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提要订误

孙利政

　　提　要：《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之一，文章以中华书局整理本 《钦定四库全书总

目》为底本，查核提要征引之原文献，对史部地理类存目提要存在的舛误之处加以订正，凡订正讹误２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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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集大成的目录学著作，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对其进行考证校订

的专著、论文也层出不穷。１９９７年中华书局出版了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以殿本为

底本，以浙、粤二本为校本，同时广泛吸取前人校订成果。２０１２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魏小
虎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以浙本为底本，对校殿本，极力搜集２０１１年底前发表的考校成果，
资料颇为完备。然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四库全书总目》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今以中华书局

整理本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底本，查核提要征引之原文献，就史部地理类存目提要进行考

校，凡前贤已订正者从略。每条后附整理本页码，以便按核。

１卷７４嘉靖 《邵武府志》１５卷：“明陈让撰。……是编成于嘉靖癸卯。分天文、地理、王
制、人物、外志五大纲，系以二十八子目，附以三国三表。”（第９９４页）

按，“三国三表”之 “国”，当作 “图”。明嘉靖刻本 《邵武府志》１５卷，全书共有３表，
依次为 《建置沿革表》（卷２）、《秩官表》（卷４）和 《选举表》（卷８），与 “三国”无涉；又

有３图，依次为 《天文星野图》 （卷１前）、《地理山川图》 （卷２前）和 《王制封域图》 （卷

２），目录后有陈让题语称此书 “凡五类、三图三表、二十八篇”①， “五类” “二十八篇”与

《提要》所称 “五大纲”“二十八子目”相应，则 《提要》“国”为 “图”之形讹。

２卷７４嘉靖 《仁和县志》１４卷：“明沈朝宣撰。……其书旧未刊板，万历中诸生郑圭有抄
本，为邑令周宗建携去。国朝顺治丁酉，钱塘知县沈某于宗建家求得之，邑人朱之浩始为传写

之。浩跋称其时赘细注，略而不详，尚需增辑云。”（第９９６页）
按，时赘，当作 “诗赞”。清光绪钱塘丁氏嘉惠堂刻 《武林掌故丛编》本 《仁和县志》１４

卷，书后康熙十年辛亥 （１６７１）朱之浩跋云： “《仁和县志》毁失有年，无由辑梓。顺治丙

申……时诸生郑渤云其大父孔肩先生讳圭者曾录 《仁和县志》，前神宗时邑令周公讳宗建号季侯

取阅，今无存矣。适丁酉钱塘沈父母讳虬号次雪以清厘漕弊，受诬归里，与周侯同籍葭莩，亲求

觅前本。周裔以遗书零散，一时难得，耽延十有余年。庚戌，游寓吴阊，得与沈父母相对晨夕，

请全夙诺，向周笥而得之。古迹虽存，诗赞细注，略而不详，且字多差讹，未成全美。计与张子

文嘉于郡志中辑补阙略，以俟同志重镌。”② 《提要》叙该志流传即据此跋，其中 “沈某”即沈

虬，号次雪。《提要》文有节略，易生歧义。如 “顺治丁酉”沈虬虽 “于宗建家求”，但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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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 “得之，邑人朱之浩始为传写之”是在康熙九年庚戌 （１６７０）。 《提要》引朱之浩跋 “时

（时）赘”亦是 “诗赞”二字之形误。

３卷７４万历 《四川总志》３４卷：“明魏朴如、游朴、童良同撰。……是书凡省志四卷，郡
县志十四卷，经略志附以杂记，共十四卷，文八卷，诗四卷。”（第９９７页）

按，“经略志附以杂记共十四卷”之 “十四卷”当作 “四卷”。 《提要》所列卷数总计４４
卷，与 “万历 《四川总志》三十四卷”不合。考明万历刻本 《四川总志》３４卷，卷１９至２２为
《经略志》（后附 《杂记》）４卷，余卷次与提要所述全合。则 《提要》“十”字殆涉上文 “郡县

志十四卷”而衍。

４卷７４《安丘县志》２８卷：“明马文炜撰。……总记二篇，尤多泛滥。‘汉惠帝七年，日
食于危’；‘文帝七年，水土合于危’；‘后七年，有星孛于西方，其末指虚。’此果为安丘垂象

耶？汉封刘常为安丘侯，此就国者也，于法当书。唐封张说为安丘侯，此与安丘风马牛矣。可入

说传，不必入 《安丘志》也。”（第９９７页）
按，“其末指虚”下脱 “危”字。明万历刻本 《安丘县志》“（汉）惠帝七年癸丑春正月朔，

日食于危”条自注 “邑属危宿”。又举文帝七年 （前１７３）“土水合于危”及后七年 “有星孛于

西方，其末指虚危”①。安丘属危宿，此 “危”字绝不可省。相其版式，上半页止于 “虚”字，

“危”在下半页首字，盖提要因此脱 “危”字。

又按，《安丘县志》：“（汉高祖）八年壬寅秋七月癸酉，封张说为安丘侯。”② 原书实指汉高

祖八年 （前１９９）受封安丘侯之张说，远早于鸿嘉元年 （前２０）受封安丘侯的刘常，确凿无误。
《提要》殆记作 “张说”，未细核原书，误以唐著名文学家张说当之，故有此张冠李戴之误说。

考 《新唐书·张说传》无有其为 “安丘侯”之记载，《提要》盖亦未核本传也。

５卷７４《泰州志》１０卷： “明刘万春撰。万春字公孕，泰州人。万历丙辰进士。” （第

１００１页）
按，公孕，当作 “忠孕”。明崇祯刻本 《泰州志》书前姚思孝序称 “大参刘公忠孕”③，魏

应嘉序亦称 “晤忠孕大参刘公”④。又 《明万历丙辰科进士同年序齿录》扬州府载 “刘万春，忠

孕。己丑。泰州”⑤。则其字当作 “忠孕”，非 “公孕”。疑 《提要》因姚序 “刘公忠孕”而误。

６卷７４万历 《襄阳府志》５１卷：“不著撰人名氏。卷首宜城胡价序称郡守吴公勒成。凡为
目二十有六。”（第１００２页）

按，二十有六，当作 “三十有六”。明万历刻本 《襄阳府志》书前胡价序云 “郡守吴公……

勒成一家言，凡五十一卷，为目三十六”⑥，即 《提要》所据。检其目，依次为舆图、郡纪、星

野、沿革、山川、形胜、圣迹、帝籍、历代藩封、襄世家、食货、物产、公署、城池、铺递、津

梁、秩官、兵政、水利、学校、风俗、人物、祀典、古迹、陵墓、寺观、灾祥、献征、宦迹、列

女、侨寓、方伎、仙籍、禅宗、文苑、杂志，凡３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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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卷７４《续安丘志》２５卷：“国朝王训撰。训字敷彝，安丘人。顺治丁亥进士，官万全县
知县。”（第１００３页）

按，万全县，当作 “万泉县”。清康熙刻本 《续安丘志》书前自序末署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

山西万泉县知县邑人王训谨叙”①，张贞谨序亦云：“吾友王君敷彝蚤占上第，筮仕万泉，壮岁

解组，闭户读书。”② 万全县治所在今河北万全县，万泉县治所在今山西万荣县，迥非一地。

《提要》所据当即序文，则 “万全”当为 “万泉”之音误。

８卷７４《台湾纪略》１卷：“国朝林谦光撰。谦光字芝楣。长乐人。……分十三篇，一曰形
势，二曰沿革，三曰建置，四曰山川，五曰沙线礁屿，六曰城郭，七曰户役赋税，八曰学校选

举，九曰津梁，十曰天时，十一曰地理，十二曰风俗，十三曰物产。而附以澎湖版图。” （第

１００４页）
按，芝楣，当作 “芝嵋”。考其篇目，所据当即 《说铃》本 《台湾纪略》，卷端题 “长乐林

谦光芝嵋”③，则 《提要》“楣”当为 “嵋”之误字。又 《说铃》本实分１４篇，“学校选举”与
“津梁”间尚有 “兵防”１篇，《提要》缺述。
９卷７４《登封县志》１０卷：“国朝张圣诰撰。圣诰字紫书，号韦庵，广宁人，官登封县知

县。初，顺治五年，圣诰之叔父朝端知登封，始创修县志。康熙十八年，圣诰族兄埙亦知是县，

又续增之。康熙三十一年，圣诰又知是县，复因旧本重修。一姓相承，递相纂辑，其事颇异。书

分九门：曰图绘，曰舆地，曰岳祀，曰建置，曰山川，曰职官，曰方外，曰物产，曰艺文。”

（第１００４页）
按，《提要》“叔父朝端”当作 “伯父朝瑞”；三十一年，当作 “三十二年”。清康熙三十五

年 （１６０６）刻本 《登封县志》书前张圣诰自序云 “登志前无考……国朝定鼎，先伯父侍御公来

宰斯邑，慨然以修辑为己任，购求遗文，咨访故老，刊书成帙。阅三十年，长洲牖如伯氏莅登，

复起而增益之。……余癸酉春，承乏兹土，披览旧志……取旧志所未载者，增新而附入之，立卷

若干，分目若干”④。《提要》述张圣诰三代修志盖本于此。“先伯父侍御公”即张朝瑞。同书

《职官志》：“张朝瑞，字祥如，辽东广宁人。顺治五年任。……纂邑志。”⑤ 癸酉为康熙三十二

年。《职官志》亦云 “张圣诰，字紫书，号韦庵，辽东广宁人。由监生康熙三十二年任”⑥。则

《提要》“三十一年”为 “三十二年”之形误。又此书实分１０门，“职官”与 “方外”之间尚有

“人物”１门，门各１卷，《提要》缺述。
１０卷７４《河套志》６卷：“国朝陈履中撰。……是志成于乾隆壬戌。凡河套之建置、沿革、

山川、城堡、关塞、古迹、物产，悉分门汇载。”（第１００４页）
按，关塞，当作 “关寨”。清乾隆寓园刻本 《河套志》有 《山西沿河套边营堡城口关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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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前丘焘序云： “首建置、沿革，记事功也；次郡县沿革，表疆域也；次营堡、关寨，重保障

也。”① 则 《提要》“塞”为 “寨”之形讹。

１１卷７５《海道经》１卷： “不著撰人名氏。纪海运道里之数……又有占天、占云、占风、
占月、占虹、占雾、占电、占海、占潮各门。……嘉靖中袁醁以二本参校，刻入所编 《金声玉

振集》。”（第１００６页）
按，占月，当作 “占日”。明嘉靖吴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声玉振集》本 《海道经》 “占风

门”与 “占虹门”为 “占日门”，歌诀曰 “乌云接日，雨即倾滴。云下日光，晴朗无妨。早间

日珥，狂风即起。申后日珥，明日有雨”②。无 “占月门”，则 《提要》“月”为 “日”之讹字。

１２卷７５《潞水客谈》１卷：“明徐贞明撰。贞明字孺东，一曰伯继，贵溪人。隆庆辛未进
士。……末有李世远、王一鹗二书，李桢、米鸿谟二跋，皆盛推之。”（第１０１０页）

按，李世远，当作 “李世达”；米鸿谟，当作 “朱鸿谟”。明万历刻本 《潞水客谈》书后附

《李中丞渐庵公来书》首云 “世达顿首”③，又有万历四年 （１５７６）夏月东齐朱鸿谟跋。④ 李世
达字子成，号渐庵，《明史》有传⑤；朱鸿谟字文甫，与徐贞明同榜进士，《明史》有传。⑥ 《提

要》“远”“米”分别为 “达”“朱”之形讹。

１３卷７５《明江南治水记》１卷：“国朝陈士矿撰。……所录惟以夏原吉议三条为主，而况
钟、李克嗣、吕光、海瑞、许应逵五事附焉。”（第１０１３页）

按，吕光，当作 “吕光询”。涵芬楼影印清道光十一年 （１８３１）六安晁氏木活字 《学海类

编》本 《明江南治水记》云 “（嘉靖）二十二年，巡按吕光询疏修水利三事”⑦，此即 《提要》

所据。然此人实名 “光洵”，所疏修水利三事又见 《明经世文编》载吕光洵 《修水利以保财赋重

地疏》⑧，其今存著作有 《三吴水利图考》、万历 《新昌县志》等。

１４卷７５《两浙海防类考续编》１０卷： “明范涞撰。…… 《江南通志》列涞于 《儒林传》

中，载所著有 《休宁理学先贤传》《范子咙言》《阳文集》，独不及此书。”（第１０１７页）
按，范子咙言，当作 “范子?言”。乾隆 《江南通志·人物志·儒林》载范涞传称其 “著

《休宁理学先贤传》《范子?言》《阳文集》”⑨。《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范涞 《?言》１０卷。瑏瑠

今存明万历刻本 《?言》书前范涞自序有 “不敏有笔记二十卷……以年为次，而每年有?言附

其后。?者，杂乱无章，第道此心之所偶明者”瑏瑡，则 《提要》“咙”为 “?”之形误。

１５卷７５《江防总论》１卷 《海防总论》１卷：“国朝姜宸英撰。……是二书载曹溶 《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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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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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瑏瑡

陈履中：《河套志》卷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１５册，第６６１页。
佚名：《海道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１册，第１９５页。
徐贞明：《潞水客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２册，第３１６页。
参见徐贞明：《潞水客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２册，第３２０页。
参见 《明史》卷２２０《李世达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５７９５—５７９６页。
参见 《明史》卷２２７《朱鸿谟传》，第５９６３页。
陈士矿：《明江南治水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４册，第６０８页。
参见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２１１，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２３０６—２３０９页。
赵弘恩等：《江南通志》卷 １６４，《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影印本，第 ５１１册，
第７０６页。
参见 《四库全书总目》卷９６，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整理本，第１２６３页。
范涞：《?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１３册，第３１１页。



类编》中。……案 《江防论》末称 ‘依海道所经，自广东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莱、

天津卫、辽阳，以次及之。又括海南所经各省郡县，自为一卷’，与 《论》后所附录全不相应。

又称 ‘其沿海山河，寇 入犯分合，日本舆地皆有图’。”（第１０１８页）
按，涵芬楼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 《学海类编》本 《海防总论》末云： “依

海道所经……又括海南北所经各省郡县，自为一卷。其沿海山沙，寇船入犯分合，日本舆地

皆有图。”① 《江防总论》无此语。姜宸英 《湛园集·海防总论》末亦载此语，唯 “寇船”作

“寇 ”②，余与 《学海类编》本同。则 《提要》 “江防论”为 “海防论”之误记， “山河”

为 “山沙”之误， “括海南”下脱 “北”字。 “山沙”之 “沙”即 “沙滩”义。 《总目》

“《筹海图编》十三卷”条云 “是书首载 《舆地全图》《沿海沙山图》”③，“沙山”为 “山沙”

之倒。

１６卷７６《龙虎山志》３卷：“元元明善撰，明张国祥续修。……是书乃皇庆三年明善官
翰林学士时奉敕所修。然原本体例不可复考，惟存延元年程钜夫序及吴全节进表。” （第

１０１９页）
按，皇庆三年，当作 “皇庆二年”。明刻本 《续修龙虎山志》书前吴全节 《龙虎山志表》

云：“臣全节言皇庆二年三月辛巳，臣全节诣集贤院，言信州路龙虎山，前奉敕重作大上清正一

万寿宫成，有旨以其图来上。臣全节谨以封上山图，请具录为志。太保臣曲出、集贤院大学士臣

邦宁以闻。敕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明善编述 《龙虎山志》，志成，以授臣全节者。”④ 此即 《提要》

所据。则 《提要》“三年”为 “二年”之误。

１７卷７６《武夷山志》１９卷： “明裘仲孺撰。……末一卷为词订，则诗文之续得者也。”

（第１０１９页）
按，词订，当作 “嗣订”。明崇祯十六年 （１６４３）刻本 《武夷山志》题 “嗣订”，题下小引

云：“衷子曰：珊瑚铁网，鲛室泪珠，数尺径寸，不尽采不已也。余于 《艺文》之辑，倘庶几

焉。独是山川长在，作者代兴，或邮致尚羁，旁搜偶逸，乌能并入前选？故虚左简以俟来兹。”⑤

“嗣”即 “后世”“后来”义，与小引 “以俟来兹”相应。则 《提要》“词”为 “嗣”之误字。

又此书作者当作 “衷仲孺”（即小引 “衷子”），《汇订》已发。⑥

１８卷７６《慧山记》３卷： “一名 《九龙山记》。明邵宝撰。……宝居近是山，钓游所

及，时有品题。所作如 《惠山杂歌》《惠山十二咏》等篇，具载于 《容春堂续集》中。”（第

１０２０页）
按，惠山十二咏，当作 “惠山十五咏”。检 《容春堂续集》有 《慧山书院十五咏》⑦，此前

一首为 《冉泾书院十二咏》，《提要》殆因二篇相邻，篇目相似而误记。

１９卷７６《乍浦九山补志》１２卷： “国朝李确撰。……九山者，雅山、苦竹山、汤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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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宸英：《江防总论·海防总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７册，第７１１页。
姜宸英：《湛园集》卷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３２３册，第７３３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６９，第９５４页。
元明善撰，张国祥续修：《龙虎山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８册，第１１９页。
衷仲孺：《武夷山志》卷１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８册，第６５５页。
参见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卷７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４２３页。
参见邵宝：《容春堂续集》卷２，《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５８册，第４３２页。



山、龙湫山、晕顶山、高公山、盖山、独山也。”（第１０２７页）
按，盖山，当作 “益山”。清抄本 《乍浦九山补志》书前李确序云：“今以龙湫为主峰，东

则晕顶、高宫、益山、独山四峰，西则观山、汤山、雅山三峰，共八峰，尚未足乎九之数也，则

请以苦竹山当之。”① 又该书 《山水志》 “益山”条云：“在菜荠山东北一里，高二十丈，周四

里，秀出群垄。按：《盐官志》云： ‘高二十五丈，周五里’，与此稍异。愚谓 《盐志》近之。

然雅山云五十丈，此山恐不止此。”② 高公、高宫一山异名，《提要》 “盖山”则为 “益山”之

误。《总目》“《九山游草》一卷”条云 “国朝李确撰。……九山者，雅山、苦竹山、汤山、观

山、龙湫山、晕顶山、高冠山、益山、独山也”③。检民国６年 （１９１７）刻本 《九山游草》载

《秋日游益山感赋》，题下小序云 “自高宫山而东山益荒僻，人无踪迹之者，惟益为东山尽处，

与汤山为西山尽处，余以为左右两支，且苍秀可观，见称邑志，故以列九山之数云”④。可相参

证，唯 《提要》“高冠山”又为 “高宫 （公）山”之误。

２０卷７６《长白山录》１卷 《补遗》１卷：“国朝王士?撰。长白山一名常白山，一名常在
山，在邹平县东南。是录皆纪其山形胜及故实、艺文，已编入王士? 《渔洋文略》第十四卷

中。”（第１０２８页）
按，东南，当作 “西南”。清康熙刻 《王渔洋遗书》本 《渔洋山人文略》载 《长白山录》

小序云：“长白山在济南邹平县西南，本属长山县，县所得名也。高二千九百丈，周六十里。晏

谟 《述征记》曰 ‘山巅云雨常白’，故又名常白。司马子微 《洞天福地记》第六十一 ‘长在山

在齐州长山县’，故又名长在。”⑤ 此即 《提要》所据。则 《提要》“东南”为 “西南”之误记。

２１卷７６《峨眉山志》１８卷：“国朝曹熙衡撰。……据卷首 《修山志说》，实戎州宋隶樟所

定。”（第１０２９页）
按，宋隶樟，当作 “宋肄樟”。清康熙刻乾隆增修本 《峨眉山志》卷首 《修山志说》末署

“古戎后学宋肄樟谨识”⑥。该书 《艺文》载宋肄樟 《贯之和尚塔铭》。⑦ 则提要 “隶 （隶）”为

“肄”之形讹。宋肄樟编撰有康熙 《长宁县志》、《昭觉丈雪醉禅师纪年录》等传世。

２２卷７６《罗浮外史》无卷数：“国朝钱以垲撰。……以垲官东莞时，其父瑛就养县署，往
游罗浮，记其名胜。以垲因参考诸籍，以成此编。”（第１０３２页）

按，瑛，当作 “?”。《罗浮外史》书前 《罗浮图说》末云：“罗浮之峰四百三十有二，难

以悉举，举其最知名、山志所载并余之所亲历者，著为 《图说》，以付垲儿，庶不虚所游也。嘉

善钱?书。”⑧ 则钱以垲之父名 “?”，非 “瑛”。钱?字慰宗，编撰有 《息深斋诗》 《最乐编》

《柳州词选》等传世。

２３卷７６《西樵志》６卷：“国朝马符录撰。……明万历辛卯，郡人霍守尚初为之志，岁久

４２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确：《乍浦九山补志》卷２，“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３５册，第２１８页。
李确：《乍浦九山补志》卷２，“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３５册，第２２９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１８１，第２５１９页。
李确：《九山游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２０４册，第７６４页。
王士?：《渔洋山人文略》卷１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２２７册，第１７４页。
蒋超、曹熙衡：《峨眉山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３６册，第１４７页。
参见蒋超、曹熙衡：《峨眉山志》卷１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３６册，第２７３页。
钱以垲：《罗浮外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４０册，第７３７页。



散佚。”（第１０３２页）
按，霍守尚，当作 “霍尚守”。清康熙自刻本 《西樵志》书前载 《旧志序》末署 “万历辛

卯阳月哉生明，霍尚守益芳甫书于四峰山房”①。此即 《提要》所据。《千顷堂书目》：“霍尚守

《西樵山志》二卷。”② 霍尚守字益芳，编注有 《宫保霍文敏公年谱黄淮集》《石头录》等传世。

《提要》“霍守尚”为 “霍尚守”之误倒。

２４卷７７《江心志》１２卷：“国朝释元奇撰。……明释成斌、郡人王谷始创为之志。元奇
因旧本重加编辑。”（第１０３８页）

按，成斌，当作 “宏 （弘）斌”。《千顷堂书目》：“释弘斌 《江心寺志》。成化初间修。”③

王叔杲 （号谷）《江心志序》云：“成化初，寺僧弘斌辑 《江心志》，诠次无法。顷余修举废

坠，语从子蕴为志。志成，序曰……”④ 据此，成化中修志者乃弘斌。考清康熙四十六年

（１７０７）刻本 《江心志》卷首凡例有云：“明成化初，寺僧成斌搜辑所闻，汇为 《江心志》。岁

久，磨灭无遗。嘉靖间，吾乡大参王蒧谷公葺之，至今百有余载，又复磨灭无遗，予甚惜之”⑤。

“弘斌”盖涉前 “成化”而误作 “成斌”。则 《提要》径袭其误而未察。又凡例 “王蒧谷”为

“王谷”之误，浙本袭其误，《汇订》已发。⑥

２５卷７８《天下名山记抄》无卷数：“国朝吴秋士编。秋士字西湄，歙县人。”（第１０５０页）
按，西湄，当作 “在湄”。清康熙三十四年 （１６９５）汪立名刻本 《天下名山记抄》卷

首凡例末署 “西村吴秋士在湄识”⑦，书前尤侗、韩?、张大受、彭定求诸序亦称其为

“在湄”或 “西村”。吴秋士当字在湄，号西村，《提要》 “字西湄”因涉其号 “西村”而

误记。

２６卷７８《滇黔纪游》２卷：“国朝陈鼎撰。……又如记三塔寺黄华老人石刻一事。黄华老
人即金王庭筠，所作四诗刻石在山西汾州，故有 ‘人道高欢避暑宫’句，后李中阳始摹刻于点

苍山，王士? 《居易录》载之甚详。鼎乃以为仙人之笔。”（第１０５０—１０５１页）
按，李中阳，当作 “李中溪”或 “李元阳”。王士? 《居易录》云 “黄华老人即金翰林修

撰王庭筠，字子端。此四诗有真迹石刻在汾州府学，朱翰林彝尊、吴征士雯皆曾见之。盖李中溪

元阳侍御摹刻于点苍，而滇人傅会为仙耳”⑧，此即 《提要》所据。李元阳号中溪，《提要》“李

中阳”因淆其名、号而误记。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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