未有刊本, 世所

罕见。典当此书来治病,可见家庭境况已是十分

窘迫。清乾隆时王应奎所辑《海虞诗苑》, 诗前附

有诗人小传,在卷二/毛文学晋0前有如此感言:

  , ,八十年红豆、凤基鞠为茂草, 汲古

阁虽存,亦上雨旁风, 架上无一帙存矣。录

君之诗,盖不胜盛衰之感云。

种种情况表明,毛晋刻书主要是一种个人信念的

追求,而不是贪图物质财富的积累, 以至于他的

第二代人就要靠典当度日了。清嘉庆四年

( 1799)藏书家瞿中溶( 1769- 1842)三十岁时得

到/虞山毛氏汲古阁图0, 他重新做了装裱, 并请

了当时很多名人来题诗, 诗中多追思感慨之词,

由这些诗文的表达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汲古阁已

经不存在了,这时距王咸作图已经过去了一百五

十七年。

《秘册汇函》与《津逮秘书》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部胡震亨等人辑刻于

明万历间的《秘册汇函》,存二十三种(《中国丛书

综录》、《中国善本书目》著录二十四种, 所缺为郑

玄撰、王应麟辑《周易郑康成注》一卷) , 其中《大

唐创业起居注》三卷,系后人抄补, 间有缺页。宋

体字,半页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

鱼尾黑白相间, 下题书名, 无目录。曾被重新装

裱过,湖绫包角,卷首钤/延古堂李氏珍藏0印,冠

胡震亨等人撰/刻秘册汇函引0,其文云:

明万历间刻本《秘册汇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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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仆辈坟典之好, 颇叶如兰, 至乃阅王充

之肆,无吝典质, 乞班嗣之本, 屡逢讥答。癖

诚有之,聚亦富焉。但经籍肇兴, 亟罹厄运,

煨烬所余, 百不一二。若使仙洞藏书, 同石

髓以具迸,荒陵断简, 并玉鱼而宛出; 而汗竹

犹青, 蚪文未蚀, 亦有美虚谈, 羌无事实者

矣。所以拥书囊以自珍,抚旧录而割慕。抄

书旧有百函,今刻其论序已定者, 导夫先路,

续而广之, 未见其止。书应分四部而本少,

未须伦别,略以撰人年代为次而已。中更转

写,雠校乏功, 虽巧悟间合, 而阙疑居多, 亦

恃别风淮雨, 武仲偏入, 巨文寻思, 误书子

才,更谓一适尔。万历癸卯( 1603)八月一日

绣水沈士龙汝纳

     武原胡震亨  孝辕  同题

     新都孙震卿  百里

这篇做于明万历三十一年的引文, 距崇祯间毛氏

所汇刻《津逮秘书》大约相隔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毛晋所辑的《津逮秘书》, 明崇祯间由汲古阁

刻板发行。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姚福均编《海

虞艺文志》出版, 在第六卷中有一段转录于《四库

全书总目》的介绍:

  毛晋编此为所纂丛书, 分十五集, 凡一

百三十九种, 中《金石录》、《墨池编》有录无

书,实一百三十七种, 卷首有胡震亨序。震

亨初刻所藏古籍为《秘册汇函》,未成而毁于

火,以残版归晋, 晋增为此编。凡版心书名

在鱼尾下、用宋本旧式者,皆震亨之旧; 书名

在鱼尾上而下刻汲古阁字者, 皆晋增也。晋

家富藏书, 又与游者多博雅之士, 故较他家

丛书去取颇有条理, 而所收近时伪本如《诗

传》、《诗说》、《岁华纪丽》、《瑯嬛记》、《汉杂

事秘辛》之类, 尚有数种。又经典释文割裂

周易一卷, 其题跋二十家, 皆钞撮于全集之

中,今仍分著于录,而存其总名于此, 以不没

其搜辑刊刻之功焉。

文中提到胡震亨以所藏残版归属毛晋事, 以往的

文献中在谈到《津逮秘书》时都会被提及, 其主要

的根据来源于胡震亨本人为此书所做的题辞, 其

文云:

  人得异书,私为帐中,秘不示人, 非真好

书者。真好书者如好饮,然独饮不适也。宁

挟一编自赏,不与人赏耶? 余友虞山子晋毛

君, 读书成癖, 其好以书行, 令人得共读, 亦

成癖。所镌大典, 册积如山, 诸稗官小说家

言, 亦不啻数百十种, 惧购者零杂难举,欲统

为一函。而余向所与亡友沈汝纳氏刻诸杂

书, 未竟而残于火, 近亦归之。君因合之,名

《津逮秘书》以行。郦氏之经云: 积石之石,

室有积卷焉, 世士罕津逮者。今而浚, 问津

不远,当不怪入其窟披其简者之为唐迷矣。

余尝谓世上书,虽不易尽其存者, 亦自有数。

我江南得如子晋数辈,广搜异本, 各称物力,

举匠锲工传之。不数年, 遗藏尽发, 四部可

大备。愚公欲移山,人咸笑之,而公谓不难,

尽刻人间书故难, 当不难移山也。使此津毋

仅属一家津得渡, 自广弟共济者, 偶乏同

志尔。

友弟海盐胡震亨识

胡震亨( 1569 ) 1645)浙江海盐人, 字孝辕,

万历举人,曾官固城教谕, 后升德州知州、兵部员

外郎。他整比毛晋大三十岁, 这里所题的/友弟0

当是一种行文中的谦称。胡氏等对《秘册汇函》

或许原本有过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构想, 但这部书

并不是/未成0/未竞0, 而是早就出版过。那么在

《秘册汇函》的二十四种书中, 到底有多少书被收

入到《津逮秘书》里呢? 根据《海虞艺文志》所提

供的/凡版心书名在鱼尾下、用宋本旧式者,皆震

亨之旧; 书名在鱼尾上而下刻汲古阁字者, 皆晋

增也0这个线索,将两书进行比对后可以发现,共

有以下十七种书为胡震亨等人所刻的旧板:《道

德指归论》六卷/ (汉)严遵撰;《周髀算经》二卷音

义一卷/ (汉)赵君卿注, (北周)甄鸾重述, (唐)李

淳风等注释, (宋)李籍音义;《数术记遗) 一卷/

(汉)徐岳撰, (北周)甄鸾注;《汉杂事秘辛》一卷/

(汉)佚名撰;《搜神记》二十卷/ (晋)干宝撰;《搜

神后记》十卷/ (晋)陶潜撰;《齐民要术》十卷/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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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贾思勰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 (唐)温大

雅撰;《岁华纪丽》四卷/ (唐)韩鄂撰;《录异记》八

卷/ (五代) 杜光庭撰;《灵宝真灵位业图》一卷/

(梁)陶弘景撰;《周氏冥通记》四卷/ (梁)陶弘景

撰;《佛国记》一卷/ (晋)释法显撰;《异苑》十卷/

(南朝宋)刘敬叔撰;《益都方物略记》一卷/ (宋)

宋祁撰;《泉志》十五卷/ (宋)洪遵撰;《东京梦华

录》十卷/ (宋)孟元老撰。而所缺的七种:《易传》

十卷/ (唐)李鼎祚撰;《易解附录》一卷/ (汉)郑玄

注, (明)胡震亨辑补;《於陵子》一卷/ (战国)陈仲

子撰;《山海经图赞》二卷补遗一卷/ (晋)郭璞撰;

《铜剑赞》一卷/ (梁)江淹撰;《南唐书》十八卷音

释一卷/ (宋)陆游撰, (元)戚光音释;《周易郑康

成注》一卷/ (汉)郑玄撰, (宋)王应麟辑; 共计三

十六卷,当是毁于火者。

《津逮秘书》共分十五集收书一百四十四种,

成于明崇祯间,大部分系毛氏自刻, 其雕板采用

汲古阁通常的九行行十九字形式, 白口左右双边

无鱼尾,版心下镌/汲古阁0三字, 书衣为黄褐色

藏经纸。每行字数虽多于《秘册汇函》本, 但板框

却小,镌刻字体也不及其秀雅。这部丛书还收集

了毛晋早期绿君亭的雕板书, 如《洛阳伽蓝记》、

《葬经翼》、《难解二十四篇》等,还有一些旧板不

知所出,如其中的《缀耕录》等。应该说《津逮秘

书》汇集各方书版, 其中比较大的一宗就是来自

胡震亨等人的十七种残留版《秘册汇函》。

《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与

《汲古阁刻板存亡考》

  近代藏书与刻书家陶湘( 1871- 1940) , 嗜好

毛氏汲古阁本, 收藏汲古阁刻板书五百四十种,

并自编《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一卷①,这个目

录较之清刻本《汲古阁校刻书目》数目有了增加,

题名也更加清晰和规范。毛晋编《汲古阁校刻书

目》记录书籍五百三十四种, 悔道人辑《汲古阁校

刻书目补遗》有四十四种, 两者合计五百七十八

种。提到《汲古阁校刻书目》一般只知有清同治

十三年( 1874)刻《小石山房丛书》本之子目, 其实

早于此本三十二年(即道光二十二年)顾湘就有

单册刻本面世,《小石山房丛书》所收之本就是这

个单册板的重印。在《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

前有陶湘序文,云:

  明常熟毛晋字子晋, 校刻书籍起万历之

季, 迄顺治之初, 垂四十年, 刻成六百种有

零。其名誉最著而流行最广者《十三经》、

《十七史》、《文选李善注》、《六十种曲》,刷印

既繁,模糊自易。顺治初年, 子晋修补损缺,

已至变易田产,康熙间板已四散。经史两部

归苏州席氏扫叶山房, 始而剜补, 继则重雕

亥豕鱼鲁触目皆是,读者病之。窃维毛氏雕

工精审, 无书不校, 既校必跋。纸张洁炼,装

式宏雅如唐宋人诗词及丛书、杂俎等刊, 均

可证明其良善,岂有煌煌经史反如斯之恶劣

耶? 于是刻意搜求,得《十三经注疏》原板初

印。《十七史》为开花纸, 内府有之, 经史之

钱谦益序均未抽毁,《文选》字口如新, 与通

行汲古本迥判霄壤,而毛刻之含冤蒙垢遂昭

然大白。予积卅余载之力, 得五百四十种

零, 先编此目, 嗣有得者,再继录焉。

这个目录与毛晋的《汲古阁校刻书目》便是

如今了解毛氏刻书情况的重要依据。此目录共

收书六百二十三种, 其中包括目录后陶湘辑/知

而未得者目录0七十五种, 因为是知而未得见,所

以题名过于简略。近检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数

据库,共得九种, 可为补充, 计有《牧云和尚 斋

别集》十四卷/ (明) 释通门撰, 清顺治十四年

( 1657)毛氏汲古阁刻本( 8册) ;《牧云和尚病游初

草》一卷/ (明)释通门撰,明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刻

本( 1册) ;《牧云和尚病游后草》一卷/ (明)释通门

撰, 明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刻本( 1册) ;《牧云和尚

七会余录》六卷/ (明)释通门撰,清顺治间汲古阁

刻本( 2册) ;《牧云和尚宗本投机颂》一卷/ (明)释

通门撰, 清顺治间毛氏汲古阁刻本( 1册) ;《牧云

和尚病游游刃》一卷/ (明)释通门撰, 清顺治间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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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汲古阁刻本( 1册) ;《明僧弘秀集》十二卷/ (明)

毛晋辑,明崇祯十六年( 1643)毛氏汲古阁刻本( 6

册) ;《隐湖倡和诗)三卷/ (明)陈瑚辑, 清初毛氏

汲古阁刻本( 3册) ;《未学庵诗稿》十一卷/ (明)钱

谦贞撰,清顺治二至四年( 1645 ) 1647)毛氏汲古

阁刻本( 6册)。

在陶湘《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前序的小

字按语中, 有题/鲍芳谷有汲古刊版存亡考一

卷0,这是不对的。清道光壬寅仲夏海虞顾氏开

雕的《汲古阁校刻书目》之后附有悔道人辑《汲古

阁刻板存亡考》, 记录刻板二十五种,这个悔道人

并非叫鲍芳谷,他的真实姓名是郑德懋。吴晗先

生在《江浙藏书家史略》中有介绍:

  郑德懋,字应云,清昭文张墅人。诸生。

博学强记, 雪抄露纂, 至老弥笃。居城东新

巷,拥书万卷。晚自称悔道人, 无子, 年八十

六卒。遗书散佚殆尽①。

《文献家通考》/郑德懋0条目里更有明确记载:

  , ,雅嗜目录版本之学, 网罗汲古阁毛

氏藏书、刻书史料甚备,撰《汲古阁刻板存亡

考》一卷, 辑《汲古阁校刻书目补遗》四十四

种,又撰《汲古阁主人小传》一篇。同治间,

顾湘刻《小石山房丛书》收入前两种, 又将

《小传》插入《汲古阁校刻书目》之首, 皆

刻之②。

郑德懋的主要活动在清嘉庆、道光年前后。他所

著录的《汲古阁刻板存亡考》早期刻本于道光二

十二年面世,此时距毛氏辞世已经历二百余年时

间,书中记录二十五种刻板, 在毛氏众多种书籍

中虽然只占一小部分, 不过它留下了毛氏雕板所

经历的沧桑,这已是十分难得的。

古人刻书也有一套道德标准, 比如对刻板的

依据与来源, 都应在书中有所表示, 将他人劳动

成果占为己有则非君子所为, 这个不成文的规矩

与现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是相同的, 当然也有

不表示者。其表示的方法, 一般在书名页注出,

也有在序跋里提及,而这给后人考查古籍版本情

况留下非常重要的线索。如今据此再对毛氏刻

书进行一下梳理,会发现一些悔道人没有记录到

的情况, 现分述如下:

11《诗词杂俎》二十一卷/ (明)毛晋辑

有清重印本, 书名页右上题/汲古阁正本0,
左下题/萃古斋藏板0。萃古斋,清嘉庆间杭州人

钱听默的书坊名, 开设于苏州山塘街, 被黄丕烈

称为/书贾中之巨擘0。
又有清重印本, 书名页右上题 /汲古阁原

本0,左下题/古松堂藏板0, 古松堂或为清嘉兴人

范昌的室名③。

《汲古阁刻板存亡考》题: 板现存扬州商人

家, 久不印出。

21《中州集》十卷中州乐府一卷/ (金)元好问

辑

有清重印本, 书名页右上题/汲古阁原本0,

左下题/古松堂藏板0。此古松堂与上题或同为

一处。

《汲古阁刻板存亡考》未提及。

31《词苑英华》九种/ (明)毛晋辑

有清乾隆十七年( 1752)因树楼重印本,书名

页右上题/毛氏原本0, 左下题/因树楼藏板0。书
前序有云/ ,,去冬(乾隆十六年)购得毛氏汲古

阁《词苑英华》原版,喜其字划尚无漫患。略有讹

谬,悉取他本校正之,,乾隆岁次壬申花朝日曲

溪洪振珂书0。
《汲古阁刻板存亡考》题:板现存扬州。

41《宋名家词》六集/ (明)毛晋辑

有清重印本, 书名页右上题/汲古阁校选0,

左下题/味闲轩藏板0。味闲轩或为清顺德人周
棠芬的室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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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家通考》, 第 933 页,郑伟章著, 中华书局 199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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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 第 1099 页, 杨廷福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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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阁刻板存亡考》未提及。

51《六十种曲》十二集/ (明)毛晋辑

有清道光二十五年( 1845)重印本, 书名页右

上题/道光乙巳年重修0, 左下题/同德堂藏板0,

总目版心下镌/ 汲古阁0。同德堂无考。其版式

与明末汲古阁正本完全相同。

《汲古阁刻板存亡考》未提及。

61《汉隶字源》五卷碑目一卷/ (宋)娄机辑

有重印本, 书名页右上题 / 汲古阁重刊宋

本0,左下题/ 受恒堂藏板0。受恒堂无考。其版
式与明末汲古阁正本完全相同。共六册, 每册首

页钤/李公翼印0, 书衣墨笔题/来青山房藏0五

字,封皮为土黄色印有暗花的厚纸, 颇类日本或

高丽本。

《汲古阁刻板存亡考》题:板已无。

71《陆放翁全集》六种/ (宋)陆游撰

有清重印本,总目刻于书名页, 左下题/诗礼
堂张氏藏板0,每版心下镌/汲古阁0,与明末汲古

阁正本完全相同。

《汲古阁刻板存亡考》题: 板向存常熟张氏,

今贮苏州紫阳书院中(此常熟张氏抑或即诗礼堂

张氏)。

81《唐人选唐诗》八种/ (明)毛晋编

有清重印本, 书名页左下题/嘉会堂藏板0,
与明崇祯间汲古阁正本完全相同。嘉会堂, 是清

康熙间常熟人席永恂兄弟的室名①。

《汲古阁刻板存亡考》未提及。

91《楚辞》十七卷/ (战国)屈原撰, (汉)王逸

注, (宋)洪兴祖补注

有清刻本, 书名页右上题/汲古阁校0, 左下

题/吴郡宝翰楼0,宝翰楼是明末清初吴郡人尤云
鄂的书坊名②。各卷末有墨围,内镌/汲古后人毛

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0双行小字, 版心无题汲古

阁,双鱼尾。此板似由毛表校雠,非汲古阁刻板。

陶湘《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此条目下题/扆再
校0,看来是不对的。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中

无有记录。另有重印本, 书名页右上题/汲古阁

校0,左下题/素位堂藏板0。素位堂抑或为清宣

城人梅膺祚的室名③;又有重印本, 书名页右上题

/汲古阁校0, 左下题/ 天德堂藏板0。天德堂无

考。此书从印刷上看, 略显模糊, 似应晚于素位

堂本。

《汲古阁刻板存亡考》未提及。

101《十三经注疏》十三种/

有清重印本, 书名页墨围上题/嘉庆三年仲

冬0,围内右上题/ 汲古阁原本0, 左下题/金阊书

业堂重雕0。其版式与明末汲古阁正本完全相
同。书业堂,是明清苏州著名书坊之一。另有刻

本书名页墨围上题/嘉庆十八年仲春0, 墨围内右

上题/汲古阁原本0, 左下题/绣谷四友堂重锓0,
部分版心下镌/四友堂0。经比较,当是依汲古阁

原本的覆刻本,且刻工十分娴熟, 笔画到位,几可

乱真,确实很地道。

《汲古阁刻板存亡考》题: 板现存常熟小东门

外东仓街席氏,近吴郡有翻板。

毛氏父子还刻有不少佛教经疏, 主要参加刻

印过《径山藏》中的一部分。《径山藏》即《嘉兴

藏》, 发起于明嘉靖末至隆庆初,到清康熙十五年

才完工, 是一部多地募刻的私版藏经。毛氏所

刻, 据瞿冕良先生《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记载有

《续补高僧传》等,共计五十种。这些书在以上的

两目中未见记录。

汲古阁在几十年中, 以私家刻书, 其数量是

举世无双的,其中的艰辛正如毛晋在清顺治十三

年( 1656)作《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一文里

所述:

  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 卷帙纵横,丹黄

纷杂。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

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 目睛如雾, 尚矻

矻不休者,惟惧负吾母读尽之一言也。而今

而后,可无憾矣。

学者朱彝尊( 1629- 1709)在《静志居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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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版刻辞典》, 第 167 页,瞿冕良编, 齐鲁书社出版社, 1999 年。

《中国古籍版刻辞典》, 第 399 页,瞿冕良编, 齐鲁书社出版社, 1999 年。

《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 第 1365 页, 杨廷福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8 年。



文献天地

里称毛氏刻书/有功于艺苑甚巨0, 这是从文献的

汇集与传播而言;而藏书家孙从添( 1692- 1767)

在《藏书纪要》里则说/汲古阁毛氏所刻甚繁, 好

者亦仅数种0, 这是从书籍版本的选择与校雠刊

刻而论,他们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代表着自毛氏

刻书行世以来世间评价的主要倾向。应该说毛

晋刻书是中国私家刻书的突出典范,版本学家叶

德辉( 1864- 1927)在《书林清话》中说: /毛氏刻

书为江南一代文献所系,是则考古之士所当详知

者矣。0这是比较中肯的评语。曾有《汲古阁歌》
含蓄地吟哦到: /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

印。读书到死苦不足, 小学雕虫置废簏。君今万

卷尽刊讹, 邢家小儿徒碌碌。客来诗酒话平生,

家近湖山拥百城。不数当年清 阁, 乱离踪迹似

云林。0这是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 ( 1609 ) 1671)

对毛晋及其刻书的赞颂与感叹。

王十朋诗误作他人诗

包菊香

《全宋诗》册三六卷二o 一五至二o 四四收王十朋诗三十卷,其中有些诗误收在他人名下。

《全宋诗》册二o 卷一一九o 页一三四四九宋肇收《中秋对月用昌黎先生赠张功曹韵》,出明周复俊《全

蜀艺文志》卷一七。此诗又见于《全宋诗》卷二o 三六页二二八四一王十朋, 题作《中秋对月用昌黎赠张功曹

韵呈同官》,出《梅溪先生后集》卷一三, 诗中/ 去年今日行役苦, 浪叟谿边宿逢雨0下有自注: / 去岁中秋宿瑞

昌驿元次山旧隐处。0而《全宋诗》卷二o 三三页二二八o 一收王十朋《中秋宿瀼溪驿 (瑞昌县)》二首, 与诗中

自注相符, 此诗当为王作,宋肇处应删。

《全宋诗》册三七卷二o 六三页二三二七七苏邦《不欺堂》,出明闵文振嘉靖《宁德县志》卷二。此诗又见

于《全宋诗》卷二o 二九页二二七四七王十朋名下, 题作《书不欺室》,出《梅溪先生后集》卷六。/ 不欺室0为

王十朋书斋名, 此诗当为王十朋作,苏邦处应删。

《全宋诗》册四三卷二三三九页二六八八三梁介名下收《登卧龙山送酒》, 出清恩成道光《夔州府志》卷三

六。此诗又见于《全宋诗》卷二o 三六页二二八四八王十朋,题作《梁彭州与客登卧龙山送酒二尊》(其一 ) ,

出《梅溪先生后集》卷一三。王诗题中所云梁彭州即为梁介,且为组诗之一, 当为王作,梁介处应删。

《全宋诗》册五七卷三 o 三二页三六一二四阳枋名下收《癸未守岁》, 出《字溪集》卷一一。此诗又见于

《全宋诗》卷二o 三o 页二二七六七王十朋,题同, 出《梅溪先生后集》卷七。诗中云: /明日人相问, 行年五十

三。0若癸未为孝宗隆兴元年( 1163) , 则王十朋( 1112- 1171)守岁时正好 52 岁, 明日即为 53 岁,与诗中所言

甚合; 而癸未若为宁宗嘉定十六年( 1223) ,则阳枋( 1187- 1267)守岁时方 37 岁,明日即为 38 岁, 与诗不合。

《字溪集》为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佚本, 此诗当系误辑, 阳枋处应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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