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阁本《吴地记》书影

《吴地记》四库提要辨析及
源流、版本考
◎李芸鑫
《吴地记》是现存最早的吴地方志，旧题唐陆广微

名？且乾符三年亦安得预称吴越？至钱俶于宋太平兴国

撰，但《四库全书总目》对其成书时间有所怀疑。本文

三年始纳土入朝，当其有国之时，苏州正其所隶，岂敢

拟对四库提要进行辨析，并进一步考察《吴地记》的源

斥之曰“钱氏”？尤显为宋人之辞。则此书不出广微，

流和版本。

更无疑义。王士祯《香祖笔记》尝摘其“语儿亭”，
“冯驩宅”，“公孙挺、陈开疆、顾冶子墓”三条，又

一、《吴地记》四库提要辨析

摘其“琴高宅”一条，于地理事实，皆为舛谬（殿本、
文渊阁：缪）。又案（文渊阁：按）乾符三年岁在丙

（一）各本《总目》及各阁书前提要的异同

申，实非庚申。上距周敬王丁亥，仅一千三百九十年，

浙本《总目》中的《吴地记》提要如下（括号中所

实非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于年数亦复差误（殿本、文渊

注是殿本、文渊阁本《提要》与浙本不同之处）：
《吴地记》一卷、附《后集》一卷（江苏巡抚采
进本）

阁：悮）。观其卷末称“纂成图画（殿本、文渊阁：
书），以俟后来者添修”，而此本无图，前列吴、长
洲、嘉兴、昆山、常熟、华亭、海盐七县，而后列吴
县、长洲县事为多。殆原书散佚，后人采掇（殿本、文

一卷。）旧本题唐陆广微撰。《宋史·艺文志》作一

渊阁：缀）成编，又窜入他说以足卷帙，故讹（殿本、

卷，与今本合。书中称“周敬王六年丁亥，至今唐乾符

文渊阁：讹）异若是耶！以今世所行别无善刻，故姑仍

三年庚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则广微当为僖宗时

吴琯此本录之，以存梗槩（殿本：概），而附订其抵牾

人。然书中“虎疁”一条，称“唐讳虎，钱氏讳镠，改

如右。又《吴地记后集》一卷，盖续广微之书者，不著

为浒墅”。考《五代史·吴越世家》，乾符二年，董昌

撰人名氏。前有题词，称“自唐王郢叛乱，市邑废毁，

始表钱镠为偏将。光启三年，始拜镠左卫大将军、杭州

或传记无闻，或废兴不一。谨采摘县录，据《图经》，

刺史。景福二年，始拜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

选其确实者列于卷（文渊阁：传）后”。所记建置年

乾宁元年，始加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始封镠为彭

号，止于祥符元年，疑北宋人作。旧本附录，今亦（文

城郡王。天佑元年，封吴王。至朱温篡立，始封镠为吴

渊阁：姑）并存备考焉。（文渊阁：乾隆四十五年七月

越王。安得于乾符三年，以董昌一偏将，能使人讳其嫌

恭校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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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臣等谨案《吴地记》一卷、《后集》

殿本《总目》与浙本基本相同（个别字不同，已括

为慎重。关于此书的流传，各本的基本观点都是“原书

号注明。“纂成图画”之“画”字，殿本作“书”，核

散佚，后人采掇成编”，而文溯阁、文津阁提要进一步

原书当作“画”，殿本误。）

怀疑是吴琯刊刻《古今逸史》时删节而导致此书仅存一

文渊阁本提要（乾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上）：与浙

卷，对吴琯的评价较低。在《风俗通义》《汉武故事》

本《总目》也基本相同（个别字不同，已括号注明），

等书的提要中，四库馆臣也提到了吴琯刊刻《古今逸

与殿本《总目》更为接近。

史》时对书的删节，大概是由于编纂过程中，其他书出

文溯阁（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与文津阁（乾

现了这种情况，故而馆臣怀疑《吴地记》也经过吴琯的

隆四十九年闰三月恭校上）本提要基本相同，二者与

删节。不过，此书在宋代目录中已经著录为一卷，且现

《总目》及文渊阁提要有较大的差异。文溯阁书前提要

存其他版本亦无多于吴本之处，故笔者认为吴琯未曾删

如下（将文津阁提要与文溯阁不同之处以括号注出）：

节此书，此推测缺乏依据。

吴地记

各本提要的钞成时间，文渊阁本在前，文溯阁、文

臣等谨案《吴地记》一卷。旧本题唐陆广微撰。

津阁在后。文渊阁书前提要成于四十五年七月，文溯阁

书中称“周敬王六年丁亥，至今唐乾符三年庚申，凡

书前提要钞成于四十七年五月，则修改本书提要的时间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则广微当为僖宗时人。然书中

当在二者之间。《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

“虎疁”一条，称“唐讳虎，钱氏讳镠，改为浒墅”。

初步纂成③，而《总目》与文渊阁提要一致，则修改时

考《五代史·吴越世家》，乾符二年，董昌始表钱镠为

间应在此后。

偏将。光启（文津阁：启）三年，始拜镠左卫大将军、

（二）《提要》中所涉及的问题

杭州刺史。景福二年，始拜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

《提要》所涉及的最大问题就是《吴地记》及

史。乾宁元年，始加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始封镠

《后集》的成书年代问题，详见下文，这里先提出其

为彭城郡王。天佑元年，始封镠为吴王（文津阁：始封

余的问题。

镠吴王）。至朱温篡立，始封镠为吴越王。安得于乾符

首先，《吴地记》一书的性质可稍作讨论。本书在

三年，以董昌一偏将（文津阁：以一偏将），能使人讳

四库总目中被归入史部地理类的古迹之属。《四库全书

其嫌名？且乾符三年岁在丙申，实非庚申。上距周敬王

简明目录》指出其不同于一般方志的特点：

丁亥，仅一千三百九十年，实非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所

谨案：《吴地记》《雍录》之属，名似乎省志，

记殊为舛迕。至钱俶于宋太平兴国三年始纳土入朝，当

《长安志》《长安志图》之类，名似乎郡县志，而实皆

其有国之时，苏州正其所隶，岂敢斥之曰“钱氏”？尤

考究古迹，与他志之体迥殊，故今录于古迹之内。盖编

显为宋人之辞。则此书为广微原本与否，盖未可定。又

次当循其实，不当循名而收，如《崇文总目》以《树萱

卷末称“纂成图画（殿本、文渊阁：书），以俟后来者

录》入种植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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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修”，而此本无图，前列吴、长洲、嘉兴、昆山、常

《吴地记》在记载地理沿革方面不甚准确，前

熟、华亭、海盐七县，而后列吴县、长洲县事为多。殆

人已注意到，详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十

原书散佚，后人采缀成编，故讹缺如是耶？抑吴琯刊

“《吴地记》”条 ⑤、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

《古今逸史》，于古书多所删节，并此志亦非完本也？

正》⑥《四库全书总目》的《吴都文萃》条①。王士祯

观其改《契丹国志》曰《辽志》，改《大金国志》曰

《香祖笔记》卷四：“陆广微《吴地记》所载，如语

《金志》，仅各存一卷，是其明征矣。以今世所行别无

儿亭等，最为可笑。又多可疑者，如冯谖宅，谓在吴

佳刻，故姑存（文津阁：仍）吴本录之，以存梗槩，而

县东北二里五十步，有弹铗巷；又谓海盐县东十五里

附订其抵牾如右。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文津

有公孙挺、陈开疆、顾冶子三墓，尤谬。……与张骞

②

阁：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恭校上。）

有墓在平原，班超有墓在长清，同一传讹，《齐乘》

与他本相比，文溯阁、文津阁书前提要没有《吴

已辩其非矣。”⑦《吴地记》一书并非典型的方志，偏

地记后集》一段；没有王士祯《香祖笔记》一段；“乾

重于古迹之来历，多录民间传说，故亦有人将其视为

符三年岁在丙申”一段置于“能使人讳其嫌名”一句

逸史或小说之类，收入《古今逸史》《说郛》《古今

下。关于《吴地记》的作者，文渊阁提要及《总目》

小说》等丛书中。如“语儿亭”一条颇有小说之性质：

断定“此书不出广微，更无疑义”，而文溯阁、文津

“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

阁提要说“此书为广微原本与否，盖未可定”，态度更

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于吴，遂生一子。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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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元年，疑北宋人作”，此语不确。《吴地
记后集》中所涉年号，不仅有祥符元年，亦有
祥符二年、祥符三年，以及两处“大元元贞元
年”。《后集》当为北宋人作，而又经元人增
补，详下文。

二、《吴地记》的成书与流传情况
关于《吴地记》的作者，四库馆臣认为
不出陆广微之手，或是陆广微原书已佚，后
人采缀成编、又窜入他书。陆广微事迹确无
可考，最早见于宋人著录，只知为唐人而
已，《四库提要》据“至今唐乾符三年”一
《学津讨原》本《吴地记》 张海鹏跋

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语儿亭。《越绝书》曰：‘西
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又如“匠
门”“虎丘山”等条，颇采杂史、传说之类。所以，今
人在利用《吴地记》时，对其中的地理、史实要注意考
辨，不可直接当作信史。
关于这篇《提要》，还有几处可作补充。
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于“吴地记”一条下
云：“上文中之‘公孙挺’，《香祖笔记》卷四引《晏
子春秋》作‘公孙捷’。据近人吴则虞《晏子春秋集
解》之校记（页165），公孙之名，古籍或作‘捷’，
或作‘接’，系音近异写，而作‘栖’者，为形近讹
字。《总目》上文作‘挺’，显系形近而讹，应符《香
祖笔记》作‘捷’。”⑧按，此是《四库》馆臣所据之
本作“挺”之故，他本亦作“挺”，惟张本作“捷”，
不知何据。王士祯云“又谓海盐县东十五里有公孙挺、
陈开疆、顾冶子三墓”，可知王所见《吴地记》本亦作
“挺”，惟《晏子春秋》作“捷”。《吴地记》此处未
必作“捷”。
《吴地记》书中“虎疁”一条，周生春认为其中
“遗迹尚存”及“今唐讳虎，钱氏讳镠，改为浒墅”乃
为推断本书年代的依据。
《提要》言“周敬王六年丁亥，至今唐乾符三年庚
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庚申”当作丙申。但笔者
所见各本皆作“丙申”，应是撰写提要的馆臣所见之本
误作“庚申”。
《提要》言《吴地记后集》“所记建置年号，止于

考察历代著录情况及书中内容，可知此书在
宋之前已有，并非如《提要》所言出自宋人
之手，只是在流传中有所散佚及增补，已非原貌。正
如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吴地记》作于唐人，
为宋人所窜乱”一条所言：“按以发展观点视此书，
与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吴郡志》，
简繁疏密之间，次序井然。故知此书实是唐人所
作。……不知古人书籍，原有随时改动之可能。唐人
所作，能禁宋人弗改乎？大宋淳熙，固非唐人语，而
上文‘至今唐乾符三年’，能谓宋人语乎？诚为宋人
语，何以言‘至今’也？且指‘乾符三年’以为言，
又何义也？固知‘罗城’一条为唐乾符三年所写，而
下文‘又至大宋’为宋人所羼入。‘罗城’条不在
《吴地记》内，而附于‘吴太王’条之后，则原本殆
更在乾符前乎？乾符三年为公元八七六年，淳熙十三
年为一一八六年，知此书曾于九世纪、十二世纪中累
为人所窜乱矣。”⑩
值得一提的是，史上除陆广微《吴地记》外，以
“吴地记”为名之书不止一种，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间
曾有多种《吴地记》（或作《吴郡记》《吴地志》等
别名），其作者有张勃、顾夷、董览（或作董监）、
王僧虔、陆道瞻、陆澄、顾欢等。但除陆广微《吴地
记》外，诸家之书皆已亡佚。在考察目录的著录及他
书引用《吴地记》之情形时，应注意分辨。今人曹林
娣校注本《序言》称：“今考《吴地记》成书年代，
上限应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前” ⑪，依据为《水
经注》所引《吴地记》一条及唐代《艺文类聚》《史
记》三家注所引《吴地记》数条。然考其所引内容并
不见于今本《吴地记》，这些书中所引用的《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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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所作之注混入正文⑨，有这种可能，此句未必能作

句推测陆广微为僖宗时人，证据亦不足。但

记》可能并非陆广微之《吴地记》。
(一）历代目录的著录情况
陆广微《吴地记》最早见于宋代目录。《崇文总
目》地理类载“《吴地记》一卷”，不著撰人。清代辑

（二） 据历代引书及今本《吴地记》内容考察其
源流
今存之《吴地记》，当是成于唐代，后来有所散
佚，经过宋人的增补，明代中期之前已定型。

佚者钱绎有按语云：“顾夷、王隐、王僧虔、董遇、陆

据今本内容考察，此书的主体部分在唐代已经形

广微、张勃并有《吴地记》，卷数各异。今本一卷，陆

成。书末“至今唐乾符三年庚申”显为唐人之语。卷首

广微撰，当即此书。”（《丛书集成初编》本）《宋

列七县：吴县、长洲县、嘉兴县、昆山县、常熟县、华

史·艺文志》载“陆广微《吴地记》一卷”（《宋史》

亭县、海盐县。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到“唐未有

卷二百四，中华书局点校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

秀州，天禧中始割嘉兴县置，故此记合二郡为一”⑫。

题》卷八载：“《吴地记》一卷。唐陆广微撰。郡人

《吴地记》未载秀州，反映了唐代的建置。又如今人曹

也。多记古吴国事。唐未有秀州，天禧中始割嘉兴县

林娣校注本序言指出，书中所载“永定寺”“流水寺”

置，故此记合二郡为一。” 尤袤《遂初堂书目》地

是唐时旧名，宋代已改名。⑪

⑫

理类有“《吴地记》”，又有“陆广微《吴地记》”
（《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宋元丰年间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引用此书。
卷中“岝□山”条：“在吴县西南一十五里。……《吴

明清目录中对《吴地记》之著录有：

地记》云：吴王僚葬此山。山旁有寺，号曰思益，乐天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史类郡邑：“《吴地记》

尝游之。”（《丛书集成初编》本）吴本《吴地记》

一卷，齐陆道瞻。《吴都记》一卷，张勃。《吴地记》

云：“岝□山，在吴县西十二里。吴王僚葬此山中。有

二卷，唐陆广微。”（《明代书目题跋丛刊》本。按，

寺号思益，梁天监二年置。”《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又

此条当是据郑樵《通志》钞录，不说明陆道瞻、张勃之

有：“汉豫州刺史孙坚及其妻吴夫人、会稽太守策三

书明代尚存。）

坟，并在盘门外三里，载唐陆广微《吴地记》。”吴本

⑬

《澹生堂藏书目》卷四史部载“《吴地记》三
卷，陆广微，《古今逸史》本”，卷十一子部载《古

《吴地记》“盘门”条作：“东北二里有后汉破虏将军
孙坚坟，又有讨虏将军孙策坟。”

今逸史》细目中有“《吴地记》、续”。（《明代书

南宋初程大昌《续演繁露》卷五“夷亭”条：“予

目题跋丛刊》本。按《古今逸史》本为二卷，即《吴

问夷亭何以名夷，虽其土人不能知也。偶阅陆广微《吴

地记》一卷、《后集》一卷，疑此“三”字为“二”

地记》，而得其说，盖吴阖闾时名之也。阖闾尝思海

字之误。）

鱼，而难于生致，乃令人即此地治生鱼，盐渍而日干

《八千卷楼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吴地记》

之，故名为鲞，其读如想。又《玉篇》《说文》无鲞

一卷，附《后集》一卷，唐陆广微撰。明刊本、《古今

字，《唐韵》始收入也。鲞即鱼身矣，而其肠胃别名

逸史》本、《学津讨原》本、《学海类编》本、江苏局

逐夷。为此亭之尝制此鱼也，故以夷名之。”（文渊阁

本、《盐邑志林》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四库全书》本）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亦引此事：

《天一阁书目》卷二之二史部地理类：“《吴地

“陆广微《吴地记》云：阖闾思海鱼，而难于生致，治

记》一卷，刊本，有‘万古同心之学’‘天一阁主人’

生鱼盐渍而日干之，故名为鮝读如想。”⑯而今本《吴

二印。唐陆广微撰。”（嘉庆十三年扬州阮氏文选楼刊

地记》不载此事，可知南宋之后又有佚脱。

本）

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多处引用《吴地记》。卷

古籍钩玄

《绛云楼书目》卷一地志类：“《吴地记》。

三“齐门”条：“齐门，齐景公与吴战不胜，以少女嫁

一卷。唐陆广微撰。吴郡人也。”（《丛书集成初

吴太子终累，所谓涕泣而女于吴者。终累，阖闾长子，

编》本）

夫差兄也，早亡。齐女思家，吴王于此作九层飞阁，令

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卷三地理总志：“陆广微
《吴地记》二卷抄。”（《丛书集成初编》本）
《传是楼书目》：“《吴地记》一卷，唐陆广微，
一本。”

地记》作：“齐门，北通毗陵。昔齐景公女聘吴太子终
累，阖闾长子，夫差兄也。齐女丧夫，每思家国，因号
齐门。”似有脱文。《吴郡志》又引“步骘坟”“顾野

⑭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吴地记》一卷、
附《后集》一卷。”

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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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登以望齐，故名。陆广微《吴地记》。”⑰吴本《吴

王坟”“鸭城”“华林园”“虎丘山”“横山”“女坟
湖”“流杯亭”条，均与吴本大体相同而稍有差异。

确实者，列于卷后。”“吴江县”条：“吴
江县，梁开平三年钱氏奏请于松江置。嘉
兴、海盐二县，晋天福四年置，为秀州。”
提到吴江县为五代时所置。所用北宋年号有
太平兴国、景德、大中祥符。用宋以前年号
时，会在前面加朝代，如“唐乾符二年”，
而用宋代年号如雍熙、开宝、祥符等，前不
加“宋”字。所载年号最晚至祥符年间。所
据之《图经》，当为大中祥符间李宗谔撰
《苏州图经》，又名《吴郡图经》。北宋朱
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自序：“自大中祥符
中，诏修《图经》，每州命官编辑而上，其
详略盖系乎其人，而诸公刊修者立类例，据
所录而删撮之也。夫举天下之经而修定之，
《说郛》本《吴地记》书影

《吴地记》中所用年号的情况，亦可说明此书的成
书时间。大部分时候，书中用唐以前年号会加朝代，如
“陈朝贞明元年”“晋建安二年”，而用唐代年号时不
加朝代，如“贞观七年”“景龙二年”“天宝五年”。
用唐以前年号而不言朝代者，多是前文已提到朝代（惟
“海盐县”条，用东晋年号而不言朝代，疑是作者利用
前代史料而忽略朝代）。用唐代年号而言“唐”者，当
为后人所补之文。
至宋代，此书又经过一些增补。卷首七县后，标
为“续添”之四条文字，应是宋人所增。续添之吴江
县，为五代时所置。此外，书中有些内容不似唐人之
语，亦当为宋人添补。如四库提要所言“虎丘山”条
云“虎丘山，避唐太祖讳改为武丘”，又云“于今虎
疁，唐讳虎，钱氏讳疁，改为浒墅”，当是宋人之语。
“常熟县”条：“本号海虞县，至唐贞观九年改常熟
县。”“唐曹恭王庙”条：“唐曹恭王庙，在松江。恭
王，太宗第十四子。调露元年，则天皇后出为苏州刺
史。”“通玄寺”条：“唐东宫长史陆东之书碑。载初
九年，则天皇后遣使送珊瑚镜一面、钵一副，宣赐供
养，兼改通玄寺为重云寺。开元五年，兼赐金鱼字额。
人造一躯以并之。”
至于《吴地记后集》，当是北宋人所作，而又经元
人增补。卷首言：“前记皆书传所载，虽略而具典。自
唐王郢叛乱，市邑废毁，刺史张摶重修罗城，并古今所
创诸县乡坊庙、山茔坟墓、桥梁寺观、圣贤灵迹，或传
记无闻，或废兴不一，今采摘县录，据《图经》，选其

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间近事，未有纪
述也。”（《丛书集成初编》本）《吴地记后集》所据
之《图经》，当与其所续之《图经》为同一书。
《吴地记后集》中又有少量文字为元人所增，如
“长洲县”条：“长洲县，大元元贞元年，董总管移于
平桥北衙东府前。”“天庆观”条：“天庆观，在县西
南一百五十步。唐开元中置，为开元观。至道中改玉清
道观。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额。大元元贞元年，改玄妙
观。”可知此书在元贞年间（或稍后）还经过元人增补。
至明代，《古今逸史》《唐宋丛书》《盐邑志林》
等各本都与清代各本没有太大的差异，可知《吴地记》
最晚到明中期已经定型。周生春《〈四库全书〉史部地
理类提要考辨》一文根据《吴地记》中所记年号及地理
沿革推断成书时间，对具体年代的考证更为详细。⑨
今所见诸本皆无图，不详何时亡佚。今本《吴地
记后集》卷首言：“自唐王郢叛乱，市邑废毁，刺史张
摶重修罗城。”洪武《苏州府志》卷十八《牧守题名》
中“张搏”条下云：“咸通十三年七月，自中大夫、湖
州刺史改苏州，见《吴兴志》。按《旧唐书》云：‘乾
符二年二月，自湖州移庐州。’《肥上英雄录》：‘杨
行密微时，随本兵都押衙统兵送搏赴苏州任，屯兵吴
苑。’则又自卢移苏矣。又按《吴地记》云：乾符三
年，张搏重修罗城，删修《吴地记》，并绘郡图。”*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引乾隆《苏州府志》载“张搏
删治《吴地记》，并绘郡图”，认为“纂成图画”者是
张搏。(按《吴地记后集》作“张摶”，洪武《苏州府
志》作“张搏”，不知何本为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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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通玄寺移盐官县东四十里鲍郎市。其后像失一躯，后

其文不得不简，故陈迹异文，难于具载。由

三、《吴地记》现存版本情况

本。简称樊本。10行19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
边，单鱼尾。与吴本有一定差别，但也不大。

现存《吴地记》的版本有十余种，大多是收在丛书

8 . 明吴永编《续百川学海》本(己集)。9行20字，

当中。目前所见最早的是明代的本子。这些版本可大致

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藏国家图书

分为两类，一种是《吴地记》一卷附《后集》一卷的，

馆。笔者未见。

一种是仅有《吴地记》一卷的。
《吴地记》一卷附《后集》一卷的版本有：

9 .《说郛》本（顺治间宛委山堂刻本，□第
六十三）。9行20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

1 . 明万历间吴琯刻《古今逸史》本。简称吴本。

单鱼尾。藏国家图书馆。大体同于吴本，个别字不同。

10行20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有

凡是“夷”字，《说郛》本亦皆空缺，可能与《唐宋丛

吴琯的校勘记，以小字注“作……”或“当作……”。

书》本有共同来源。

但小字并非全是校勘，亦有《吴地记》作者之自注。吴
本为现存较早之版本，多为后人采用。
2 . 清张海鹏编《学津讨原》本，嘉庆十年（1805
年）张氏照旷阁刊本，简称张本。9行21字，小字双行
不等，黑口，左右双边。有张氏校勘记。一部分是沿袭

10 .《五朝小说》本（唐人百家小说琐记家），明
佚名编，一般认为是用《说郛》《说郛续》刊板重编，
版式与《说郛》相同。
11 .《唐人说荟》本（三集），光绪间陈其钰刻本。
9行21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大体同于吴本。

吴本之校勘，但将吴本“作……”之校勘记皆改为“一

12 . 明末清初曹溶辑《学海类编》本（集余八游

本作……”。张氏还参考了《吴郡志》等他书所引《吴

览），简称曹本。清道光晁氏木活字刊本。9行21字，

地记》之材料，将不同之处注出。根据书末的张氏题

白口，四周单边。与吴本、张本均差别较多，与樊本

识，可知此本以吴本为底本，原已刻成；后又得一本，

较为接近。应当经过校勘，但错字依然不少。吴本校

乃黄琴六（庭鉴）从顼儒吴君处借得，据明嘉靖间钱谷

勘记中“作……”之语，曹本作“当作……”。吴国

参考文献：
从沈与文野竹斋藏本钞录本又传钞之本。遂据此本改补

世系下有按语云：“按所记与《史记·吴世家》多不

吴本一百五十余字。（《丛书集成初编》本）张本质量

同，或别有所本。《史记》二十一君，此作二十五王，

较高，《丛书集成初编》本乃据《学津讨原》本排印，

未知孰是。”与他本除单字多有不同外，脱落“南宫

今人曹林娣校注本亦以张本为底本。

城”一条。此外，“匠门”一条，曹本与他本皆不同之

3.《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以吴本为底本。吴本空

文有四十字。吴本作：“其妻莫邪曰：‘铁汁不下，□

缺之处，文渊阁本大多以小字注明“阙”，补字的情况

有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铄耳以

较少。惟“地名甄胄”条，吴本作：“寿梦生四子：长

□□成物□□可女人聘炉神，当得之。’莫邪闻语，□

诸樊、次余昧、次季札”，文渊阁本增“次余祭”三

入炉中，铁汁出，遂成二剑。”而曹本作：“其妻莫邪

字。此为四库馆臣所补。《四库全书考证》卷五十六

曰：‘铁汁不下，曰有计？’干将曰：‘昔吾师之作冶

《说郛》：“《吴地记》‘地名甄胄’条，‘长诸樊、

也，金铁之颖不销，夫妻乃断发剪指，投之炉中，金铁

次余祭’，刊本脱‘次余祭’三字，今增。”（《丛书

乃濡。’干将夫妻乃断发剪指入炉中，遂成二剑。”此

集成初编》本）

条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或是所据底本不同，或是刊者

4 . 清同治十二年江苏书局刻本。简称局本。12行23

改之。

古籍钩玄

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此本时代

13 .《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基本同于吴本，应当

较晚，与他本无大异而皆小有区别，当是以诸本互相校

也是据吴本所钞，但不钞《后集》，并将吴本阙文皆补

勘而得，可看出有些地方吸收了张本的校勘成果。

全，然而所补内容并无依据。可以看出，在吴本阙文之

5 . 苏州博物馆藏清抄本，笔者未见，情况不详。
仅有《吴地记》一卷的版本有。

处，文津阁本先是空缺，后来又补上字，笔迹、间距与
上下文不同。现举几例。“匠门”一条，吴本作：“其

6 . 明万历间钟仁杰、张遂辰辑《唐宋丛书》本

妻莫邪曰：‘铁汁不下，□有计？’干将曰：‘先师欧

（别史）。9行20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

冶铸剑之颖不销，亲铄耳以□□成物□□可女人聘炉

单鱼尾。与吴本相近，略有不同。“吴地记旧本原文”

神，当得之。’莫邪闻语，□入炉中，铁汁出，遂成

中的“夷”字皆空缺。

二剑。雄号干将，作龟文；雌号莫邪，鳗文。余铸得

7 . 明天启三年海盐知县樊维成刊《盐邑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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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并号□□文剑。”文津阁本分别补字“应”“投

之”“然后”“跃”“青萍”。而文渊阁本只补了一处
“宁有计”，其余几处从吴本阙。文津阁本所补“然
后”“跃”“青萍”，皆不见于他本。又如“松江”一
条，吴本作：“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泽。◇◇◇◇
越伐吴，御之笠泽。其江之源，连接太湖。一江东南流
五十里，入小湖。一江东北二百六十里，入于海。一江
西南流，入震泽。此三江之口也。”“又名笠泽”一句
下阙四字。文津阁本补“又名震泽”四字，当是见下文
“一江西南流，入震泽”一句而补，然震泽为太湖之别

无《吴地记》。
15 . 日本江户中期松平秀云手钞本，藏日本蓬左文
库，笔者未见。
16 .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钞本，(清)袁廷梼(手校
并跋)；(清)钱大昕(手校批注)。笔者未见。
现就笔者所见的版本，对《吴地记》的版本系统作
一粗略归纳：
以吴本为代表的多数版本为一系统，当有同一来
源。但今无宋元本，难以确定祖本。

名，已见于上文“太湖”条，松江不可能又名震泽，所

据张本识语，钱本与吴本有一百五十余字不同，钱

补之文并无道理，亦不见于他本。又如“龙光寺”一

本来自明沈与文野竹斋藏本，又有龙宗长据钱本所刊之

条，吴本作“龙光寺，梁天监二年，金紫光禄大夫□□

明刊本。此三本可算作另一系统，但目前未见到此系统

舍宅置”，文津阁本补“某某”二字。总之，文津阁本

的版本，只能从张本与吴本不同之处推测，这一版本比

看似全本，实则将吴本阙字处皆以己意增补以求美观，

吴本系统更完整。

不足为信。可能是四库馆的校对官所为。或者，乾隆

曹本与其他本不同之处较多，错字也较多，有一条

五十二年五月至五十三年正月，乾隆曾两次下令对文津

脱漏，且“干将莫邪”条与他本迥异，不详其来源，姑

阁《四库全书》进行覆校，也可能是覆校者所补。

且归为另一系统。

14 . 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本，《景印重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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