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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南宋高似孫父子因世傳攀附權貴、打壓理學而爲人所不齒，高似

孫的著述因而在後代不受重視，多有散佚，其學術成就也多被輕視。 事實

上，高似孫著述宏富、博學多識、頗具才華且多有發明創新，其學術自有獨特

之處，值得充分重視。 本文在綜合考察高似孫著述的基礎上，歸納其學術成

就，揭示其學術特色，特别關注中日存藏的稀見文獻，辨析、糾正某些模糊不

當的認識，闡發高氏學術所藴含的時代特色及學術史意義。

南宋高似孫以其《史略》《子略》聞名於世，學界對他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這

些方面，而於其他則關注不足，這種傾向更因高似孫的人品問題而有所加劇。 事

實上，高似孫著述繁富、興趣廣泛、博學多識、才華横溢，作爲南宋時期一名普通

士人，他的學術成就和治學傾向頗能反映當時的社會風尚和思想文化特徵。 本

文將從文獻典籍出發，在釐清高似孫生平事蹟的基礎上，着重考察他的著述情

況，對其學術成就加以總結和概括，澄清某些模糊觀念，進而揭示出高似孫學術

的某些時代特色。

高似孫，字續古，號疏寮，鄞縣（今浙江寧波）人。 《宋史》無傳，其生平史料

較爲散落和缺乏，《南宋館閣續録》中關於高似孫的記載是較早而可靠的史料。

清陸心源所輯《宋史翼》多方彙集筆記、方志、别集及其他文獻資料，編成高似孫

的簡略傳記①，其史料來源即多出於《南宋館閣續録》。

高似孫活躍於南宋中後期，其所處時代是明確的，但以往多爲確切的生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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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考，《全宋詩》《全宋文》的高似孫小傳對此均語焉不詳。 據浙江嵊州市文物

管理委員會所藏始修於元至正三年（１３４３）的《剡南高氏宗譜》記載，高似孫生於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１１５８）二月初三日，卒于理宗紹定四年（１２３１）十月十五日，

享年七十三歲②。 此外，《南宋館閣續録》記載他是孝宗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進

士③。 高似孫的仕宦生涯頗爲曲折，光宗紹熙年間爲紹興府會稽縣主簿④；寧宗

慶元五年（１１９９）十月除秘書省校書郎⑤；慶元六年（１２００）二月通判徽州⑥；嘉定

十六年（１２２３）五月除秘書郎⑦，十七年（１２２４）九月爲著作佐郎⑧；理宗寶慶元年

（１２２５）九月出知處州⑨。 晚年棄官後居於越（今浙江嵊縣）。

高似孫之父高文虎，字炳如，高宗紹興三十年（１１６０）進士。 曾以國子正兼

國史院編修官，任國子監祭酒、中書舍人兼實録院同修撰、翰林學士兼侍讀等職，

高文虎編撰或參與修撰了《四朝國史》《高宗實録》《史記注》等書，在當時的政

壇和學界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宋史》有傳。 後人常常將高氏父子並提。

高氏父子最爲人所垢病的是攀緣執政的權貴韓侂胄，反對道學。 在慶元黨

禁過程中，時任中書舍人的高文虎擔當起重要角色，起草了慶元黨禁的詔書。

《宋史》記載：“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以

擯之，遂命文虎草詔。”⑩同時，高似孫也爲打擊道學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作有

《道學之圖》○11。 高似孫還曾獻九錫詩爲韓侂冑祝壽，被認爲是諂佞者，爲當時士

大夫所不齒○12。 最終高氏父子于寧宗嘉定元年（１２０８）與韓氏同受彈劾。 應該

説，依附當政者而反對道學的政治立場是决定高氏父子歷史命運與學術傳承的

關鍵因素○13。

除此之外，高似孫還有一些行爲歷來受到抨擊。 如他知處州時以貪酷處官，

並且挾妓而去○14；删改其父高文虎所作《蘭亭博議叙》，對父不孝○15；竊窺程大昌

《演繁露》而著《繁露詰》，與人争勝等等○16。 這些看來均爲品行不端之舉。 然而，

洪業（煨蓮）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作有《高似孫史略箋正序》一文，對上述記載逐

一加以反駁，可以説是一篇有關高似孫的翻案文章○17。

相對于高似孫人品優劣的争論而言，我更感興趣的是他的著述情況和學

問特點。 我認爲高似孫是南宋文化繁盛時期一位值得注意的文人學士，在他

的著書立説活動中，折射出種種時代的特色來。 洪業認爲：“似孫文字，存者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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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足供討論。 大約所著書，組構得體，見識敏達；所作詩，神思簡拔，鍛煉工

美。 惟所學，廣博有餘而精密未足，稍爲遺憾耳。”○18這是十分中肯的意見，值

得我們重視。

一 著述繁富 涉獵廣泛

高似孫一生著述頗爲豐富，就其種類和數量而言，在同時代人之中是相當突

出的。 但出於政治的、學派的、家族興衰的種種原因，高似孫的著述並未能得到

系統整理和完整保存，長久以來基本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 雖然存世不少，散佚

或流轉他方的也很多。

高似孫的著述，現今存世的有《史略》六卷、《子略》四卷、《緯略》十二卷、

《騷略》三卷、《蟹略》四卷、《剡録》十卷、《硯箋》四卷、《選詩句圖》一卷、《文苑英

華鈔》八十四卷、《疏寮小集》一卷，另有《唐科名記》一卷及《唐樂曲譜》一卷（此

二種《説郛》中收録，僅爲單篇，或許不能稱之爲書）。 此外尚有散落於他書中的

單篇殘句，《全宋詩》《全宋詞》有所輯佚。

與高似孫相關的存世典籍中，有一種是《蘭亭考》十二卷，此書舊題爲桑世

昌（陸游之甥）撰，高似孫删定○19，應不能歸爲高似孫著作。 另有一種是《剡溪詩

話》一卷，明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俞弁抄本，藏於上海圖書館。 俞氏題記曰：“愚意

此書非似孫所著，觀其筆意與《緯略》不同，姑書以俟博洽者辨之。”書出較晚，且

抄寫者亦表示懷疑，姑存而不論。

高似孫亡佚的著述，可從他本人的記述中獲知一些消息。 他在《緯略》卷一

的開篇説：“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

者，爲《緯略》。”○20
由此可知，除現存的《史略》《子略》《緯略》《騷略》《蟹略》諸略

外，高似孫還著有《經略》《集略》和《詩略》。 另外，從《史略》一書高似孫本人的

論述中，我們獲知他還著有《漢書司馬相如傳注》○21、《蜀漢書》○22、《秦檜傳》○23、

《古世本》○24、《漢官》○25；從《子略》一書中，得知他著有《戰國策考》○26。

以上我們所歸納的包括存世和散佚的高似孫的全部著述，在中國古代公私

目録著録上並未呈現出全貌來。 大致來説，歷代書目中對高似孫著作的著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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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集中于宋元、清代兩個時間段，而以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及清《四庫全

書總目》著録得較爲齊全，也較爲重要。

陳振孫是高似孫同時代的人，其《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有高似孫著述四種：

《蟹略》四卷（農家類）、《硯箋》一卷（雜藝類）、《疏寮集》三卷（詩集類）、《選詩

句圖》一卷（文史類）○27，僅佔高似孫著述一小部分。 《硯箋》和《疏寮集》與後代

流傳的卷數不同，但卻提供了重要資訊。 在《疏寮集》之下，陳振孫解題曰：

四明高似孫續古撰，少有俊聲，登甲辰科，不自愛重，爲館職，上韓侂胄

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爲時清議所不齒。 晚知處州，貪酷尤甚。 其讀

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澀爲奇，至有甚可笑者。 就中詩尤可觀也。○28

此段文字頗爲後人所關注，成爲人們評價高似孫的主要文獻依據，甚至可以用以

解釋何以高氏著作流傳不廣乃至多有散失的原因。 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 經

籍考》關於高似孫著述的著録沿襲了《直齋書録解題》。 《宋史・ 藝文志》則簡單

著録了高似孫的其他兩種著作，《緯略》十二卷和《子略》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是古典目録中收録高似孫著述最爲齊全的一種，收入《四

庫全書》的高似孫著作有《剡録》《子略》《硯箋》《蟹略》《緯略》《疏寮小集》（附

他人詩集後）六種，另有《四庫存目》著録的《文苑英華鈔》 《騷略》 《文選句圖》

三種。

統觀高似孫全部著述，我們發現不僅數量繁多，而且學問涉及面極爲寬廣，

經、史、子、集各個部類均有所涉獵，尤其偏重于子、史類的著述和研究，旁及詩

文，於經學則用力不專。 其實後人也正是以學問淹博來評價高似孫的，批評意見

則認爲他學問太雜，不夠專一。

事實上，高似孫這一類百科全書式的文人正是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以來逐漸

增多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爲當時社會相對安定、文化繁榮昌盛、圖書

出版事業快速發展等因素使得讀書人與以往相比，獲得的知識和信息量急劇增

加，視野大爲開闊，知識構成更趨合理，思考問題更爲全面。 宋代沈括、鄭樵、朱

熹、王應麟等人的學問均具有這樣的時代特色。

此外，高似孫的博學還有其特殊的家族原因。 據臺灣學者黄寬重《家族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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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與社會網路：以宋代四明高氏家族爲例》一文介紹○29，高氏自北宋初至南宋末

歷經九世，憑着對科舉的熱衷和對文化的重視，成爲四明地區的旺族。 高氏家學

淵源深厚，南宋初的高閌傳承二程洛學，長於《春秋》之學，是當時著名的學問

家。 其從子高文虎官職顯赫，擅治史學，“聞見博洽，多識典故”○30。 無論是社會

地位還是家庭財富，高氏家族至高文虎時均已處於鼎盛時期。 另據《剡南高氏

宗譜》記載，高文虎遷剡後，家中建有玉峰堂藏書樓，他本人興趣廣泛，喜愛收藏

圖書和文物。 因此，在家學傳統深厚、藏書豐富、家境富庶的背景之下，高似孫具

有廣泛博雜的學術興趣和足可稱道的學問見識就不足爲奇了。

二 辨章學術 自創新體

著述宏富、博洽多識是高似孫學問的一大顯著特色。 然而不僅如此，在學問

淵博的基礎上，高似孫還特别重視傳統的目録之學，並不斷創新。 他自覺地辨章

學術，考鏡源流，在集成文獻的同時注意歸納提煉其中的重點，所形成的一系列

著作某種程度上均具有學術史的意味。

高似孫著述中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以“略”命名的著作，計有《經略》 《史

略》《子略》《集略》《詩略》《騷略》《緯略》《蟹略》八種。 除《經略》《集略》 《詩

略》三種散佚外，存世的尚有五種。 它們的性質卻不盡相同。 其中前四種的經、

史、子、集四略當爲同一類型，具有分類目録、文獻資料彙編及文獻考證的性質。

其他則爲另外類型的著作。 比如，《騷略》是高似孫摹擬《楚辭》而作的辭賦彙

集，全都是他個人的作品；《緯略》是雜考性質的學術筆記；《蟹略》是有關食蟹資

料的彙編。

高氏諸略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經、史、子、集四略。 由於《經略》《集略》已

亡佚，在高似孫的四部之略中，我們只能以《史略》《子略》作爲考察對象，尤其是

《史略》，集中體現了高似孫的學術特色。 《史略》一書在中國久佚，一直存藏於

日本，且爲珍稀的宋版書。 與《史略》六卷一起流傳的還有同一宋版《子略》三

卷。 它們流傳有序，都是木村蒹葭堂的舊藏，文化元年（１８０４）爲昌平阪學問所

收藏，後歸入内閣文庫，昭和三年（１９２８）《史略》《子略》一同被指定爲日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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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財，現收藏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此一僅存于世的宋刻孤本《史略》，直至

清末楊守敬隨行黎庶昌出使日本時纔被發現，楊守敬將之覆刻收入《古逸叢書》

之中，爲中國人所知曉。 就是説，《史略》在中國學術史上是長期缺席的。 除高

似孫本人著作《緯略》中提到他有《史略》一書外，幾乎不見他處記載，亦不見著

於歷代公私書目○31，筆者尚未發現高似孫同時代人或稍後人對它的引用和稱述。

尤其是《四庫總目》之《緯略》提要曰：“似孫嘗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

《騷略》及此書，今惟《子略》《騷略》與此書存。”○32使得人們更加確信《史略》不存

於世。

《史略》是一部關於宋以前史部文獻資料的彙集，包括史纂和史評的摘録，

以及高似孫本人的評撰。 由於成書過程較爲倉促，書中時有錯誤，不夠精當。 鑒

於此，或許再加上歷來對高似孫人品評價不高的原因，楊守敬在刊刻《史略》所

作之跋中，對它的評價也較低，認爲：“史家流别已詳於劉知幾《史通》，高氏此書

未能出其範圍，況餖飣雜抄，詳略失當。”○33又列舉《史略》内容重複者及不知同書

異名者説：“似孫以博奥名，其《子略》《緯略》兩書，頗爲精核。 此書則遠不逮之，

久而湮滅，良由然也。”○34這是首次接觸《史略》的中國學者對它的評價。

與此不同的是，日本學者對《史略》的評價則較爲正面。 森立之《經籍訪古

志》評論《史略》説：“此書文詞簡約而引據精覈，多載逸書，實爲讀史家不可闕之

書矣。”○35而日本學者中對《史略》評價最爲全面且富於啓發性的是内藤湖南○36，

他着眼於學術發展的大局，對《史略》評價較高，如説：“《史略》的抄録方式是足

可稱道的，基本不發表自己的意見，對古書中的評語也僅僅抄録其最恰當的部

分，由此達到概括全書的效果。”還認爲高似孫的編撰體例啓發了王應麟。 與楊

守敬的看法相反，内藤湖南認爲高似孫的《史略》要優於《子略》，他説：“楊守敬

認爲《子略》出於《史略》之上的看法是完全不恰當的。”“此書没有楊守敬評價

的那麽差，偶然殘存至今的這部書還是很有價值的。”“這個時期已經有人出於

弄清書籍沿革的目的，開始考慮目録學的必要性了。 儘管人品低下，高似孫確實

是其中一個重要人物，這從其著作是不難看出的。 遺憾的是至今學者對此尚未

加以重視。 《四庫提要》雖收録了《子略》，但也是僅僅歷數了其中的缺點，而對

作者出於瞭解學問變遷之目的所做的嘗試則未置一詞。 這可能是由於《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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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亡佚，導致了人們不清楚其企圖的情況。 如果《史略》能夠流傳於中國

的話，可能對他的主旨會給予更高的評價。”内藤湖南的這些看法無疑是相當有

見地的。 同時也説明，高似孫諸略中流傳至今而著述思想又最爲接近的《子略》

和《史略》是要配合起來研究的。 可惜他的《經略》 《集略》已經散佚，否則我們

將經、史、子、集四略結合起來看，一定能更爲全面深入地把握高似孫的學術

思想。

對于高似孫著述的研究，現當代中國學術界評價最高的就是《史略》了。 一

般來説，人們往往從兩方面強調《史略》的價值：一是目録學史的意義，認爲《史

略》是輯録體的專科解題目録，並且重視版本著録；另外是史學史的意義，如認

爲《史略》注重史書取材、強調史源的重要性，所收前代及當代史料不少亡佚而

賴此得以保存等等。 典型的是《史略》卷四“《通鑒》參據書”一條，下列司馬光

纂修《資治通鑒》時所引之書，計二百二十六種，有些是後來散佚或不見於其他

書目記載的，成爲《資治通鑒》研究不可缺少的文獻依據。 再如高似孫對正史尤

其是《史記》的重點研究，包括對其古今版本的詳細記録，今天看來都是彌足珍

貴的文獻資料。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包括高似孫《史略》在内的四部之略是具有鮮明個性的

著作，它們既繼承了古典目録學的傳統，分門别類地著録典籍文獻的主要内容；

又廣收博採相關資料，具有資料彙編的性質；更有歸納總結學術發展規律的努

力。 鑒於歷代史料的散亂無序，高似孫在《史略》自序中云：

乃爲網羅散佚，稽輯見聞，采菁獵奇，或標一二。 仍依劉向《七録》法，

各彙其書而品其指意。○37

説明他同時是在這三方面用力的。 按照中國傳統目録分類法，《史略》由於其複

雜的内容，是很難歸類的。 我們試想，它可以歸入目録類，可以歸入史鈔類，也可

以歸入子部雜考類。 當然，實際情況是，由於《史略》在中國文獻流傳史上的缺

席而避免了歸類的麻煩。 然而與它體例類似的《子略》在目録類别上的歸屬卻

是飄忽不定的，這正反映了相同的問題。 在《宋史・ 藝文志》中，《子略》屬於“子

部類事類”；在《四庫全書》中，《子略》又歸入“史部目録類”；而《叢書集成初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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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它列入“總類”。 高似孫諸略在目録歸類上的不確定，恰恰説明它們是一類

自創新體的著述，具有文獻的獨特性。

著述新體例的創立在高似孫其他著作中也常有反映，如《剡録》《蟹略》《緯

略》《硯箋》，都是一些讓人耳目一新的著作。 以《剡録》而言，這是一部獨具特色

的地方志，創新頗多。 高似孫原籍鄞縣，但自其父高文虎時即已遷至嵊縣（漢稱

剡縣，宋宣和年間改爲嵊縣）。 《剡南高氏宗譜》以高文虎爲高氏遷嵊始祖，高似

孫爲二世祖。 《宗譜》卷首所載南宋剡縣令史安之所作《雪廬公傳》曰：“公諱文

虎，字炳如，號雪廬，鄞人也……好讀書，尤嗜山水。 入剡，遂家於剡，建玉峰堂藏

書寮諸勝。”○38《四庫提要》以高似孫爲餘姚人，恐誤○39。 正是在這位縣令史安之

的請求下，高似孫撰寫了《剡録》。

《剡録》是嵊縣首部地方志，書前有嘉定甲戌年（１２１４）高似孫自序及嘉定乙

亥年（１２１５）嵊縣令史安之序。 内容首爲縣紀年；次爲城境圖；次爲官治志，附以

令丞簿尉題名；次爲社志、學志，附以進士題名；次爲寮驛、樓亭、放生池、版圖、兵

籍；次爲山水志；次爲先賢傳；次爲古奇跡、古阡；次爲書；次爲文；次爲詩；次爲

畫；次爲紙；次爲古物；次爲物外記；次爲草木禽魚。 由以上目次分類我們可以獲

知，此部地方志不同于以往其他方志，是非常重視人文方面内容的。 高似孫自序

曰：“山川顯晦，人也；人隱顯，天也。”○40就是説，一個地方之所以區别於其他地

方，主要不在其自然地理方面，而在於人文歷史方面。 所以高似孫創造性地首次

在地方志中著録了書目，開闢了方志記載地方文獻的好的先例。 另外，此書卷首

爲“縣紀年”，也開了後來地方志中設有“大事記”的先河。 正如《四庫提要》所

説，此書“徵引極爲該洽，唐以前佚事遺文頗賴以存。 其先賢傳，每事必注其所

據之書，可爲地志紀人物之法。 其山水記仿酈道元《水經注》例，脈絡井然，而風

景如睹，亦可爲地志紀山水之法”○41。 故而《剡録》成爲宋人方志的名著，深深影

響到後代。

總之，高似孫重視目録之學，考辨學術源流。 著書立説從自身特長和學術發

展實際情況出發，不囿於成説，勇於創新，編撰成了一部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

在在體現了宋代學術文化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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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詩詞騷賦 文人情趣

雖然高似孫學術涉獵面十分廣泛，但就其個人情趣而言，似乎文人氣質更爲

突出一些。 即便是他子史類著述中，也時時透露出聰敏灑脱之氣。 《南宋館閣

續録》謂高似孫“治詩賦”○42，陳振孫則説他“少有俊聲……其讀書以隱僻爲博，

其作文以怪澀爲奇，至有甚可笑者。 就中詩尤可觀也”○43，體現了同時代人對他

才能情趣的判斷和評價。 清代陸心源《宋史翼》的高似孫傳將之歸入“文苑”類

中，大概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高似孫的文人情趣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學創作

高似孫在詩詞文賦方面均有所涉獵，其中猶以詩最爲人所稱道。 同時代的

陳振孫對高似孫的評價幾乎全是否定之辭，唯曰“就中詩尤可觀”。 據《直齋書

録解題》及馬端臨《文獻通考》記載，高似孫有詩集《疏寮集》三卷。 劉克莊《後

村詩話》也稱高似孫嘗遺其《疏寮詩》二册（見下文所引）。 但後世此詩集已散佚

不全，所存甚少。 《四庫全書》在宋高翥撰《信天巢遺槀》中附有其他三人的詩

集，其中就有高似孫的《疎寮小集》一卷。 此外，南宋陳起編刻《江湖小集》，所收

六十二家詩人中有高似孫一卷；《兩宋名賢小集》中亦有高似孫詩。 《全宋詩》所

收高似孫詩是目前最爲齊全的○44，除以殘存《疎寮集》爲第一卷外，又從《蟹略》

《騷略》《後村詩話》《天台續集别編》等書中輯得佚詩斷句，編爲第二、三卷。 此

三卷高似孫詩雖不能等同於南宋《疏寮集》三卷，但已最爲接近。

高似孫被列入《江湖集》中，似乎應屬於江湖詩派，雖然從他的仕宦生涯來

看，高似孫作爲一位江湖詩人並不十分典型。 我們猜測，之所以將他歸入其中，

或許是從他詩作的風格着眼的，其詩風確乎是疏淡閑散的。 此外，他與江湖詩派

領袖劉克莊的交往大概也是將他歸入江湖派的一個原因。

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四中有一段劉克莊與高似孫交往的重要記載，尚

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劉克莊記曰：

癸未甲申，余自桂林入都改秩。 一日自外歸，逆旅主人云：“有二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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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遇，留刺而去。”視之，蓋高續古、鍾春伯二館職也，皆素昧。 明日往謝，

高云：“吾於陸伯敬處見子某詩。”鍾云：“吾於南唐處見子四六。 相約訪君，

共論此事，何相避之深也！”鍾惠四六一卷，高遺《疏寮詩》二册。 未幾，鍾顯

貴，高出館，不復入。 今皆物故。 余老矣，四六姑置，惟詩結習未忘，所得

《疏寮詩》二册，前已摘出一二聯，後得其全集，數倍於舊，老筆如湘弦泗磬，

多人間俚耳所未聞者，有石湖、放翁、誠齋之風。 部帙既多，不能遍閲，姑録

其警語於編，以備遺忘。○45

接着劉克莊録高似孫整詩八首、詩句十六處。 癸未甲申是宋寧宗嘉定十六、十七

年，高似孫時任著作佐郎，此後便出知處州，未再入館。 高似孫拜訪劉克莊未遇，

在高失意且去世後多年，劉克莊依然念念不忘其典雅醇厚的詩作，給予極高的評

價，並將高似孫與南宋一流詩人范成大、陸游、楊萬里這些人相媲美。

此處僅舉一詩爲例，以見高似孫之詩風。 高似孫《答辛幼安》詩云：

青天不惜日，壯士偏知秋。 自古有奇畫，如今空白頭。

彼時當再來，吾老不可留。 天推璧月上，星入銀河流。

躔度若此急，人生與之浮。 終夜自起舞，舞人共登樓。

典謨有陳言，河洛非故州。 黄鶴呼不來，誰能理殘裘。○46

這首高似孫寫給辛棄疾的詩作，既恰到好處地點出辛棄疾壯志未酬的身世以及

遠大的抱負，同時也展現了高似孫本人不爲人知的高遠境界，被劉克莊評爲“甚

高古”。

詞頗能反映一個人的内心真實情感世界。 《全宋詞》收高似孫詞十六首，大

致説來，其前期詞作歌詠優裕風流的生活，後期詞作則頗有滄桑之感，如《江神

子・ 寄德新丈》：

草堂瀟灑浙江頭，傍林丘，買扁舟。 隔岸紅塵，無路近沙鷗。 枕上看書

樽有酒，身外事，竟何求。   暮雲歸鳥仲宣樓，弊貂裘，爲誰留。 千古書

生，那得盡封侯。 好在半山亭下路，聞未老，去來休。○47

這首詞表達了高似孫繁華享盡、看破紅塵之後超然物外的疏淡心境。 一位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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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與世無争的灑脱形象躍然紙上。

高似孫的文章並未結集，他擅長辭賦，《騷略》三卷三十三篇是他的擬騷賦，

《全宋文》在此基礎上加上他傳世著作中的序言，彙集成文四十三篇。 高似孫在

《騷略序》中曰：

《離騷》不可學。 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嗚呼！ 余固不能窺

原作，猶或知原志者。 輒抱微款，妄意抒辭，題曰《騷略》……嗚呼！ 後之視

今，今之視昔者也，知我者《騷》乎！○48

高似孫《騷略》中出現諸如《幽蘭賦》《水仙花賦》等以香草美人而明志的作品，

與歷來文人高士並無二致。 又如其《欸乃辭》題辭曰：

客有遺王右丞《捕魚圖》者，愛其風景蕭遠，漁事安閑，無一毫較利競名

之意。 切慕其趣，樂其高，爲之歌，曰《欸乃辭》。○49

同樣表達了高似孫高遠脱俗的人生境界。

以上情況表明，高似孫往往喜歡在文學作品中表達自己淡泊名利、志向高遠

的人生追求。 作爲宋代士人，對自身道德倫理的反思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人

生課題，當時外界輿論也常以君子或小人來評價一位士人，給他作出歷史的基本

定位。 與此同時，士人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要對自己作出一番道德審視。 詩文便

於言志傳情，高似孫在其文學創作中所展現的内心情懷，與一般史料記載對他的

評價大不相同。 這促使我們今天应多角度、多方位地去理解他。

（二）文學典籍的整理研究

高似孫遍涉群籍，與當時更注重經史文獻整理研究的其他大多數學者相比，

他在文學典籍的整理研究方面用力甚多。 高似孫對四部典籍的整理研究並無偏

廢，經史子集四“略”中集部佔其一。 雖然《集略》今已散佚，但我們從存世的《史

略》《子略》二書可以推想，《集略》當是一部包括作者評論在内的集部典籍的輯

録體之作。 高似孫另有亡佚的《詩略》一書，體例則難以判斷。

高似孫編有《文苑英華鈔》四集八十四卷，此書又名《文苑英華纂要》。 最早

版本是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宋刻元修本，著録爲“《文苑英華纂要》八十四

卷”，八册，《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出版。 此本前有宋嘉定十六年三月七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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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孫自序，後有元延祐甲寅（１３１４）青山趙文後序。 高似孫自序稱此書爲“四

帙”，趙氏後序則稱“《文苑纂要》四集計八十四卷”。 核查原書可知，之所以稱之

爲《文苑英華鈔》，是因爲高似孫序自稱“鈔本”“作鈔序”；而名曰《文苑英華纂

要》，則是因爲元代青山趙氏後序稱“得鄉先生高公手抄《文苑纂要》四集計八十

四卷”。 此本依序分爲八十四段（部分殘缺、抄補），當爲“八十四卷”著録之由

來。 而莫友芝《宋元舊本經眼録》所言元明間刊印的《文苑英華纂要》分甲乙丙

丁四卷，當爲《四庫全書存目》作《文苑英華鈔》四卷之由來。

據高似孫自序可知，此書是摘録《文苑英華》中可供文章之用的典雅字句輯

編而成的。 它是一部輯録體之作，但並非簡單地抄録，其去取編排有着整體周密

的考慮。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採集衆長的精校本，“間嘗用諸集是正，頗改定

十之二三”○50。 所以當時正奉孝宗之命校刻《文苑英華》而苦於“無佳本”的周必

大在看到高似孫此書時大爲驚喜，“曰：‘《英華》本世所無，況集耶？’乃盡笈去，

復以讎整者畀予研訂，書奏御，不爲無分毫助也”○51。 可見高似孫《文苑英華鈔》

一書在周必大主持校刊《文苑英華》的浩大工程中是起到重要輔助作用的。 《四

庫提要》存目列舉了很多例子，説明高似孫此本與别本《文苑英華》文字出入之

處，認爲“其搜羅亦頗該洽”○52。 高似孫編纂《文苑英華鈔》本來是打算自用而並

不想廣爲傳播的，但也許是因爲人們意識到它“鉤玄摘奇，便於後學”的價值○53，

就被人拿去刊印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華鈔》這類輯録體著述在當時的出現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唯一的。 《四庫存目》謂高似孫此書“仿洪邁《經子法語》之例，鈔合成

帙”○54。 其實從高似孫自序中我們還可以發現更準確、更有意義的解釋。 周必大

稱讚高似孫《文苑英華纂要》“不减小洪公《史語》也”○55。 高似孫則回憶道：

初，予官越，洪公方在郡，日日陪棣華堂書研○56，頗及《史語》。 公曰：“不

過觀書寓筆，示不苟於觀耳。”予曰：“類書帙多字繁，非惟不能盡記，蓋亦未

嘗盡見，古人是以有撮取之功。 然乃切于自用，非爲它人設也。”洪公擊節

曰：“此正余意，《鈔》亦出是歟？”○57

由此可見，此類資料摘録的做法是當時部分士人讀書過程中一種常用的研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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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録成果本不意示人；另外也可知高似孫《文苑英華鈔》的編纂並非受洪邁

之書的啓發和影響，而是自有想法。 正是二人不約而同地採取了類似的做法，所

以高似孫才獲得洪邁的讚賞和共鳴。 止是洪邁《經子法語》尚存，《史語》卻早已

亡佚了。

高似孫另編有《選詩句圖》一書，選録《文選》中自李陵至江淹五十八家的詩

句，詩句之下以小字注出他人之詩，或字詞相同，或詩意類此，起到注釋和説明的

作用。 從全書體例看，高似孫用意大概是以文選之詩爲範例，揭示不同詩歌流派

的特點，啓發引導後學如何作詩。

《選詩句圖》常見的版本是《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未收，列爲存目，題

爲《文選句圖》。 據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所記，南京圖書館藏有一清鈔本，題

“高似孫集”，前有高似孫壬午（嘉定十五年，１２２２）自序。 曾爲丁氏八千卷樓藏

書，丁丙跋曰“舊鈔本”，卷内“玄”字缺筆○58。 此當爲《選詩句圖》最佳版本，《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

（三）藝術化生活

作爲南宋一位家境富裕、生活安逸的文人學士，高似孫興趣十分廣泛，藝文

之事，多有涉獵。 他不僅熱愛藝術，而且可以説使自己的生活充分地藝術化了。

在高似孫的著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繪畫、書法、園林等方面的研究和鑒賞。

其中有兩種專著頗能反映高似孫廣泛的藝術情趣和豐富的藝術修養。

１．《硯箋》四卷

此書撰成於宋寧宗嘉定癸未年（１２２３），《四庫全書》收入子部譜録類，陸心

源《群書校補》中即有《硯箋校》。 在高似孫之前，宋人關於硯的著述不在少數，

如蘇易簡《硯譜》一卷、唐積《歙州硯譜》一卷、米芾《硯史》一卷等，但高似孫此

書自有獨特之處。 其自序云：

衡山浮屠氏瞿省以詩謁，一日曰：“公愛硯入骨，與硯朋。 蘇、歐、蔡、唐

嗜不减公也，記載恨無所統。”余儆其言，箋天下石遺之。○59

可見正是由於高似孫對於硯石有着非同一般的入骨之愛，興趣使然，故而此書編

撰得十分用心，資料豐富，系統性強，超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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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硯箋》書之卷一爲端硯，分子目爲十九；卷二爲歙硯，分子目爲二十；卷三

爲諸品硯，凡六十五種；卷四爲前人詩文。 此書注重與硯相關的詩文典故的搜

集，既體現了高似孫這位癡迷硯石的文人的雅趣，也反映了他學識淹博、注重人

文的治學特點。 因而《四庫提要》評價高似孫《硯箋》説：“《宋志》所録硯譜，今

存者尚有四五家，大抵詳於材産質性，而罕及其典故。 似孫此書獨晚出，得備采

諸家之説，又其學本淹博，能旁徵群籍以爲之佐證，故叙述頗有可觀。”○60

２．《蟹略》四卷

此書亦收入《四庫全書》子部譜録類中，是一部關於蟹的專門著作，特别注

重於食蟹方面。 卷一爲蟹原、蟹象；卷二爲蟹鄉、蟹具、蟹品、蟹占；卷三爲蟹貢、

蟹饌、蟹牒；卷四蟹雅、蟹志、賦詠。 可見高似孫對於蟹文化研究得極其深入，遍

及食蟹的各個方面，可謂細緻周全。 高似孫之前有宋人傅肱《蟹譜》二卷，但徵

事太略，所以高似孫别加裒集。 其特色依然是資料豐富，且注重人文特色。 所

集前人相關詩句甚多。 也有不少高似孫本人之詩，成爲後人搜集其散佚之詩

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全宋詩》即從中輯得不少高氏佚詩。 《四庫提要》評價

《蟹略》曰： “其采摭繁富，究爲博雅。 遺編佚句，所載尤多，視傅譜終爲

勝之。”○61

我們從《蟹略》高似孫本人的詩作中可以體會到他的文人情趣。 如《趙嘉父

送松江蟹》一詩：

青天肯爲蟹飛霜，蟹亦貪詩老更狂。 楓葉已隨詩共冷，菊花能爲酒先

忙。 平生爾雅誰能熟，此去玄經孰敢慌。 剪去吴淞半江水，漁翁不敢叫

滄浪。○62

《吴中致蟹》詩曰：

天雨洞庭霜，寒驅蟹力忙。 全然空俗味，止是作詩香。

酒已方才熱，橙猶未肯黄。 讓渠茶灶火，和月煮滄浪。○63

在高似孫看來，食蟹已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物質享受，而是伴隨着太多的文化意

味和人生體驗。 對於文人來説，美食、文采、雅興缺一不可，肥蟹、美酒、佳詩、良

辰美景以及隨之而來的舒暢心情，共同構成了食蟹文化的整體。 個中滋味，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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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徒所能體會。 在宋代，文人有一種普遍的審美傾向，就是擅長且熱衷於將

日常生活中的尋常事物加以美化和詩化。 高似孫就是這樣一位文人。

四 注重考據 博學多識

人們一般認爲，宋代與清代學術特色的不同，大而言之，是義理之學與考據

之學的區别，然而這種認識卻過於籠統，實際情況遠非那麽簡單。 事實上，考據

之學、辨僞之風一直都是宋代學術的一個重要方面。 高似孫博學多識，學問也具

備考辨的特色。 如前所述，這種注重考據、尋根究底的學術偏好體現在他衆多著

述之中。 此外還集中反映在其《緯略》《子略》二書中。

《緯略》是高似孫的考證筆記，類似於後來的學術隨筆。 所論範圍很廣，大

凡字詞、史實、典故、逸事、詩文、書籍等等，均有涉及。 《四庫全書總目》將子部

雜家類典籍細分爲六小類，即雜學、雜考、雜説、雜品、雜纂、雜編，《緯略》則歸於

雜考類。 “辨證者謂之雜考”，宋人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

《困學紀聞》、程大昌《演繁露》、高似孫《緯略》均屬於這一類雜考式的學術筆

記。 高似孫《緯略》卷一曰：

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 事有逸者、瑣

者，爲《緯略》。 蓋與諸略相爲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64

由此可知，《緯略》是不以專門部類相區分的考證之作，而且是泛泛的雜考。 它

與經史子集之略一類的按部類集中内容的編纂考證之書不同，二者互爲經緯，故

稱之爲《緯略》。

清代學者欣賞這樣的考據之作，因此《四庫提要》對高似孫《緯略》評價頗

高：“陳振孫《書録解題》論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澀爲奇。 然考證之

學，正不嫌其博，而是編所引亦皆‘四庫’所著録，非馮贄之流詭詞炫俗者比，固

不得以隱僻譏也……其言篤實無所贗托，終出楊慎《丹鉛》諸録之上，亦考古者

所必資矣。”○64淵博的知識、廣泛的涉獵正是考據所需的前提條件，高似孫所具備

的這種學術特色與清代考據學有着某種相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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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略》一書與程大昌《演繁露》有着某種特殊的關係，它是在程氏之書的啓

發下模仿而作的。 關於此種情況，高似孫同時代人有所記載，對他評價不高，甚

至指爲抄襲而以爲一無是處。 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九“著書之難”條曰：

著書之難尚矣。 近世諸公，多作考異、正誤、糾謬等書，以雌黄前輩，該

贍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無議其後者。 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

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博贍。 虎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 越日，程

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猶詳。 文

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 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66

高似孫依程大昌《演繁露》而作《繁露詰》，被斥爲輕薄之舉。 這成爲後世垢病高

似孫品行學問的依據之一。

然而，日本的影宋本《緯略》卻使我們改變這一傳統看法。 楊守敬《日本訪

書志》有“高似孫緯略十二卷”，介紹了這個影宋本。 主要是此本前面多了一篇

嘉定乙亥年高似孫的自序，這是中國國内所傳《緯略》任何版本都没有的○67。 除

此之外，這個版本的《緯略》還多出“筆橐”“金剛石經贊”“漢令甲”“竹宫”“甲觀

畫堂” “八陣圖” “風馬牛”七條。 於是楊守敬感歎道：“非重刊不能還似孫

之舊。”○68

兹列高似孫《緯略》自序如下，以見其成書原委：

嘉定壬申春，程氏凖新刊尚書公《演繁露》成，以寄先公。 先公得書，晝

夜看不休。 雖行墅中必與俱，對賓客飯，亦不舍。 似孫從旁問曰：“書何爲

奇古而眈視若此？”先公曰：“是皆吾所欲志者，筆不及耳。”似孫晝夜之力省

侍旁見聞者，鈔作二卷，急課筆史，仍裝標成册，曉以呈先公。 先公翻閲再

三，且曰：“此書好於《演繁露》，何人所作？”對曰：“似孫嘗聞尊訓，有所欲志

而筆不及，是乃夜來旋加緝録者。”先公喜，曰：“吾志也，宜增廣卷帙，庶幾

成書。”一月後，甫得卷十二，而先公已捐館。 展卷輒墮淚，然不可因此而失

傳。 略識其事，以爲之序。 嗚呼！ 後四年乙亥正月十日，似孫書。○69

此序與周密《齊東野語》所記是一件事，但出發點卻不相同。 高似孫也表示自己

的著述是受程大昌啓發而作的，並且其中有沿襲程書的内容。 然而更爲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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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記録了對同樣問題的自己的獨特看法，這些看法有的是他平時深思熟慮、

縈然於胸的，有的則是聽從父親教誨的。 正因爲平時有所思有所得，所以才能夠

在很短的時間内成書。 事實上，《緯略》比《演繁露》資料徵引更爲廣博。 另外不

同於《演繁露》的是，《緯略》還往往標明資料來源，既顯示了高似孫重視文獻資

料的一面，也有誇耀其博學的嫌疑。 程書與高書可以説各有短長，不能簡單指爲

《緯略》即抄襲《演繁露》。

至於《子略》，除了與《史略》同樣具有重視目録傳統、考辨學術源流的特點

之外，比較突出的一面也在考據辨僞上。 就子部書而言，高似孫是歷史上第一位

系統全面地加以考辨的學者，其後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 經籍考》、明代宋濂

《諸子辨》、清代姚際恒《古今僞書考》等討論諸子書時都要多方徵引高似孫《子

略》之説，《子略》成爲他們著述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顧頡剛校點宋濂《諸子辨》，

在其序中説：“宋代辨僞之風非常盛行，北宋有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

南宋有鄭樵、程大昌、朱熹、葉適、洪邁、唐仲友、趙汝談、高似孫、晁公武、黄震等。

宋濂生在他們之後，當然受到他們的影響，所以他的書裏徵引他們的話很多，尤

其是高似孫、黄震二家，而此書的體裁也與《子略》和《黄氏日抄》相類。”○70給予

高似孫《子略》應有的學術地位。 另外，《四庫全書總目》在撰寫諸子書的解題時

每每引用高似孫《子略》的説法，也顯示了對此書的足夠重視。 反映在《四庫提

要》裏的清人對高似孫的重視和較爲公允的評價，表明了對他這種博學多識、注

重考據功夫的學者的欣賞。

實際上，高氏父子與當時的道學一派士人在人生志趣和學術風格上都是不

一樣的，這種區别歷來多被歸結爲政治原因，其實未必全然如此。 《宋史・ 高文

虎傳》記載：“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

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71
然而這也僅僅是崇尚道學的《宋史》編纂者的看

法。 本來，學問博洽與言性命道德是兩個思路、兩種治學途徑，“道不同不相與

謀”，宋代真正如朱熹那樣可以做到二者兼顧的人實在太少。 因此我認爲洪業

所言頗有道理：“文虎與道學諸君子臭味不相投，縱曾當制草《改視回聽》詔，亦

不必便是侂胄奸黨。 不然，慶元六年之初，韓黨勢力方興未艾，文虎何必祈祠外

去耶？”○72從高文虎有意在反道學勢力極盛之時脱身於兩派之争，可以提醒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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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父子卷入政治鬭争旋渦之中也許是身不由己的，他們博洽而專注於知識積

累和考辨的學問特點可能正是他們不喜歡道學的原因。 也許我們應該從另外一

個角度來理解高似孫學術的特色。

五 結 語

高似孫在南宋建立三十一年之後出生，宋朝滅亡四十八年之前去世，歷經

高、孝、光、寧、理宗各朝，活躍在南宋社會相對穩定、文化繁榮昌盛的時期。 高似

孫的活動範圍在都城臨安或臨安周邊地區，處於南宋政治文化的中心。 高氏家

族是四明地區的望族，家境富裕，文物典籍收藏豐富。 總之，高似孫所處的時代、

地域、擁有的家族背景，凡此種種，都爲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好的社會文化環

境，從而在他的學問上有所反映。

高似孫歸根結底是一個文人或學者，雖然他的履歷終究和政治脱不了干係，

但他本人的志趣卻是在讀書作文之上的。 他性情散淡，博覽群書，勤於著述，並

不熱衷於政治。 雖然高似孫聰穎有餘，沉潛不足，且時有自我誇耀之處，某些著

述的撰成也太倉促，不免有誤○73，但他博學多識，好學深思，機敏求新，爲學術而

學術、學以自娱的傾向十分明顯，與那些追究性理的道學一派士人有所不同。 在

高似孫的著書作文中能夠明顯地體現出時代的風貌來，反映了南宋文化的某些

特徵。

注 釋

① （清）陸心源《宋史翼》卷二十九，臺北，文海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版，第 １２５０—１２５１頁。

② 見左洪濤《高文虎、高似孫生卒年考》，《文學遺産》２００６年第 ４期。 載於《文獻》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的張秀民《〈剡録〉跋》亦有揭示。

③ （宋）陳騤、佚名撰，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録續録》卷八云：“高似孫，字續古，慶元府鄞縣

人，淳熙十一年衛涇榜進士出身，治詩賦。”中華書局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３２７頁。

④ （宋）樓鑰《攻媿集》卷三一《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曰：“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

簿高似孫夙有俊聲，能傳家學，詞章敏瞻，吏道通明。 臣今舉以自代。”《四部叢刊初編》本，

第 ２８４頁。 洪業《高似孫史略箋正序》一文（參見注○17）考證出樓鑰寫此文在紹熙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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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４）九月。

⑤ 同注③。

⑥ 同前注。

⑦ 同注③，第 ２９９頁。

⑧ 同前注。

⑨ 同注③，第 ３１７頁。

⑩ 《宋史》卷三九四《高文虎傳》，中華書局 １９７７ 年版，第 １２０３２ 頁。 又見《道命録》 《慶元黨

禁》等文獻。

○11 （宋）黄榦《勉齋集》卷四《與晦庵朱先生》書七：“道學之圖，聞高文虎之子所爲。”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第 １１６８册，第 １０頁。

○12 （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謂其“不自愛重，爲館職，上韓侂冑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

爲時清議所不齒”。 徐小蠻、顧美華點校本，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６０８頁。

○13 ［日］石田肇《南宋明州の高氏一族について —高閌、高文虎、高似孫のこと—》，《宋代の社

會と宗教》，宋代史研究會編，東京，汲古書院 １９８６年版，第 ２２５—２５５頁。

○14 《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謂高似孫“晚知處州，貪酷尤甚”。 （宋）周密撰，吴企明點校《癸辛

雜識》續集上“洪渠”條曰：“高疏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黠過人。 一日，歌《真珠簾》

詞，至‘病酒情懷猶困懶’，使之演其聲若病酒而困懶者，疏寮極稱賞之。 適有客云：‘卿自

用卿法。’高因視洪云：‘吾亦愛吾渠。’遂與脱籍而去，以此得嘖言者。”中華書局 １９８８年版，

第 １１９頁。

○15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四在“蘭亭考十二卷”條下曰：“本名《博議》，高内翰文虎炳如爲之序。

及其刊也，其子似孫，主爲删改。 ……多失事實，或戾本意。 其最爲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

觀，亦竄改無完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于其父猶然，深可怪也。”第 ４０９ 頁。 又，《癸辛雜

識》别集下“銀花”條，以高文虎與妾銀花之帖，暗示高氏父子不和。 第 ２７２頁。

○16 （宋）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卷一九“著書之難”，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３５１ 頁。

參見注 ６６正文。

○17 洪業《高似孫史略箋正序》，《洪業論學集》，中華書局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１００—１０５ 頁。 原載于

《史學年報》第一卷第 ５期，１９３３年 ８月。

○18 同前注，第 １０２頁。

○19 《蘭亭考》有《知不足齋叢書》本、《四全書庫》本等。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以高似孫不僅

妄删本文，連其父高文虎之序亦一併删改，因而大爲垢病。 參見注○15。 《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則認爲高似孫大致删改得當，陳振孫之責過於苛嚴。 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年版，第 ７３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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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緯略》卷一，《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 １９８５年版，第 １頁。

○21 《史略》卷二：“似孫曰：‘司馬相如一傳，最難注。 予嘗注此傳，大費功力。’”日本公文書館

原内閣文庫所藏宋本《史略》，八葉下。

○22 《史略》卷二：“予遂作《蜀漢書》，系蜀以漢，尚孰幾乎？”同前注，二十三葉下。

○23 《史略》卷三：“（先公）其有分《秦檜傳》者，筆不得下，今《檜傳》僅數葉而已。 似孫乃爲纂

修《檜傳》，極爲精核。”同前注，十四葉上。

○24 《史略》卷六：“予閲諸經疏，惟春秋左氏傳疏所引《世本》者不一，因採掇彙次爲一書，題曰

《古世本》。”同前注，二葉下。

○25 《史略》卷六：“予以孟堅《百官公卿表》載漢官無統緒，嘗作《漢官》，殊有條理。”同前注，四

葉下。

○26 《子略》卷三：“（予）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説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

曰《戰國策考》。”顧頡剛校定《高似孫子略》，《辨僞叢刊》，北平：樸社，民國十七年（１９２８）

初版，廿二年再版，第 ６２頁。

○27 同注○12，第 ３０１、４１５、６０８、６５０頁。

○28 同注○12。

○29 黄寬重《家族興衰與社會網路：以宋代四明高氏家族爲例》，《東吴大學歷史學報》第 １１ 期，

２００４年 ６月。 又以《洛學遺緒———高氏家族的學術與政治抉擇》爲題收入其《宋代的家族

與社會》一書中。

○30 同注○10。

○31 周天游《史略校箋》之序《〈史略〉淺析》曰：“《史略》一書，國内早已失傳，南宋以來官私目

録均未著録。”書目文獻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１頁。 但我們也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如明人晁

瑮在其《晁氏寶文堂書目》中記有“《史略》”一條，未標明作者，僅僅注明是“舊刊”，記録十

分簡略。 是否可以推測此乃當時已不太常見的高似孫《史略》，尚待考察。

○32 《四庫全書總目》，第 １０２０頁。

○33 楊守敬《史略跋》既附于《古逸叢書》之《史略》之後，也收入其《日本訪書志》中。

○34 同前注。

○35 ［日］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三，《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册，第 ２２７頁。

○36 ［日］内藤湖南著，馬彪譯《中國史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９２、１９３頁。

○37 同注○21，首葉。

○38 轉引自左洪濤《高文虎、高似孫生卒年考》一文。 同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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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昌彼得、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灣鼎文書局 １９８７年版）沿襲《四庫提要》以高

似孫爲餘姚人的説法，影響廣泛。 《全宋詩》高似孫小傳考證出這一説法出自清光緒《餘姚

縣志》。

○40 《剡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４８５册，第 ５２９頁。

○41 同注○32，第 ５９９頁。

○42 同注③。

○43 同注○12。

○44 《全宋詩》卷二七一九至二七二一，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５１ 册，第 ３１９８２—

３２０１１頁。

○45 （宋）劉克莊撰，王秀梅點校《後村詩話》續集卷四，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年版，第 １３１頁。

○46 同前注。

○47 《全宋詞》第 ４册，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年版，第 ２２７２頁。

○48 《全宋文》卷六六四七，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２９２册，第 １９８頁。

○49 同注○48，第 １７９頁。

○50 《文苑英華纂要》之高似孫自序，《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修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51 同前注。

○52 同注○32，第 １１１６頁。

○53 同注○50。

○54 同注○52。

○55 同注○50。

○56 棣華堂，疑爲“棣萼堂”之誤。 寶慶《會稽續志》： “棣萼堂在雲近之下，紹熙元年，洪邁領郡，

以其兄丞相适乾道中嘗出守，邁取綸告中語，有‘矧伯氏棠陰之舊，增一門棣萼之華’，故

名。” “招山閣在棣萼堂之下，不知作於何時，舊名清凉閣，守洪邁改今名。”《（南宋）會稽二

志點校》之寶慶《會稽續志》卷一，（宋）施宿、張淏等撰，李能成點校，安徽文藝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４００頁。

○57 同注○50。

○58 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３３８３頁。

○59 《硯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８４３册，第 ９８頁。

○60 同注○32，第 ９８５頁。

○61 同注○32，第 ９９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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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同注○44，第 ３１９８８頁。

○63 同注○44，第 ３１９８９頁。

○64 同注○20。

○65 同注○32，第 １０２０頁。

○66 同注○16。

○67 《日本訪書志》卷七“高似孫緯略十二卷”全文引用了高似孫這篇自序。 《日本藏漢籍善本

書志書目集成》，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９ 册，第 ４８９ 頁。 楊守敬所言之書現

藏於臺北故宫博物院。 日本學者阿部隆一認爲此本是“江户末明治初寫本”，並非楊守敬所

説的“影宋本”。 阿部隆一《故宫博物院藏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斯道文庫論集》第 ９ 輯，

昭和四十六年（１９７１）十二月。

○68 同注○67，４９０頁。

○69 同前注。

○70 （明）宋濂撰，顧頡剛校點《諸子辨》，樸社民國十五年（１９２６）初版，第 ３頁。

○71 同注⑩。

○72 同注○17，第 １０３頁。

○73 高似孫《史略自序》謂此書“寶慶元年十月十日修，十一月七日畢”，僅用二十七天匆匆寫

就。 《緯略》成書定稿也僅用一個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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