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苏继庼先生旧藏清抄本《考定苏文忠公年谱》
辛 德勇
时下期刊网络，述及藏书之家，每喜展示书房景象。房间格局或宽敞或狭促，书籍陈放
或规整或杂乱，真正懂书爱书的观摩者大多并不在意，目光所向，往往是书的名目，更想看
看楼主有什么珍稀的收藏，而并不在意存放书籍的书屋和书橱是否富丽堂皇，这正应了过去
流行的一句老话：
“有书真富贵。
”不过所谓珍本秘籍，实际上可以分成两大不同的类别，一
类侧重版刻形式和年代的艺术价值，一类侧重文字内容的史料价值，前者多为达官贵人所重，
后者多为文人学士所藏。这两种书房内的景色或品位，差别是很明显的。
不过，时至今日，文人学士的书斋，大多已经略无藏书可言。我辈只能通过书目，依稀
领略昔日的景致。最近承蒙友人相示，看到一份苏继庼先生在文革期间书写的藏书目录复印
件，自题“苏继庼的书籍清单”
，正文首书“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
其下为简要说明，谓“本人四十多年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因为参考的便利和自求深造的
需要，就好收买新旧书籍。以后也是如此，因此历年所收，总计当在一千种左右。今特将本
人现存各书开列清单于后，其中有旧刻本，稿本，新旧抄本，校本，以及现时很少见的排印
本和影印本都有。政府如认为其中有值得成为善本的，自应检出捐献，俾可永久保存”。经
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爱书人，读到这段文字，恐怕都会感同身受，涌上一股深重的酸楚。
苏继庼先生在这份藏书清单前复写有总体说明云：“此书单分为四类：甲类大部分是线
装书，惟亦有绝少数他种装订书；乙类是敦煌遗书；丙类是旧梵本佛道二经；丁类是日本人
所写所刻的佛经。
”我所看到的复印本，只有上述甲、乙两类书籍，展卷一读，从宋刻元椠，
到名人批校明清佳本，以至孤秘罕传的写本抄本，诚可谓琳琅满目。即使按照当时较高的标
准，大部分也都是名副其实的善本；现在看来，则有更多的书是在“应检出捐献”之列。
除了一般的珍本善本意义之外，由于长年关注古代中西交通等史地问题，苏继庼先生藏
书的一大学术特色，是十分注重古代地理书籍，不仅数量丰富，而且一些特别重要的典籍，
还已聚成比较完整的系列。例如《水经注》藏有明嘉靖黄省曾刻本、万历吴琯刻本、万历朱
谋 《水经注笺》校本、日本松崎氏过录王国维校朱谋 《水经注笺》本、清康熙项絪群玉
书堂刻本、乾隆年间曲阜孔氏微波榭刻戴震校本，以及原刻本汪士铎《水经注图》等。又如
《穆天子传》藏有明范钦天一阁刻本、吴琯刻本、程荣刻本、
“独山莫氏录五砚楼影宋本校”
本，以及成蓉镜手批道光刻陈逢衡著《穆天子传注补正》本。这样的收藏，为深入认识相关
问题，会提供很大便利，而今即使财力雄豪，也已经很难备置于一室。
学者书架上的善本书籍，除了像《水经注》和《穆天子传》这样的名著之外，往往会有
一些看似平常而实际比较重要的稀见之本。在苏继庼收藏的地理类书籍当中，有一部书题作：
“
《蜀道纪逰》二卷，清李德淦著，嘉庆刻，二册。”嘉庆十二年，作者李德淦在安徽泾县知
县任上，远赴四川，押解兵饷，这部书就是李氏此役的行程记录，记述沿途山川物产习俗甚
为详明，研治史地者颇足参证。印本刊刻于嘉庆十三年，内封面署曰“学脩堂梓”。审其卷
末印有泾县学者赵绍祖跋语，而刻书所用纸张、版式、字体都与同一时期赵绍祖氏刊刻的《通
鉴注商》
、
《新旧唐书互证》等古墨斋自著书籍相同，所以，应当同在泾县当地刻印。这一年
代的清代刻本，时下的公藏书目大多并不会定作善本，但与赵氏古墨斋诸书传世稀少一样，
这部《蜀道纪逰》也十分罕见，
《贩书偶记》正、续编都没有著录，罕秘若此，似乎就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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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重藏弆了。民国时邓衍林编纂《中国边疆图籍录》
，虽然载有此书，却把书名错印成“蜀
1
道记逰” 。今人编制《四库未收参考书目》，复有错印成四卷本者。后来王绍曾等编纂《清
史稿艺文志拾遗》
，因未能见到原书，转据邓衍林和其他人的记述，同样误记书名，并附列
并不存在的“四卷”这个卷数2。这些书目，都不如苏继庼这份清单著录得准确。自数家珍，
当然不容易出错。

苏继庼旧藏《蜀道纪逰》内文首页与卷首陈柄德序
像《蜀道纪游》这类流传稀少的晚近刻本，由于名头不够惹眼，获利空间有限，书商通
常不会着力搜求，学人购藏殊为不易，往往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只能依赖丰富的文献学知识，
长年累月，勤访细察。对那些一时未能遇见而又确实需要的重要典籍，则只好退而求其次，
购买传抄的本子。在苏继庼先生这份藏书清单中，有一部《使喀尔喀纪程（草）》抄本，就
属于这种情况。此书刊刻于道光元年，作者为清朝满族官员昇寅，本书是他在嘉庆十八年夏
天出使喀尔喀之役的纪行诗集，不惟“途路所经山川风物诡伟魁殊讬诸篇章，备其情状”3，
而且在诗集后面还专门附有一部分题作“纪程”的内容，一一记述途中各站里至与沿途风物，
是研究口外蒙古地区地理的重要文献，印本虽写刻精雅，堪称善本，却行世尠少，难得一见。
苏继庼先生也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刻本，只好收下一部抄本，以敷检读之需。
我等展读此等抄本，尤易体会前辈学者罗致典籍的精勤。大半生钟情所得，而今不得不
一一列出待缴，还要为之三呼万岁，是书厄，更是人厄世厄。我不了解苏继庼先生藏书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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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不过若干年前，曾在京城购得上文所说《蜀道纪逰》一书，可见未能整体保存下来。
在这部《蜀道纪逰》上面，除了先生的藏章“苏锡昌印”之外（苏继庼先生本名锡昌），还
钤有“积学斋徐乃昌藏书”楷书朱文长方印记，知本属积学斋中清刻佳品，苏继庼先生自然
会愈加珍重。近日忽闻苏氏旧藏尚有部分珍品即将拍卖出售，并蒙友人相邀，得以先行观摩，
我首先关注的书籍，就是这种学人特色最为鲜明的普通抄本。
在这批劫后幸存的古籍当中，有一部明末人郑鄤撰著的《考定苏文忠公年谱》，内容看
似平常，不过是为前代著名文人排比生平经历而已，溯其由来，却殊为沉痛，涉及明末一大
政治事件。
本书作者郑鄤，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成员，籍隶常州武进。天启二年刚刚考中进士，即
1
因直接指斥阉宦魏忠贤，被贬秩外遣，回乡闲居 。天启五年，魏忠贤借熊廷弼案罗织扬涟、
左光斗等人下诏狱致死，郑鄤又撰写一篇《黄芝歌》
，公然讥刺魏忠贤残害忠良，一时流传
2
都下，愈加招致阉党仇恨，郑鄤为此不得不改名换姓，隐遁山谷 。魏忠贤垮台后，郑鄤重
又入京，但尚未补官与政，便与阉党馀孽温体仁发生激烈冲突，温体仁则反手相击，以其个
人生活品行不端为藉口，在崇祯八年仲冬，倾害郑鄤入狱，并试图由此发端，向郑鄤的好友、
3
同榜进士文震孟和黄道周等东林核心成员发难，伺机一网打尽 。
温体仁一辈给郑鄤安设的罪状，主要是所谓违逆人伦，“迫父杖母”
（后来为铸成死狱，
又诬以“奸媳奸妹”
）
。关于“迫父杖母”这一事件，明末以来，众说纷纭。其中较为质实的
说法，应属黄宗羲所撰《郑峚阳先生墓表》、清人卢文弨所见当时明廷审理的案卷以及计六
奇《明季北略》
、文秉《烈皇小识》两书讲述的情况，大意谓“郑（鄤）为孝廉时，父振先
私宠一婢，为嫡吴氏所虐。振先与子谋，假乩仙以怵之。吴氏惧，甚愿受杖以赎罪，即令此
婢行杖。行次，鄤不禁失笑。吴氏大怒，谓渠父子私构此局，遍诉三党。于是喧传有杖母之
4
事。
”
按照当时的社会伦理，郑鄤的某些行为举止，确实很容易惹人非议。尽管那些同情郑鄤
的人，做过种种对他有利的解释，至今亦颇有一些人因为无条件褒扬东林党人的缘故，仍然
极力为郑鄤辩白，但我们看郑氏挚友黄道周不惜一切代价挺身施救，不仅为此失去入阁为相
的机会，甚至由此引发，最终导致锒铛入狱，却从未正面为郑鄤“杖母”一事做过辩解，就
说明连他也并不认为此事纯属诬枉。东林党人黄景昉和陈子龙对郑鄤品行亦颇有微词，陈氏
竟谓其人“本公论所斥，诸君子误收之”5，而明亡后顾炎武作诗咏及彼人彼事，更有“宵
人何意附东林”之句6，直将郑鄤视作宵小奸徒，诸君所作评判，自当事出有因。总之，虽
然谁都看得出来，郑鄤入狱受审，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但他也确有贻人口实的瑕疵。惟金
无足赤，世无完人，郑鄤立朝大节，正义凛然，足以彪炳千秋，与天地长存，与日月同辉。
温体仁等人思强以欲加之罪置郑鄤于死地，实施起来，仍遇到很多障碍。郑鄤系狱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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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持续很长时间。直到崇祯十二年八月，始强行定谳，郑鄤终惨遭凌迟虐杀1。在殉难之
前，从崇祯十年二月底起，因刑部尚书冯英等坚持郑鄤罪不至死，温体仁便指示人将其羁押
场所由刑部西库转至锦衣卫南狱，也就是移送所谓“诏狱”
，以期如愿锻炼成案。这次“移
2
狱”
，意味着向郑鄤宣告了必死的结局 。
这一年，郑鄤四十四岁。假如能够逍遥世外，读书作学问，正是黄金年龄，可他却是在
饱受酷刑之后，深囚死牢，待人宰割。在这段人生最后的时光里，郑鄤的心绪反而非常淡定，
将入锦衣卫狱之际，即口占遗嘱诗云：“怨尤俱泯知天近，忧患无方学《易》过。四十四年
今勘破，朝闻犹不恨蹉跎。
”3在同一牢房里，关押着一位叫雷应元的人，随身携带有一套苏
轼的集子。郑鄤自述云：“时宰方谋亟杀余，无片纸出入，幸从雷生借观，不减东坡海外借
得陶柳诗也。”4
郑鄤的诗文词藻，在当时颇具声名。黄道周上言解救他时，甚至讲过“文章意气，轗柯
拓落，臣犹不如钱谦益、郑鄤”这样的话，将其与钱谦益齐名并称，希冀崇祯皇帝能够惜才
5
怜物，放他一条生路 。而郑鄤论诗，又一向推崇苏轼，入狱前就曾多次应和苏诗原韵，并
6
有句云“独步东坡白鹤吟” 。今于绝命前得此东坡全集，适可引以自励自慰，因谓苏轼梦
7
中所得“惟有不贪宝，凛然照尘寰”这一绝笔诗句，“廉顽立懦，斯以为百世之帅也” 。
在狱中重读苏诗这段短暂的日子里，郑鄤做了两件与苏轼及其诗作相关的事情。一是编
录了一部苏东坡诗选本，乃“简鄤所时欲讽者，置枕案间”。郑鄤附记识语云：“人间事何
8
当之有？柴桑金马，海外圜扉，是一是二，愿从先生下一转语。” 这显然是在借苏诗来纾
解悲愤。
郑鄤在狱中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编纂这部《考定苏文忠公年谱》。郑鄤自序云：“旧
有《东坡先生纪年录》
，殊芜漫。王五羊《年谱》刻于《坡仙集》后者，经李、焦二老所点
定，较爽而少疏，其在《志林》
、别集者不载见也。……长儿珏以余病瘫，泣请金吾，同系
视疾，命日诵数章，日授而诠次之。乃觉坡公须眉朗然照人，千载上下，恍恍如对后之览者，
知《东坡先生考定年谱》
，成于明后学郑鄤系锦衣狱之日也。鄤以崇祯丁丑二月廿八日移狱，
9
阅四月之望而书成。
”
郑鄤提到的苏轼旧谱，《东坡先生纪年录》的作者为宋人傅藻，所谓王五羊者则是指宋
人王宗稷。宗稷字伯言，五羊是他的籍贯，撰著的苏轼年谱名为《东坡先生年谱》。郑鄤撰
此《考定苏文忠公年谱》
，便是针对王宗稷旧谱的疏误，加以订正。
郑鄤遇难时，一直在狱中照料起居的长子郑珏徼幸免于同遭杀戮，从而得以将此年谱以
10
及郑鄤在狱中所删定诗集以及后来统名为《峚阳草堂说书》的经学讲义等著述带回家中 。
郑鄤著述在身后的刊行情况，记载不是十分清楚，惟崇祯十一年春郑鄤在狱中所定十六卷诗
集，明亡前曾刊行于世，但入清后版已不存。至康熙三年，少子郑兢复拟重刻诗集，郑珏又
增益崇祯十一年春以后罹难前新作诗篇，分为两卷，以及《国风赋》一卷、
《楞严偈》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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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月廿八日自西曹移南狱，闻当事者必欲杀我，踉跄就系间口占遗嘱，付长儿笔受，侑以韵言四首》
，页
2a—3b。
4
明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一五《考定苏文忠公年谱》自序，页 1a；又卷四《选苏东坡诗序》
，页 19a—
19b。
5
明黄道周《黄漳浦集》
（清道光间陈寿祺编刻本）卷二《三罪四耻七不如疏》
，页 18a。
6
明郑鄤《峚阳草堂诗集》卷六《陈秋涛先生佳什赠别，奉次来韵》
，页 13b—14b。
7
明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四《选苏东坡诗序》
，页 19a—19b。
8
明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四《选苏东坡诗序》
，页 19a—19b。
9
明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一五《考定苏文忠公年谱》自序，页 1a—1b。
10
明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一六《天山自叙年谱》
，页 30a—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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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峚阳草堂诗集》二十卷，谋付梓人，同时还一并刻有郑鄤文集以及经学讲义 。检崔建
英著《明别集版本志》
，著录有《峚阳草堂诗集》二十卷，清康熙刻本，镌有郑珏所书“弟
2
兢谋付梓人”识语，应当就是这个合刻本中的诗集部分 。民国时郑鄤十九世裔孙郑国栋谓
3
“先太史《草堂集》三十六卷，康熙间鲁庵公刊行” ，似乎也是在讲这个本子，即其《诗
集》二十卷与《文集》十六卷。

苏继庼旧藏清抄本《考定苏文忠公年谱》内文首页
郑鄤这部《改定苏文忠公年谱》，被编为《峚阳草堂文集》第十五卷，理应随之广泛流
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峚阳草堂文集》在当时流传的范围，实际十分有限。这一点，
从邵长蘅和査慎行在康熙中期相继考订王宗稷旧谱的编年却都没有提及郑鄤新谱的情况，就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案邵长蘅有据王宗稷旧谱重订的《东坡先生年谱》一卷，见所删补《施
注苏诗》卷首；查慎行有《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并撰《苏诗补注年表》一卷，冠于《补
注东坡编年诗》篇首，于王谱亦多有驳正）。紧接着，乾隆年间禁毁违碍书籍，“峚阳草堂
4
集”又名列其间 。观诏修《四库全书》之初，浙江巡抚尚採进有“《峚阳草堂集》三十六
1

明郑鄤《峚阳草堂诗集》卷首清人黄永《郑太史遗集序》
，页 1a—3b；又卷首目录文末郑珏识语，页 19a。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
（北京，中华书局，2006）
，页 781。案崔氏所据，为湖南省图书馆藏本，
《中国
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著录中国大陆地区公藏仅此一本（页 847），但实
际上仅这《诗集》部分也不完全，阙失很多卷次。又案据崔氏《明别集版本志》著录（页 781）
，浙江图书
馆尚藏有崇祯年间刊刻的一部八卷本《峚阳草堂诗集》
，首有崇祯元年陈继儒序。其具体内容和刊刻时间，
似乎都还有待查证。
3
见 1932 年郑国栋木活字印《峚阳全集》卷末所附郑氏自撰跋文，页 1a。
4
清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之《禁书总目·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
，页 51；
又《违碍书目·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页 164；又《补遗》一，页 211。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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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卷刊本” ，可知在弘历禁毁之前，还可以找到郑鄤诗文集之康熙原刻全本，而厉禁之后，
剩存的书籍，变得愈为寡少。故王文诰在嘉庆年间撰著《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时，同
样也未能利用郑鄤改定的年谱。
及至咸丰七年（丁巳），有邑人名张士浩者（号震斋），始设法寻觅抄录郑鄤著述的诗
文部分，于咸丰九年（己未）刻印《峚阳草堂集》三十六卷行世，其中包括《文集》十六卷，
《诗集》二十卷。孰知“未期年而有庚申之难”，亦即遭遇咸丰十年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东征
2
苏常之役，战火焚荡之馀，印本所剩无几，就连郑氏族人也未能保有全书 ，世人依旧难以
3
获读郑鄤的著述，以至民国时人称当地旧志竟将郑鄤此集记为“已佚”之书 。
明白以上背景，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苏继庼先生购藏这部清抄本《改定苏文忠公年谱》
的缘由，并得以真切体会其丰富的历史学、文献学知识。苏继庼先生当年郑重收储此书，自
然是由于《峚阳草堂集》之康熙、咸丰两个刻本都传世极罕，特别是其《文集》部分是否尚
有旧刻本存世，在世间藏书几乎尽归国有的今天，仍然不大容易认定，故舍此抄本无以获读
《改定苏文忠公年谱》
。苏氏此举适凸显这部清抄本的独特文献价值。

苏继庼旧藏清抄本《考定苏文忠公年谱》内文
这部抄本字迹精美整饬，间有朱笔校字，亦端谨不苟。抄书纸张印有墨格，版心处镌“宋
大诏令卷”字样，板框右下角外雕印“梦珠楼钞”四字。据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宋大诏
4
令集》抄本，所用纸张与之相同 ，应是同一时期抄录。又审文中“寜”字已经讳改为“甯”，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之浙江省奏缴书籍，页 241。
1
清沈初等《浙江採进遗书总录》（北京，中国书店，2008，《海王村古籍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清乾隆三十
九年浙江巡抚官刻本）癸集下，页 392。
2
见 1932 年郑国栋木活字印《峚阳全集》卷末所附郑氏自撰跋文(页 1a)和章贡跋文(页 1a—1b)。
3
明郑鄤《峚阳草堂诗集》卷首近人钱振鍠序，页 3a—3b。
4
见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印《宋大诏令集》卷首《校点说明》，页 3。
6

似属晚清抄本。书卷首页钤“古愚室黄季直藏书”朱文方印，以及“曾藏太平苏氏补读轩”
朱文长方印章。单本孤帙，既便庋藏，又宜展读。
直至民国二十一年，亦即公元 1932 年，常州郑氏族人始借录当地名士钱振鍠偶然得到
的一部咸丰刻本《峚阳草堂集》，在钱振鍠和其他一些社会人士的赞助下，以当地民间盛行
1
的廉价木活字排印三百馀部，分赠亲友 ，包括《考定苏文忠公年谱》在内的郑鄤诗文，重
又稍稍流布。不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已，
书籍之厄，尤甚于以往任何时期。这区区三百馀部印本，能够存留于世者也已经数量无多。
近年坊间汇印《四库禁毁书丛刊》
，收录郑鄤诗文集，即用此民国活字印本为底本，而其《峚
阳草堂诗集》部分尚有阙卷，足以说明这种民国活字印本已属罕传秘笈。再加上各地公共图
书馆占山为王，为读者查阅书籍设置重重障碍，致使专门研究苏轼诗文的学者，仍然不大容
易注意到收录在郑鄤文集当中的这部年谱。例如中华书局近年出版的孔凡礼著《苏轼年谱》，
稿凡四易，前后历时十几年始撰著成书，堪称苏轼行事和诗文编年的集大成之作，却还是未
能参考这部与其具有直接关系的《改定苏文忠公年谱》，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这
也更显示出这部苏继庼先生旧藏抄本确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千古奇冤，一腔悲情所系，三百多年来若隐若现，不绝如缕。不知谁人有此因缘，得以
宝诸于室。
2012 年 4 月 18 日记
刊《国学茶座》第一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 9 月

1

见 1932 年郑国栋木活字印《峚阳全集》卷末所附郑氏跋文，页 1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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