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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魏武帝集》结集时间以及著录情况的考察，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文本。就现有文献，《魏武
帝集》初次结集为三十卷，时间上限为梁普通四年（ 523） ，但不会晚于大同二年（ 536） ； 后有隋二十六卷，唐三
十卷，宋三十卷，明五卷，清一卷本。由隋至清的著录可以看出《魏武帝集》自结集之后，一直在流传，并未全
部亡佚，只是在作品数量上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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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Collection of Wei Wu Di Ji and Its Ｒecords
ZU Qiuyang
（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Ｒesearch，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Chongqing 400065，China）

Abstract： Investigating the time of the collection of Wei Wu Di Ji and its records is helpful for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the text．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the first edited works of Wei
Wu Di Ji included thirty volumes in the Liang Dynasty，namely，from the fourth year of Putong（ AD
523） to the second year of Datong（ AD 536） ； there were 26 volumes in the Sui Dynasty，
30 volumes
in the Tang Dynasty，
30 volume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1 volume in the 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volumes’change of works of Wei Wu Di Ji from the Sui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we can
see that works of Wei Wu Di Ji have been spread since it was collected，but the number of volumes
was reduced observably．
Key words： CAO Cao； Wei Wu Di Ji； collection； edition
魏武帝曹操著述甚丰，《隋书·经籍志》除收录《魏武帝集》外，还收录了《〈孙子兵法 〉注》、《续孙子
》
兵法 、《兵书接要》等著作。① 姚振宗在《三国艺文志》中著录曹操十九种著作，惟于结集及流传情况，偶
有未逮，兹考辨如下，或间有小补。

一、《魏武帝集》结集时间考
曹操作品在建安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 。 王沈说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 登高必赋，及
① 《隋书·经籍志》中将《魏武帝集》与《〈孙子兵法〉注》、《续孙子兵法》、《兵书接要》等兵法类著作分开记录，可见，二者类别不
同且无包含关系，故本文所论述暂不包括兵法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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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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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54）

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曹操虽未称帝，但作为建安时期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的政治地位决
定了他可以在宫廷范围内以乐府的形式将其作品传播 。 这种传播与曹操对音乐的喜爱密切相关，《魏
［1］（ p54）

书·武帝纪》裴注引张华《博物志》： “桓谭、蔡邕善音乐 …… 太祖皆与埒能。”
曹操的音乐修养能
与蔡邕媲美，足见其造诣颇深。又如《魏书·方技传》载： “黄初中，为太乐令、协律都尉。 汉铸钟工柴玉
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为时贵人见知。夔令玉铸铜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
厌之，谓夔清浊任意，颇拒捍夔。夔、玉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知夔为精而玉之妄
［1］（ p806）

也，于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士。”
可见曹操对音律也是颇为精通。 出于对音乐的喜爱，曹操逐
步建立了曹魏宫廷音乐机构，《晋书 · 乐志 》载： “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
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 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
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 远详经籍，近采
［2］（ p679）
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
说明了曹操建立曹魏宫廷音乐机构的过程。 东汉末年军阀混
战，
乐章亡缺，曹操处于羽翼未丰的时期，至建安十三年（ 208） 曹操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并自为

丞相，统治地位逐渐巩固，同年，曹操在荆州收用杜夔，开始创制雅乐，同时又有一批歌师、舞师来辅助，
于是曹魏音乐机构得以建立，这对于曹操乐府诗在曹魏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基本条件 。 曹操现存诗皆
为乐府，在当时都是入乐演唱的，曹操乐府的入乐情况主要分为三类 ： 魏乐所奏，魏、晋乐所奏和晋乐所
奏，其中“魏乐所奏”主要是在曹魏宫廷以及邺下文人集团中流传 。
现存文献中关于《魏武帝集 》的最早著录为《隋书 · 经籍志》，《隋志 · 经籍志 》包括了梁、陈、齐、
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的图书，非专志隋，如姚振宗所说《隋书》“自周秦六国、汉魏六朝迄于隋唐之
［3］（ p808）

际，上下千余年，网罗十几代，古人制作之遗，胥在乎是”。
《隋书·经籍志》载： “《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卷，录一卷。 梁又有《武皇帝逸集 》十卷，亡。”
［4］（ p104）
又载： “《魏武帝集新撰》十卷。”
从《隋书 · 经籍志 》记载可以看出，《魏武帝集 》二十六卷本为隋
代的存世情况，而在此之前还有“梁”三十卷本，《隋书 · 经籍志》将隋代二十六卷本与“梁”所录三十卷

本进行比较，突出《魏武帝集》卷数的变化。《隋书· 经籍志 》所言“梁三十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 》
十卷”之“梁”、“梁又有”实乃其著述体例之特点，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 》中指出《隋志 》附著梁有
［3］（ p808）
亡书 1545 部之多。
来新夏认为“《隋书·经籍志》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记存佚，如称梁有、宋有
［5］（ p106）
此说甚是。 那么，对《隋书 · 经籍志 》中所谓“梁”、“梁
或亡、并以夹注方式依类附入亡佚书目 ”。

又有”的理解则成为《魏武帝集》结集时间的关键性问题。
有学者将“梁”、“梁又有”理解为萧梁，这种观点大抵望文生义。“梁 ”非泛指萧梁的原因在于《隋
书·经籍志》与《七录》有密切的联系，《隋书 · 经籍志 》的编纂固然汇集前代书目成果，但在诸多书目
中，《隋书·经籍志》与《七录》的联系较为特殊。朱彝尊认为： “至《隋志》始勒成，经籍志附著《七录 》之
［6］（ p1505）

指明《隋书·经籍志》收录了《七录》内容。钱大昕又进一步补充，认为“阮孝绪《七录 》
［7］（ p553）
撰于普通中，《志》所云梁者，阮氏书也”。
明确指出“梁”即为“阮氏书”。章宗源的看法与之类似，
目于下。”

［8］（ p63）
至此可以看出“梁有 ”内容即
认为： “《隋志》依《七录》，凡注中称‘梁有今亡’者，皆阮氏旧有书。”
为阮孝绪《七录》之述，而非萧梁所有。

《隋书·经籍志》中所言“梁三十卷”是对《魏武帝集 》最早的录著，那么“梁 ”也就是《魏武帝集 》结
集的时间。如上文所言，《隋志》中所注“梁”者即为《七录 》之述，那么《七录 》编纂时间也就是《魏武帝
集》最早结集的时间。《七录》编纂时间又是何时呢？ 阮孝绪于《七录》自序云“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阏
［9］
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 不难看出，阮氏著《七录》始于为梁普通四年 （ 523） ，也就
是说《七录》编纂的时间上限为此年，而阮氏卒于大同二年（ 536） ，由此可以推断出《七录》成书时间下限
为阮氏卒年即 536 年。阮氏著《七录》共用十三年，按照常理来推断，阮氏自普通四年 （ 523） 开始著《七
录》，《魏武帝集》就应该结集了。 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阮氏编纂《七录 》之时《魏武帝集 》仍未
结集，而是结集于阮氏编纂《七录》的时间段内，也就是梁普通四年 （ 523） 至大同二年 （ 536） 之间。 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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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出结论，即《魏武帝集》结集的时间上限为梁普通四年（ 523） ，但不会晚于大同二年（ 536） 。

二、《魏武帝集》流传考
1． 唐前本及唐本
唐前本如上文所述指《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武帝集 》梁三十卷本以及《隋书 · 经籍志 》所载二十
六卷本，其中战乱是导致曹操作品大量散佚以及作品卷目数量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 唐本指《旧唐书
［10］（ p88）
［11］（ p490）
·经籍志》载： “《魏武帝集》三十卷。”
《新唐书 · 艺文志 》载： “《魏武帝集 》三十卷。”
《旧
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录三十卷，与《隋志 》中所言二十六卷本有出入，却与《隋志》“梁

三十卷”完全一致，其中是否有关联呢？ 是唯独《魏武帝集》出现这种情况，亦或同样存在于其他作品的
著录中呢？
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选取了与曹操所处时代相近且同为建安文学集团成员的曹丕 、曹植以及建安
七子之文集作为比较对象，将《隋志 》与《旧唐志》、《新唐志 》中收录三曹七子文集情况逐一进行比较。
笔者将《隋志》与《旧唐志》、《新唐志》中收录三曹七子文集分为三类： ①
第一类： 《隋志》中未言“梁”者，《旧唐志》、《新唐志 》与《隋志 》所录卷目不同。 如曹植、刘桢别集。
［4］（ p103）
《隋志》著录曹植别集： “《陈思王集》三十卷。”
《旧唐志》、《新唐志 》皆录二十卷。《隋志 》著录刘
［4］（ p103）
《旧唐志》、《新唐志》皆录二卷。
桢别集： “魏太子文学《刘桢集》四卷，录一卷。”

第二类： 《隋志》言“梁亡”者，《旧唐志》、《新唐志》与《隋志》所言“梁亡”卷目不同。如徐幹、阮瑀、
［4］（ p103）
《旧唐志》、《新
应玚别集。《隋志》著录徐幹别集： “魏太子文学《徐幹集》五卷，梁有录一卷，亡。”
［4］（ p103）
《旧
唐志》皆录五卷。《隋志》著录阮瑀别集： “后汉丞相仓曹属《阮瑀集》五卷，梁有录一卷，亡。”
唐志》、《新唐志》皆录五卷。《隋志 》著录应玚别集： “魏太子文学《应玚集 》一卷，梁有五卷，录一卷，
［4］（ p103）

亡。”

《旧唐志》、《新唐志》皆录二卷。
第三类： 《隋志》言“梁”者，《旧唐志》、《新唐志 》与《隋志 》言“梁 ”者相同。 如曹操、孔融、陈琳别

［4］（ p104）
《旧唐志》、《新唐志 》皆录三十卷。
集。《隋志》著录曹操别集： “《魏武帝集 》二十卷，梁三十卷。”
［4］（ p103）
《隋志》著录孔融别集： “后汉少府《孔融集》九卷，梁十卷。”
《旧唐志》、《新唐志 》皆录十卷。《隋
［4］（ p103）
《旧唐志》、《新唐志》皆录十卷。
志》著录陈琳别集： “后汉丞相谋掾《陈琳集》三卷，梁十卷。”
上述第一类无“梁”，第二类“梁亡 ”与所要解决问题即《旧唐书 · 经籍志》、《新唐书 · 艺文志 》与

《隋志》“梁”之关系无关，姑且不论。通过第三类分析则可以清晰地看出，《隋志 》与《旧唐志》、《新唐
志》中收录三曹七子文集情况密切相关 ，后两者著录别集卷数与前者所录大多不同 ，却与前者中“梁 ”注
卷数大多相同，换言之，《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 · 艺文志 》所录三曹七子别集卷数与《隋志 》所载
隋代流传卷目不同却与《隋志》中所注“梁”所存卷数一致。《旧唐书 · 经籍志》、《新唐书 · 艺文志 》所
载《魏武帝集》三十卷与《隋志》“梁 ”注相吻合并不是特例，这种吻合自然可以解释为唐人将隋代二十
六卷本重新结集并编排为三十卷本，如《四库全书总目 》所言“当有官书佚脱，民间传本未亡，故复出
［12］（ p1272）

也”。
但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不能排除新旧唐书在著录《魏武帝集》时抄录了《隋志》中“梁 ”的可
能，且这种可能性很大。
2． 宋本
宋代对《魏武帝集》著录有二，分别为郑樵《通志 》和尤袤《遂初堂书目 》。 郑樵《通志 · 艺文略 》载
［13］（ p815）
“《魏武帝集》三十卷。《武帝逸集》十卷，《武帝集新撰 》十卷。”
这与《隋书 · 经籍志四 》中所载
“梁”的情况基本一致，《隋志》载： “梁三十卷，录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又载： “《魏武帝
［4］（ p104）
《武皇帝逸集》于《隋志》中就已经注明亡佚，至宋代又重新出现，这种可能性不是
集新撰》十卷。”
很大。因此《通志》中所谓《武皇帝逸集》或为重新辑录，或为沿袭前说，笔者认为后者可能性更大。 宋
①

曹丕较为特殊，《新唐书·艺文志》中未录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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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关于《魏武帝集》的另一记载为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遂初堂书目 》所载录《魏武帝集 》，虽未详述
卷数，①但却反映了《魏武帝集》在宋代的流传且较之《通志》所言更为真实可信，此本盖为隋唐残本。
曹操对建安诗歌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 刘熙载说： “曹公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
［14］（ p244）
匹也。”
足见曹操诗史地位的重要。那么在私家书目繁盛的宋代，《魏武帝集 》只见于《遂初堂书
》
目 又如何解释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政治原因。金人入侵，北宋覆亡，迫使高宗南渡，社会动荡，战争频发，宋金对峙。 而这种情
况与曹操政权占据北方，三国对立的情形颇为相似，于是曹操成为反映现实的反面人物 。宋人对北方的
女真族愤恨不满，对收复失地有强烈的愿望，这种冲击使得南宋文学具有鲜明的爱国情结 。 陆游诗云
［15］（ p806）
“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朱熹说曹操： “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
从中不难看出，宋人将
民族情绪植入曹操身上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影响了曹操作品在宋代的接受 。
［1］（ p2）
这种德行是与宋代儒家道德
其次为思想原因。《三国志》载曹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
思想观念相背离的。曹操三次公布《求贤令 》，这是对儒家思想的大变革，为得良将曹操不弃“盗嫂受
［16］（ p40）
［1］（ p49）
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 ”，
皆可纳为己
金”者、“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者、“不仁不孝 ”者，
［17］（ p600）
而曹操诸
用。钱穆先生说： “宋儒的自觉运动，自始即带有一种近于宗教性的严肃的道德观念 。”
多行径与“宋代严肃的道德观念”相背离。因此在道德至上的宋代，曹操形象表现出了明显的被贬损的
特点，而这种贬曹倾向直接影响了官私目录对其作品集的著录 。
再次为版本原因。《魏武帝集》自结集就少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言： “今诸家诗文散见于《文
［18］（ p462）
反映出《魏武帝集 》在宋代的流传并
选》及诸类书。其以《集》传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
不广泛，版本亦不多见。因此，宋代唯见尤袤《遂初堂书目》录《魏武帝集》。至元代脱脱修《宋史· 艺文
志》，已无《魏武帝集》相关记载。
3． 明清本
辽金元三代，不修艺文志，明代虽有《明史 · 艺文志 》却专录明代著作，不见他朝之作，但仍可从明
代其他文献中找到线索。 明代对《魏武帝集 》著录有三： 分别为李时珍《本草纲目 》、焦竑《国史经籍
［19］（ p29）
未述卷
志》、徐火勃《徐氏家藏书目》。《本草纲目》卷一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 》有《魏武帝集 》，
数（ 所述书目均无卷数） 。李时珍于其书目下按“自陶弘景、唐、宋已下所引用者，凡一百五十一家。 时
［19］（ p19）
李时珍注本草博览群书，书目所言《魏武帝集 》较为可
珍所引用者，除旧本外，凡四百四十家 ”。
［20］（ p249）
信。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载： “《魏武帝集 》三十卷，《武帝逸集 》十卷，《武帝新撰集 》十卷。”
与《隋志》“梁”注基本一致。《四库全书总目》对《国史经籍志 》的评价并不高，指出诸多弊端如： “丛钞
［12］（ p744）
且《国史经籍志 》以郑樵《通志 · 艺文略》为蓝本，所录著
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
《魏武帝集》情况与《通志》完全一致，《通志》所言《魏武帝集》已有沿《隋志》“梁 ”注说的可能，《国史经
籍志》可信度更低，盖沿《隋志》“梁”注，不再赘述。胡应麟《诗薮》： “今惟陈思王十卷传，武、文二主集，
［21］（ p261）
说明《魏武帝集 》在明代确实存在，只是其中大量作品亡佚，但仍
仅二、三卷，亡者不可胜计矣。”
［22］（ p229）
。
》
《
有可见者 明徐火勃 徐氏家藏书目 卷六载“《魏武帝集 》五卷 ”。
这是笔者所见明代书目中唯一
标明《魏武帝集》卷数的记载，应为明代重新辑录，相对真实地反映了《魏武帝集》在明代的流传情况。
清代对《魏武帝集》著录，唯见曹寅《楝亭书目》。《楝亭书目 》卷四载： “《魏武帝集 》，魏曹操撰，一
［23］（ p15）
曹寅藏书过万卷，《康熙江都县志 · 曹寅传 》载曹寅“尝集书十万余卷，手自校雠，刊善
卷一册。”
［24］
本行世”。因此，曹寅所录《魏武帝集 》可信度较高。 清又有刻本《魏武帝集 》一卷，附本纪， 此本与
《楝亭书目》所载卷数一致，盖为同一版本。

三、结论
首先，《魏武帝集》自结集之后，一直在流传。《隋书 · 经籍志》、《旧唐书 · 经籍志》、《新唐书 · 艺
①

凡《遂初堂书目》所录者皆无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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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志》、《通志·艺文略》、《遂初堂书目》、《本草纲目》、《国史经籍志》、《徐氏家藏书目》、《楝亭书目 》等
书目的著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魏武帝集》流传情况，有学者认为“曹操诗文集的最后散佚大概在北宋
［25］（ p293）
后期”。
这种观点，似乎值得进一步思考，原因是北宋以后仍然有对《魏武帝集》卷目记载的文献，
《本草纲目》、《国史经籍志》、《徐氏家藏书目》、《楝亭书目 》等书目皆清晰地记载了《魏武帝集 》的流传

情况。
其次，《魏武帝集》在流传过程中，作品数量有所减少。自梁三十卷，隋二十六卷，唐三十卷，至宋三
十卷，明五卷，清一卷，可以看出数量的变化。《魏武帝集》在流传过程中，卷数上的变化，固然与战争焚
毁等浩劫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历代读者对曹操形象的接受 ，换言之，不同朝代对历史人物的评
价存在差异，曹操个人评价的接受，直接影响了其作品集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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