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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碑誌考釋八則

葉國良

余讀〈宋史) ，輒有深慨焉。天水← 4朝，撥亂反正，遂極學研討之盛，而臻

斯文之美，帝王右文，固其原因，然非宰相大臣好學守禮， 1.風行草樞，文烏能

致之哉!蓋當軸尚學，不惟德範馨美，其移風易俗，遺澤尤著後 tit 。茲取近數

十年新出石刻資料，與史傳、文集相補證，稍論范質、 Ei粵、歐陽倫、曾鞏、

劉恕、蘇軾、蘇轍等人祖孫之學行風範'間歧其家族生活，以見此旨。不知者

罪我，其將有不賢識小之譏乎?

提要

一、主客員外郎直集賢院范胎孫墓誌銘并序(真宗咸平五年)

誌主為宋相范質之孫，楊億撰文，亦見〈武夷新集) ;因取出本、集本

相枝，並論范質、范旻、范胎孫三世之學。

二、中散大夫守司農少卿祁縣開國子王胎慶墓誌銘並序(仁宗康定

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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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主為宋相王濤第三于，因取史傳與新出其家三誌，論玉薄、王胎孫、

王胎慶、王胎矩、王殉瑜、王甫四世之學。

三、朝散大夫尚書虞部郎中護軍司勳郎中王殉瑜墓誌銘並序(神宗

熙寧二年)

誌主為宋相王搏孫、王胎矩子，因據誌文所見，述宋初尚主者升輩與父

同行之無理習俗，並論此習終因士大夫據禮抗拒而取消之始末。

四、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澳墓誌銘井序(神宗元豐三年)

誌主為史家劉恕之父，因參史傳與誌文，論劉澳、J1J恕、劉和仲三世之

學行。

五、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曾鞏墓誌銘井序(神宗元豐七年)

誌主曾鞏'文亦見〈元豐類稿} ;因參誌文、史傳與其家墓誌'論曾致

堯、曾易占、曾睡、曾鞏、曾宰、曾布、曾肇及其後世子孫之學行。

六、朝請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歐陽業墓誌銘井序q點宗jES!:和三年)

話、主為歐陽{晦之于，因取史傳與新出其家四誌，論歐陽僑、歐陽奕、歐

陽菜、歐陽懇、歐陽想三世學行;又誌文備載歐陽葉之著述目錄，因論

其學得自文忠公者為多。

七、承議郎蘇遁墓誌銘井序(f點宗宣和五年)

誌主為蘇轍次于，因取蘇軾、蘇轍、蘇過詩文，與誌文相解讀，以考眉

山蘇氏家族生活，並見其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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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禮部尚書蘇符行狀碑(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後)

碑主為蘇軾孫、高宗時禮部尚書，而事跡罕見史傳;因據碑文述眉山蘇

氏三世經學，並略論蘇氏家業及子孫遷徙安葬之情形。

一、主客員外郎直集賢院范貝的系墓誌銘井序(真宗成平五年)

右宋相范質孫范胎薪、誌，楊億撰文。近代河南洛陽出土，張紡舊藏，見

〈北京圖書館藏墓誌拓片目錄 }cv 。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

匯編} ®第三十八加第八片，又見〈中國歷代墓誌大觀}@第一二五七片。

誌文亦見楊億〈武夷新集} @卷九，與石本互枝，則集本可補石本稍漫禧

處，石本可補集本以「某」字代地名人名處，如集本「皇帝葬于河南府洛陽縣某

鄉某旦 J '石本作「歸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北鄉徐樓村 J '集本「以某投分生

平，託之銘蒙 J '石本作「以億投分生平，託之銘蒙 J '其餘文字，大抵無大

差異。雖然，亦有互校而見其訛者:如石本云「凡備三益之交，莫匪一時之

雋 J '前句集本作「凡備三益之友 J '以聲律推之，蓋石是而集誤。

胎孫生平，見於〈宋史} (范質傳〉者，僅三四句。〈中國歷代墓誌大

觀〉有簡說云: r 范胎孫，為范質之子。范質及其男一子旻， <宋史〉均有

傳。有關范胎孫事跡，僅在旻傳中，略記一二，此誌正可補史記之簡略。」

按:此誌可以補史，固是，然胎孫並非質子， <大觀〉編者自誤讀史與誌也。

誌文云: r 公諱胎孫，字餘慶，濟南歷城人。......公之大父守愚..... .王父故相

國魯公諱質， ......烈考諱旻。」據此，胎孫乃質孫、旻于耳。叉， (范質傳〉

謂質父名「守遇」'誌之石本、集本則作「守愚 J '當以誌為正。誌文又云:

@ 中華書局，一九九0年，北京。

@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北京。

@ 大通書局有限公司，一九八五年，台北。

@ 薑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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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考諱旻， ......任給事中、三司副使，公累誦官，事備國書。由公(胎孫)

上言，追復官爵'累贈至工部尚書。」按: (范質傳〉附旻傳云: r車駕征晉

陽，上書求從，召為右諦議大夫、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又兼吏部選事。師

還，加給事中。坐受人請求檀市竹木入官，為王仁膽所發，貶房州司戶。語在

仁膽傳。量移唐州、 I 0 (太平興國)六年卒，年四十六。......其後，于胎孫上

言，詔復舊官。胎孫官至主客員外郎。」誌所言誦官、追復云云，即此事也。

〈大觀〉編者不諸史書體例，以「後于」斷旬，故誤以胎孫為范質之于。

誌文又謂胎孫: r性嗜群籍，家藏萬卷，或于自繕寫，或親加校儡，制素

畢陳，敵秘書之副本，籤題具列，同吳氏之西齋。好事之名，流布京載。」

按:范氏乃讀書之家， (范質傳〉載「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

能屬文，十三治〈尚書) ，教授生徒。......質力學強記，性明悟。......臨登

朝，猶手不釋卷，人或勞之，質日: r 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輔，誠如其

言，不學何術以處之。 j ......有集三十卷，又述朱梁至周五代為〈通錄〉六十

五卷，行于世。于旻， ......有集二十卷、〈且管記〉三卷。」另(藝文志〉載

有范質〈桑維翰傳〉三卷、〈魏公家傳〉三卷。然則范氏讀書著書，至賠孫三

世，宜其家藏萬卷，著好事之名也。

二、中散大夫守司農少卿祁縣開國子王胎慶墓誌銘並序(仁宗康定二年)

右宋相王濤第三于王胎慶誌。近代河南洛陽出土，張訪舊藏，見《北京圖

書館藏墓誌拓片目錄〉。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三

十八珊第九十四片，又見〈中國歷代墓誌大觀〉第一三六五片。胎慶生平，附

見〈宋史} (王濤傳〉者，僅「胎慶比部郎中」一句耳;此誌可補其闕。

誌文云: r 公諱胎慶，字茂先。贈中書令祁國公諱薄之第四于，贈太師中

書令諱延祥之孫。」按: (宋史) (王搏傳〉載搏有四于胎孫、胎正、胎慶、

胎序，胎序後改名胎矩。是胎慶乃濤之第三于，誌云第四于者，胎正于克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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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女鄭國長公主升為父行改名胎永，遂擠胎慶之第三為第四矣。說詳下文王

殉瑜墓誌考釋。

誌文謂胎慶之雅好與著述云: r 好蓄奇書，集天下古碑文，類為一百卷，

名〈現玫集〉。又酷嗜古筆札圖書，凡古今之號尤絕者皆有之，而所蓄甚夥且

精，珍貴愛玩，騙昨曲密，雖希世之寶，不是過也。每休沐閒燕，多召貴人親

賓，出其所嗜以為娛樂。天于嘗遣使至其家，借書三千卷，褒諭加等。又進明

皇書〈道德經} ，有詔嘉之。」按: (碗瑛集》或載王搏車，清陸心源〈金石

學錄補)@卷一司 I (楊文公談苑〉云: r搏薦何拱為鳳翔帥，拱思所以報之，

問搏所欲，搏曰: r 長安故都，多前賢碑版，願悉得見之。』拱至，分遣使督

匠摹打，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薄命善書者分錄，為〈宛炎集) ，凡百卷。」

以情理度之，能得古碑文至錄為百卷，唯王搏有此力，胎慶之書，蓋傳自父

手，或黨錄之時，胎慶嘗預其事，書又藏其家，故誌文謂出胎慶手蠍?

考王氏本文獻之家，胎慶之好古，蓋受其家風影響。(王搏傳〉載: r 搏

好學，手不釋卷，嘗集蘇冕〈會要〉及崔絃〈續會要} ，補其闕漏，為百卷，

日〈唐會要〉。又采朱梁至周為三十卷，日〈五代會要} ，有集二十卷。」另

〈藝文志)載〈五代周世宗實錄〉四十卷，題「宋王清等撰」。

〈王搏傳)又載其長于胎孫之學云: r搏好聚書，至萬餘卷，胎孫遍覽之。

又多藏法書名畫。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

對。胎孫曰: r 古詩云「長跪間故夫 J '是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婦人始拜而不

跪。 J 普間所出，對曰: r 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者著〈瀚海國記} ，備言

其事。』普大稱賞之。端拱中，右僕射李肪求郡省百官集議舊儀，胎孫、具以對'

事見〈禮志) ，時論許其詰練云。」然則胎孫之博雅，固有名於時。雖然，胎孫

謂婦人之拜不跪起於武后之說猶有末的，程大昌〈考古編〉卷七@云: r 太祖嘗

@ {潛園總集〉本。

@ 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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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趙普: r 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 j 普訪禮官，無有知者。(王胎孫)

曰: r 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 j ......予按:後周天元大象二年，詔內外命

婦皆執窈，其拜宗廟及天，皆俯伏如男子。據此，特令於廟朝跪，其他拜不跪

矣。」程說實而有據，則婦人之拜不跪之俗，實起於北朝，非始於武后。唯考據

之學，後出轉勝，亦不必以此定王、程學術之上下也。

薄之四子名胎矩，生平稍見其子王殉瑜墓誌(詳本文下則) ，誌文云:

「父胎矩，尚書司封員外郎，累贈吏部尚書。..... .吏部......手寫經史數百卷。

公(殉瑜)躬自藏鍋，寶惜如新。... ...天性嗜學。」又胎慶之孫王甫墓誌@

云: r 公諱甫'字周翰，初名希甫，姓王氏，開封人。曾王父搏， ......王父胎

慶， ......考澳， ...... (甫)平居喜涉書史。」蓋胎矩、殉瑜、甫等好學彬彬，

皆其家風也。

三、朝散大夫尚書虞部郎中譴軍司勳郎中王胡瑜墓誌銘並序(神宗熙寧

二年)

右宋相王搏孫、王胎矩子王殉瑜誌，近代出土，拓本見〈中國歷代墓誌大

觀〉第一二七六片。殉瑜名不見於史。

誌文云: r 公諱殉瑜，字唐輔。......曾祖詐。......祖縛，太子太師，累贈

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燕國公，誼文獻。......父胎矩，尚書司封員外郎，累贈

吏部尚書。」按: (宋史) (王搏傳〉謂搏有四子胎孫、胎正、胎慶、胎序，

「胎序，景德二年進士，後改名胎矩，至司封員外郎。」此誌逕載胎矩名而未

述改名事。

誌文云: r 公用從兄康靖公蔭，初命將作監主簿。......吏部(胎矩)以宰

相子，不樂以任子進，連康靖以諸娃尚主，猶稱鄉貢進士，卒取甲科。」按:

@ 王甫誌，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四十加第一二O片，

又見〈中國歷代墓誌大觀〉第一二九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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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誌文參照上引胎序(胎矩)事跡，知此云「康靖」者，謂王搏次子王胎正之

子王克明也。〈王搏傳〉云: r (次子)胎正子克明，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

改名胎永，令與其父同行，見〈外戚傳) 0 J 此所云(外戚傳〉者，當名(公

主傳〉。考(公主傳〉云: r雍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賢懿長公主。咸平

六年，下嫁右衛將軍王胎永，進封鄭國。」據此，是王胎永即王濤孫、王胎正

子王克明也。〈王濤傳〉謂克明「改名胎永，令與其父同行」者，此北宋一奇

特而無理之習俗。〈公主傳〉云: r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此云

「降其父為兄弟行 J '不如(王濤傳〉所云「令與其父同行」為無語病，觀王

家改名之例，乃升子輩為父行，非降父輩為子行也。當時之例皆如此，如〈柴

禹錫傳〉云: r景德初，于宗慶選尚，召禹錫歸闕，令公主就第誨見，行舅姑

禮，固辭不詐。......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永清軍節度。」觀此，似宗慶

真禹錫子，故名輩為「宗 J '且禹錫亦未降為兄弟行，實則宗慶乃禹錫之孫，

(公主傳〉云: r 太宗七女。揚國長公主......下嫁左衛將軍柴宗慶， ......宗

慶，禹錫之孫，帝命主以婦禮謂禹錫第。」此云「以婦禮講」者，即(柴禹錫

傳〉之「行舅姑禮 J '謂宗慶以孫升為子、公主以孫媳升為子媳也，然則宗慶

之名亦出更故，非其本名也。考天水一朝乃講求人倫禮法之時代，而習俗往往

有出人意表者，上舉二例，猶可歸咎封建帝王愛女心切壞人倫理，乃民間亦有

之，塵兌之、徐一士〈掌故答問) @云: r 問:宋代制度有迴異於近代者為

何?答:最奇異者，為選尚公主降其父為兄弟行，見〈宋史} (公主傳) ，不

但改其輩，且改其名。如王濤子胎正，所生子克明，尚太女，改名胎永(見本

傳)。紊亂祖孫父子之如此，誠匪夷所思者。然按〈宋史) (孫永傳) ，世為

趙人，徙長社，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沖列為子行，沖卒喪除，復列為孫。蓋

昭穆之不講，臣庶之家固有其俗矣。」塵、徐二氏謂此習昭穆不講、紊亂倫

理，所論誠是。考尚主者改名升輩，出於帝命，本屬無奈;然讀書明禮之士，

@ 載徐一士〈一士贖桶> '畫灣學生書局，一九七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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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不以為然者，柴禹錫不受公主「以婦禮誦 J '斯為得體。又〈宋史> (孫

沖傳〉謂: r沖為吏，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鉤距，多得事情，然無家法，晚節

尤寡廉聲。」其人有才無德，宜其罔顧人倫;孫永除喪，復列孫行，則知禮之

士也。今觀此誌，以殉瑜而稱克明為從兄，以胎矩而謂克明為諸娃，昭穆分

明，不逾禮制，唯細考之，亦以其時朝廷改制之故。檢〈宋史> (禮志〉十

八，有云: r神宗即位，詔以[昔侍先帝，恭聞德音，以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

帝女者，輒以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宜詔

有司革之，以厲風俗。』於是著為令。仍命陳國長公主行舅姑之禮，即馬都尉

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見舅姑行禮自此始。」此誌撰於熙寧二年，時神宗巳下

改制之詔矣，故誌文得明昭穆也。此亦足徵無理之事行之不遠矣。

四、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澳墓誌銘井序(神宗元豐三年)

右劉澳誌，一九七八年與其妻錢氏誌同出土於江西省星子縣，誌石并藏該

縣文物管理站。釋文分見陳柏泉〈江西出土墓誌選編> ®第十五、十六號，拓

本未見。

陳氏有說云: r墓主劉換 (1000-1080) ，字凝之，江西高安縣人。係著名

史學家劉恕之父。〈宋史〉卷四四四〈劉恕傳〉附其事跡云: r 父 j臭，字凝

之，為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備

與j臭，同年進士也，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澳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

擅粥以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之意，以壽終。』又柯維騏〈宋史新

編〉卷一七一、王儒〈東都事略〉卷八十七，亦有劉澳事跡之記載;然今出土

墓誌較史傳為詳。..... .朱熹出守南康軍時，曾訪尋修繕劉澳墓地，并作〈壯節

亭記〉云: r 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跡，得故尚書屯田

@ 江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南昌。錢氏墓誌，曾鞏撰，文亦見〈元豐類搞〉

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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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外郎劉公凝之之基于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于當時，聞于後

世。...... j 又正德〈南康府志〉卷六載: r 劉澳，妻錢氏，越王璀四世女孫

也，與澳俱住廬山，安于泉石，有烈士操。j J 按:劉澳夫妻事跡，陳氏說之

巳詳，茲復論其家三世學行。

誌文謂: r凝之博學強識， ......有文集二十卷。」檢〈宋史> (藝文志) ,

凝之復有〈西行記〉一卷、〈小兒醫方妙選〉三卷，是其問學有得，非徒「清

名高節」而已。其子恕， <宋史〉本傳述其為學云: r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

記，下至周顯德末，記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

之事，如指諸掌。......恕為學，自曆數、地里、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贖'

皆取以審譚。」其學如此，故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 '奏為局僚，史事紛錯

難治者，輒以讓恕，其精力蓋已粹聚於斯矣，而據〈藝文志) ，恕尚別著〈資

治通鑑外紀〉十卷、〈疑年譜> --卷、〈通鑑問疑〉一卷、〈十國紀年〉四十

二卷，何其精且博邪! <宋史〉又記恕之次子和仲云: r 有超軟材，作詩清

奧，刻厲欲自成家，為文慕石介。」蓋自澳三世，遺風猶未氓也。

誌文云: r (澳)色辭靖和，悄悄可親。及與之分辯義理是非之際，強毅

不可輒奪，蓋其自恃'猶圭玉然，寧缺以折，非矯揉可勝也。自少至于老，守

之弗變，就其老而逆考之，有加焉。......子男日恕、日格，皆有學行，耿介不

回如凝之。」按:劉恕本傳云: r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

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

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

鐵，恕不少屈;或調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家素貧，無以

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

茵梅，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穎，悉封還之。......次子和仲， ......有俠氣，

亦早死。」剛直耿介，祖孫三世皆然，信門風化人之深也。

9



102 臺大中文學報

五、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曾鞏墓誌銘井序(神宗元豐七年)

右曾鞏誌，一九七0年出土於江西南豐縣，話、石今藏江西省博物館。釋文

見陳柏泉〈江西出土墓誌選編〉第十七號，拓本未見。話、文〈元豐類搞}®>收

於附錄，以校石本，無大出入®，故無庸論。子固，宋世名儒，生平事跡，不

待此誌發覆，姑據之以論其家學。

誌文述其祖致堯生平云: r祖諱致堯，太宗、真宗時上書言天下事，嘗見

選用，仕至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謙議大夫，文忠歐陽公為銘其墓。」

按:致堯傳見〈宋史〉卷四四一，神道碑銘載〈歐陽倩全集} @，墓誌銘見

〈王安石文集〉卷五十四@，墓誌銘述其著述最詳，云: r 公諱致堯，字正

臣。......李氏之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

中第。......所著有〈仙覺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

五十卷、〈西陣要紀〉十卷、〈為臣要紀〉三卷， (直言集〉五卷，文集十

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據(藝文志) ，致堯復有〈綠珠傳〉一卷，堪

稱著作等身矣。

誌文云: r 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按:致堯本傳云「子易

從、易占，皆登進士第。」而未述易占學行， (王安石文集〉卷五十五(太常

博士曾公墓誌銘〉云: r 公諱易占'字不疑。......舉三司法，中進士第。 ..

@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CID {元豐類搞〉附錄曾鞏墓誌，未題撰人，石本則題「朝散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騎

都尉賜耕魚袋林希撰 J '陳柏泉云: r 同治〈建昌府志〉卷十記為: r 中書舍人

曾鞏墓，敕葬七都崇覺寺右，孫固志銘， ...... 0 J 今知為林希撰文，可糾補文獻

缺誤。」

@ 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歐陽傭全集〉卷一〈戶部郎中贈右課講大夫曾公神道碑

銘〉。

@ 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王安石全集〉本，其中〈文集〉、〈詩集〉卷次分別花，

以下不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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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碑誌考釋八則 103

為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

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為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

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窮也哉?蓋公之所為作之意

也。..... .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 .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

一人之框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為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

礦，積壞，公為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是鞏父易古，

能為人所難為，學行有足多者，又何怪其子皆能嶄然露頭角邪!

又誌文既述子固登第，復云: r公少事光祿(易古) ，家甚貧，奔走四方

以致養。師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官學婚嫁，一出公

力。公師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按:易古六

子，除長子嘩外，鞏以下悉登進士第，斯所謂「五子登科 J '科第之盛，求之

後世，蓋亦鮮有其區矣;使非家風之醇美，子固之友愛，何克臻斯!世有以易

古之卒子固未奔喪論之者，斯固小人造謠，前人辯之巳明®;即令事實難考，

第觀其家學行，其誰信之!

子固嘗撰〈亡兄墓誌銘)Q~述曾時之學云: r 君姓曾氏，諱暉，字叔茂。.. •

••.歡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百

氏騷人材士之作，司"教警戒，辨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

於治亂興亡，是非得失之際，莫不能議焉。其文章，尤宏膽瑰麗可喜。」又撰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述曾宰之學云: r 子翊少力學，六藝百子，

史氏記，鍾律地理，傳注簧疏，史篇文字，目覽口誦于抄，日常數千言;手抄

書連楊，累筍不能容。於其是非治亂之意，師已通，至於法制度數，造物立

@ 參楊希閔〈曾南豐年譜〉二十九歲(碟，載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曾鞏全集〉卷

首。

@ 見〈元豐類稿〉卷四十六。另見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曾鞏全集〉本〈文集〉卷

三十八，該本〈詩集〉、〈文集〉卷次分別花，以下不另注明。

@ 見〈元豐類搞〉卷四十六。另見〈曾鞏全集〉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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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解名釋象，聲音訓站，纖細委曲，貫穿旁羅，無不極其說;且老，未嘗易

意。其為文，馳騁反復，能傳其學。為人質直孝弟，抑畏小心，少年飲酒歌呼

饒樂放縱之事，未嘗一接焉。」兄弟所述，或不無誇美，然父兄薰染，其為佳

子弟無疑也，惜二人與曾牟著述俱無考。至于固著作，則有〈元豐類稿〉五十

卷， {續元豐類稿〉四十卷， (外集〉十卷、〈宋朝政要策〉一卷、〈德音寶

訕。三卷、〈雜志〉一卷;其弟宰相曾布，有〈三朝正論〉二卷、〈熙寧新編

常平敕〉二卷;曾肇有文集四十卷、〈書講義〉八卷、〈曾氏譜圖〉一卷、

〈元祐制集〉十二卷、〈曲車外集〉三十卷、〈奏議〉十二卷、〈西垣集〉十

三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俱見(藝文志) ，堪稱大手筆

之家矣。鞏、布、肇生平俱見〈宋史} ，茲不贅述。

按:南豐曾氏，三世積學，德澤不氓。光緒初，楊希閔撰〈曾南豐年譜〉

@於譜末述嘩等于孫之學行云: r 瞎子覺，字道清，治平進士，吉州司法參

軍，遷韶州判官，道卒。宰于經，字常一，紹聖進士，與秦少游交善，有〈嘯

竹軒集〉行世。宰孫秀之，大觀進士，官秘書省著作郎。忠與悉，皆 i曹舉。宰

曾孫季貍'字裘父，號艇齋，少師韓子蒼、呂居仁，再舉進士不第，遂謝去，

讀書考古，劉琪、張孝祥皆薦於朝，不出，呂東萊、徐東湖、曾茶山極愛重

之;壯而劉忠肅、李文簡禮為上賓;老而朱晦蓮、張敬夫親為畏友，汪應辰有

『四海曾裘父 J 之句，真德秀稱其道廣器博，可想見其人矣。宰元孫之于極'

字景建，父謗，字孟博，季貍兄伯輩子也。徬學於金給陸氏，極承家學，為李

雁湖、趙南塘所稱，朱子得其書及詩，大異之，因詩件時相史彌遠，誦道州

卒，有〈夏陵小雅〉、〈金陸百詠〉行世。文定(曾鞏)次孫草、(組于)以仕

累官司農丞，通判溫州，需次於越，建炎三年，金人陷越，為金人逮捕，不為

屈，詞氣慷慨，責其敗盟，金人怒，盡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

@ 載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曾鞏全集〉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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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害撞其屍;金人去，蔥、弟封知餘杭'製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事間，贈

諜議大夫，益日忠。」其學其行，誠無愧於父祖。蓋歐、蘇、曾、王四家之

中，祖德綿遠，曾氏為最云。

六、朝請大夫管旬南京鴻慶宮歐陽棄墓誌銘井序(徽宗政和三年)

右歐陽傭第三于歐陽茉誌'茉第二子歐陽愿撰並書。_.._-~九八五年於新鄭縣

辛店鄉歐陽寺村與歐陽倫次于歐陽奕之二于歐陽懇誌、歐陽慰誌同時發現，現

並藏該縣文物保管所。拓本、釋文並見〈新中國出土墓誌} @河南卷第三八

四、三八三、三八二號。

歐陽葉，字叔粥甫'治平四年進士，生平稍見〈宋史} (歐陽倫傳) ，葉

之居官，當元豐改官制之時，又逢元祐黨爭之際，而此誌載其家世生平、仕履

遷轉鉅細靡遣， {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卷「簡跋」謂對墓主生平及宋代官制

與元祐黨爭之研究頗有搏益，其說是也。

誌文云: r (元豐五年)兼詳定重修編敕所刪定官，以家諱免。...... (元

祐三年)充修實錄院檢討官，公抗章辭，且乞避家諱，遂免。...... (崇寧元

年)得管句台州崇道觀，乞避祖諱，改西京嵩山崇褔宮。」按:誌文所謂「家

諱」者，謂其父名「傭 J ' r 祖諱」則謂其祖名「觀 J '據此，宋時仍承古

制，所居官稱應避家諱，此一文而得三證。

誌文云: r 有文集二十卷，所著〈堯曆〉三卷、〈合朔圖〉一卷、〈歷代

年表〉十卷、〈三十國年號記〉七卷、〈九朝史略〉三卷、〈食貨策〉五卷、

〈集古錄目〉二十卷、〈襄錄〉二卷、〈澄懷記〉二卷、〈說文字源〉二卷、

〈協韻集〉三卷、〈五運六氣圖〉一卷、〈花藥草木譜〉四卷、〈六王書〉五

卷、〈軌革要略〉二卷、〈葬書〉三卷，其餘雜著方編外集未成。」據此，歐

@ 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13



106 臺大中文學報

陽茉著述頗富，其中頗有紹述其父歐陽倫之學者，考歐公嘗與修〈新唐書〉

又撰〈新五代史) ，而茉有〈歷代年表〉、〈三十圓年號記〉、〈九朝史略〉

之作;歐公有〈集古錄跋尾) ，而茉有〈集古錄目〉、〈說文字源〉之作;歐

公有〈洛陽牡丹記) ，而茉有〈花藥草木譜〉之作;是皆承繼家學也，惜除

〈集古錄目〉外，今皆不可得見。

〈集古錄目〉二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集古目錄〉二十卷，

「目錄」二字誤倒。〈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卷「簡跋」云: r誌載歐陽茉著

作目十七種，均為〈宋史) (藝文志〉所失載。」余謂: <宋史) (藝文志〉

一「小學類」載「歐陽倩〈集古錄跋尾〉六卷，又二卷 J '此乃歐公所作;而

〈藝文志〉三「目錄類」又載「歐陽倩〈集古錄〉五卷 J '則實歐陽葉之書

也。〈集古錄目〉原候，今所傳有清黃本膜輯三長物齋五卷本、繆奎孫輯〈雲

自在龜叢書〉十卷本，卷數不同，陳俊成〈宋代金石學著述考)®云: r 修既

為〈跋尾) ，又命棄撮其大要，別為目錄，葉於是各取其書撰人事蹟之始終、

所立時世之後先而著之為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是茉記所稱，書原為十卷，

未知黃本騏所輯何以只有五卷?疑乃有所刪削云。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乃

作〈集古目錄〉廿卷，公子禮部郎官茉叔粥撰。陳氏為南宋人，所說應不誤，

何以所作較十卷本多出一倍?今已無從考辨，謹附記於此。」按:一書之傳本

卷數不同，本不足異。陳振孫所見為二十卷本，此誌可以證實，陳俊成謂「已

無從考辨」者，未見此誌耳;黃本膜輯本作五卷者，據〈宋史) (藝文志〉三

也;繆奎孫輯本作十卷者，據所見棄記也;各有所本。

按:歐陽倚一代儒宗，風範所及，子孫多好學具美才，固不獨茉而已矣。

〈宋史〉載倫之長于發之學云: r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環，得古樂鍾

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辭，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

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 .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六年。

14



宋代碑誌考釋八則 107

忠公之學，漢伯帽、晉茂先之流也。」至其次于奕，歐陽想墓誌云: r 君之

考，即文忠公次子也。博極墳典，世其文行，氣剛而直，才高而雄。作為文

章，見於論議，軒昂閑偉，驚駭聽聞。間發為歌詩，思、深意遠，純古豪放，追

配古人。雖唐李白、杜甫，不能過也。」又奕之長子慧，其墓誌云: r其讀書

能探蹟六經，得聖人之意。歷觀史籍，究見前世治亂興衰，發為論議，聽者嘆

服。其幼時不工於書，既長，窺金石遺文，遂得古人之意。筆法勁健，渾然天

成，雖致政久學不能過也。」又奕之季子想，其墓誌云: r雖在童蒙，服勤於

學，精研簡編，政改不倦，以夜補畫，未嘗廢怠。其為文典雅，詩思清麗，字

畫過美，皆有可觀。宗親朋友，見之莫不嘆賞。」墓誌所言，或不無虛美，然

名家子孫，世風自美，情據誌言，奕年不登四十，聽年止於三十，想僅三十有

四，天既吝年，使不盡其才，其命也夫!

誌文又云: r 以政和三年癸巳四月十九日庚子葬公于鄭州新鄭口口賢鄉，

耐文忠公墊東之乙口。」而歐陽悲誌云「以敢和三年四月庚子耐于先瑩 J '歐

陽想誌亦云「政和三年四月庚子從葬於鄭州新鄭縣文忠公之瑩」。按:據其誌

文，懇卒紹聖元年，想卒崇寧四年，而與葉間日安葬，蓋其停靈頗有年。考蘇

轍〈欒城後集) @卷二十三〈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云「葬於新鄭蛙賢鄉 J '是

今之辛店鄉即宋時之挂賢鄉，歐陽傭墓地即在斯矣，然未聞出土。茉誌「新

鄭」下所缺兩字為「縣挂」。

又誌文云: r女二人， ......次適承事郎監那州酒務蘇迫。」蘇追者，蘇軾次

子，追之娶歐陽氏，軾為撰〈求親啟) ，見〈東坡續集) @卷十。蘇軾、蘇轍既

歐陽傭門生，又與歐陽業結親，是歐、蘇兩家兼有師生及姻親之關係。歐公神道

@ 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欒城集> '內含〈欒城集〉、〈欒城後集〉、〈欒城三

集> '卷次各自起在。下文引用蘇轍集，不另注明。

@ 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蘇東坡全集> '內含〈前集〉、〈續集〉、〈後集〉等，

卷各自起寵。下文引用蘇軾集，不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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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蘇軾生前許撰而不果，茉遂乞蘇轍撰，而歐公夫人薛氏墓誌@，亦蘇轍撰，

文今載〈欒城集〉卷二十五。此亦可見歐、蘇兩家關係之密切矣。

七、承議郎蘇造墓誌銘井序(徽宗宣和五年)

右蘇轍次子蘇迢誌，兄蘇遲撰并書，蘇軾第三子蘇過題蓋，一九五七年河

南郊縣蘇墳寺村出土，拓本、釋文並見〈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卷第二六七

號。蘇道. (宋史〉無傅，而名字頗見蘇軾、蘇轍、蘇過集中，茲以誌、集相

參，考論如次。

誌文云: r 先人三子，仲南處中焉，名道，仲南其字也。... ...先人誦嶺

表，不能盡室以行，則分寓穎昌，二婿姊在焉。仲南移疾而歸，求田間舍，縮

衣節口，以備南北養生之其，而往來于其間。......逮先人蒙恩而歸，則有宅以

居，有田以耕，中外各得其所，仲南之力為多矣。」初，蘇軾先買田陽羨(宋

時常州治，今宜興) ，見〈東坡後集〉卷十四〈揚州、|上呂相書) ，及貶嶺南，

先後使長子邁、次子追家之，故卷五〈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玉原秀才

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追〉有句

云: r 寄書陽羨兒，并語長頭弟，門戶各努力，先期完租稅。」即謂邁、迫在

陽羨耕祿事也。後蘇軾北歸，遂返此地而終。至蘇轍一家，則未置產，故有蘇

追求田間舍事。時蘇軾、蘇轍俱在貶所，而因信使往來，二蘇暨隨行之子蘇

過、蘇遜已知消息， (東坡後集〉卷六(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末有句

云: r人言道似我，窮達已可←，蚤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同卷〈新居〉

云: r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詩中之「迢」即蘇道，二頃田，即迢所謀

得者也。叉，蘇過〈斜川集) @卷一〈冬夜懷諸兄弟)有句云: r我今客南

@ 薛氏墓話、一九七0年在新鄭縣辛店鄉歐陽寺村出土，石本、釋文見〈新中國出土

墓誌〉河南卷三七八號，文字與集本微有出入。

@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宛委別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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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知此詩在南海作;有句云: r兩兄寄陽羨，耕轉事農園，單瓢有餘樂，

故水未為賽。」此謂蘇軾兩子邁與追也;又有句云: r兩兄客穎川，耿耿懷去

魯，近聞營蒐裘'稍亦草環堵。」此謂蘇轍兩子遲與追也;又有句云: r ↑住我

二兄弟，頗亦嘗險阻。」此謂過與遜也。仲南既營田舍，故蘇轍自貶所歸，遂

有棲身之地，蘇轍〈欒城三集〉卷五有(←居賦) ，其序云: r 予初守臨汝，

不數月而南遷，道出穎川，顧猶有後憂，乃留二子居焉，曰:姑糊口於是。既

而自筠遷雷，自雷遷循，凡七年而歸，穎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慨廬以

居。..... .居五年，築室於城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 l故，曰:可以止矣。」此

云「有田二頃 J '即蘇迢謀得者。又卷十(遺老齋記)云: r庚辰(哲宗元符

三年)之冬，蒙恩歸自南荒，客於穎川，思、歸(蜀)而不能，諸于憂之曰:父

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築，五年而有成。其南倫竹古

柏，肅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撞，如明窗曲撞，為燕屆之齋，齋成，求所以

名之，予曰:予穎潰遺老也，童以『遺老』名之。」據誌以讀賦與記，則知蘇

氏之居穎川、蘇轍後號穎 j賓遺老，本出偶然，蘇轍所謂「猶有後顧」者，為照

顧「二墉姊」也。據賦與記以讀誌，則知蘇轍北返有宅以居者，先慨居五載後

乃自築也，誌籠統言之以求精潔耳。考蘇轍北返後對諸于巳於穎 j賓買田←宅干

事，甚覺滿意， <欒城三集〉卷二(示諸子一首)云: r諸于才不惡，功名舊

有言;窮愁念父母，心力盡田園;志在要須命，身閑且養源;遊魚脫淵水，何

處有飛翻。」彼雖歸功諸子，而據誌，則知其家生計多屬次子蘇迢奔走之功。

蘇過〈斜川集〉卷二(送仲南兄赴水南倉)有句云: r憶君結髮讀書日，肯學

呻吟事刀筆;功名直欲高古人，議論從來氣橫臆;咄睦歲晚事大謬，翻然自許

林泉役;躬耕二頃羞甘旨，御風沐雨忘晨夕;十年不知替組味，萬里能舒陳蔡

厄;丈夫升沈何足道，竭身養志真奇特。」其意即推許仲南能捨己以籽一家之

困也。

誌文云: r 先人嘗患不得歸省祖瑩，仲南代行者再。臨至，則造石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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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舍，立僧規，益齋糧，為經久之計。」按: {欒城三集〉卷十有政和二年作

(墳院記〉云: r挂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按:指蘇淘)墳側

精舍也。...... (轍)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

南四旦許，有故伽藍，陵車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

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榜，時元祐六年也。...... (後)前執政以點去者，皆

奪墳上華IJ '又二年，上哀矜舊，于詔復還昇之。 J 以誌、記對讀，知誌所謂

「祖瑩」者，乃眉山蘇淘在川之墳家也;所謂「精舍 J 者，即「挂善廣福禪

院」也。至所謂「仲南代行者再 J 見於文獻者， (欒城後集〉卷二十有崇寧三

年(遣追歸祭東瑩文) ，即一事也。

誌文又云: r宣和四年九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五，官至承議郎。娶

黃氏，龍圖公實之女，有賢德孝行，先仲南半年而逝。以五年十月晦日合葬於

汝州那城上瑞旦先瑩之東南異隅。于四人:日蝠，迫功郎;日宮，早卒;日

範，承務郎;日築'末仕。」按:蘇造夫人黃氏基誌與道誌同出，其長于蘇措

撰，拓本、釋文並見〈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卷第二六八號，據黃氏誌'知道

祖淘與黃氏祖好謙同為嘉祐二年進士，以同年而締姻親也。上瑞旦者，蘇軾葬

於此，見〈欒城後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後遂為蘇氏墳田，

有不歸葬者矣，故道與妻誌亦出於此。又誌謂道四子日鋪、筒、範、築，然

〈欒城後集〉卷二十一(六孫名字說〉云: r 予三子，伯日遲，仲曰道，叔日

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五，而三于各復二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兄于瞻

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日策， ......造之子，長曰餾、

幼日範， .......遜之子，長日筠、幼日築。 J 據此，則築乃蘇遜子，而造誌出蘇

遲手，黃氏話、出蘇餾手，皆至親，均謂築為迢子，豈迢所生而過繼於遜耶?不

可考矣。

按:誌首云: r 先考欒城公，晚歲歸自南方，杜門宴寂，謝絕賓客。親戚

故舊知其不復有意於世也。喜有賢子以紹其後，蓋謂吾弟仲南也。先人亦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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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識能斷，凡商略古今之事，必與之言焉。伯父東坡公，以為其才類我，尤

喜與之論政事。雖仲南亦每自負，若將有為於世者。先人既沒，門戶恃以為

重，而不得永年。天乎!可哀也已! J 按:此雖其兄蘇遲之言，然非虛美，蓋

蘇造之性情幹才類似東坡，乃族中所公認，而生平值賽不盡其才，又親朋所共

惜，前引東坡詩云: r 人言道似我，窮達已可←。」何精確若神確也!斯亦足

視東坡自知其才性之深矣!

八、禮部尚書蘇符行狀碑(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後)

右蘇軾孫、蘇邁子、高宗禮部尚書蘇符行狀碑，其子蘇山撰，佳婿范仲芭

書。一九八三年發現於四川眉山縣修文鄉甘潛溝，拓本、釋文并見〈四川歷代

碑刻) @第一百五號。

二蘇孫輩，居官以蘇符最顯， (四川歷代碑刻〉簡介謂: (宋史〉載蘇符

事跡太簡，碑文可補其闕。其說甚是，唯該書釋文不無誤讀誤斷處，且無考

釋;茲就碑文，稍疏其可論者。

碑文云: r 先公姓蘇氏，字仲虎，諱符，世家眉山。曾王父諱淘'王父諱

軾'父諱邁。」按:蘇轍〈欒城後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云:

「孫男六人:鹽、符、其、筒、奎、籌。」又蘇過〈斜川集〉卷四〈送仲豫兄

赴官武昌敘〉云: r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為州縣吏。仲兄

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為完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

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長兄謂蘇邁伯達，仲兄謂蘇追仲豫，

是知邁長追九齡，則生子必晚於邁，今據碑文，蘇符字仲虎，是排行第二，然

則蘇單為蘇邁長子，而蘇符為次子矣。

碑文云: r逮事東坡公，凡十五年，特器之，嘗侍行嶺表，昇以微言。 ..

® <四川歷代碑刻> '高文、高成剛編，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0年，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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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紹興)二十六年七月丁未(卒) ，享年七十。」按:符卒於紹興二十六年

(西元 1156 年) ，享年七十，逆數之，知生於元祐二年 (1087) ，距蘇軾之卒

於建中靖國元年(1 101) ，恰十五年，碑謂「遠事東坡公，凡十五年」者，指

此。又紹聖四年，蘇軾在惠州貶所，蘇邁攜子單、符等至，見〈東坡續集〉卷

三和陶詩(時運篇)引，時蘇符十一歲，碑謂「嘗侍行嶺表」者，指此。

碑文云: r 先夫人王氏，故樞密使融之曾孫適字子立之女。」按:符之婚

姻，軾為之主，為求王適女， (求婚啟)見〈續集〉卷十，啟中謂符「祖風綿

道，庶幾弓冶之餘 J '蓋蘇軾於諸孫中特器之，其後蘇符果為孫輩中最顯者，

斯亦足徵東坡知人之明矣。又啟中指明求婚對象云「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

女，第十四小娘子 J '時王適巳卒，啟致適兄王邊，故有「令弟」之語。

碑文云: r黨事再起，檳元祐公卿之世不用，益閉戶讀書，守家學自珍。...

...先君問學，深於六經，蓋其說獨得於傳注之先，奏事殿中，非經不言。..... •

平居以經學自娛，為門人弟子日講說，前前無倦，經指教者，皆為名士。..... •

玩〈易〉交象，連死生之變。......有制詰表章十卷，文集二十卷。」按:三蘇

本深經學，老泉有〈洪範圖論) ，東坡有〈易傳〉、〈書傳〉、〈論語解〉

穎i賓有〈詩集傳〉、〈春秋集傳〉、〈論語拾遺} ，其他經學見解，復屢見文

集中，堪稱經學世家，蘇符守家學自珍，惜無著作傳世。

碑文云: r 方先公在秦亭，家留穎昌，遇靖康兵禍，先夫人與七子俱沒虜

中。山獨後死，得忍死以奉嘉葬。......以(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己西葬于眉

山縣修文鄉順化里。」按:蘇氏祖墳，本在眉山，自軾、轍兄弟葬汝州那城上

瑞里，遂為蘇氏墳田，故其子行如蘇造者亦葬於此@，蘇符乃孫行，其所以歸

葬眉山祖墳者，以靖康之亂，穎昌陷於金人之故也。又， J蘇軾原置家常州，然

其三子，後以仕宜故，未居守常州，且多依蘇轍子孫家穎川，如蘇過即←居斜

川，今據碑文「家留穎、J II J 云云，則蘇邁子亦有居此者。然常州祖業，非無蘇

@ 參本文蘇迢墓誌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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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後裔留守，近年江南發現以蘇軾、蘇轍為始祖之蘇氏族譜數部@:乾隆年續

修〈眉山蘇氏族譜) ，所載為蘇轍長子蘇遲孫蘇繼芳後裔;光緒年續修文海堂

藏本〈蘇氏族譜) ，所載為蘇邁後裔;民國三十七年續修聚星堂藏本〈蘇氏族

譜) ，所載為蘇過後裔;獨缺蘇追後裔。考文獻鮮見蘇追{士宜遷居之記載，惟

上引蘇過〈斜川集〉謂蘇追「少不樂{士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為完庫

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 J '其言語焉

不詳;接民國三十七年續修聚星堂藏本〈蘇氏族譜〉稱:次子迫，復歸蜀，後

裔不詳。蓋蘇追行誼及其後裔，猶有待考者矣。

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四川眉山三蘇博物館召開蘇軾研究學會之研討會，頗

涉及蘇軾之族譜問題。考宋代而後譜學之復興，歐陽偕而外，本推蘇淘，其族

譜之編算過程如何，誠為極有意義之學術課題。以文獻、碑誌所見綜合考之，

蘇氏之在宋代，家業分在眉山、穎川、常州三處，今江南陸續發現二蘇後裔族

譜，若欲博求，首在眉山、穎川等處乎?

@ 下文引述有關〈蘇氏族譜〉各事，參見〈譜蝶學研究〉第四輯蘇永祁(江南民間

相繼發現蘇氏(東坡)族譜)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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