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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 文言卷 ） 补正
王丽娟
（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 石昌渝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收录全面，特色鲜明，优点有目共睹，可谓 21 世纪初小说
目录学集大成之作。由于此书成于众手，在保持整体高水平的同时，某些部分难免存在一些疏失和错讹。选
取《总目》文言卷所涉五代（ 包括唐末、宋初） 小说 22 部，一一进行订正和补充。通过考察可知，《总目》失误主
要体现在： 一是小说条目题头方面，从书名、卷数到作者所处时代、作者所处割据政权、作者姓名，都出现过错
讹。二是小说条目正文方面，包括作者生卒、作者里籍、作者生平、作品成书、历代著录、版本流传、作品存佚及
其他史实等，或失考有误，或略而不录，或录而不详，或搜集不全，或表述不当。三是条目题头和正文都对一些
有争议、难断定的问题，草率定论，没有存疑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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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s and Corrections to the General Catalog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s（ Classical Chinese Volume）
WANG Lijuan
（ College of Humanities，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42，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l Catalog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s，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by SHI Changyu，has many obvious strong points，such as distinctive features，etc． So it is regarded as a masterpiece of novel bibliograph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Because this book was written by
many people，there are some mistakes in some parts inevitably，while maintaining a high level as a
whole． This paper selects 22 novels of Wu Dai（ including the late Tang and the early Song Dynasty）
involved in the book and offers corrections and supplements for each one． Through research we can
know the book has many mistakes： firstly，mistakes in entries and printed titles，including the titles，
volume numbers，the times and separative regimes in which the authors live，and the authors’full
names； secondly，mistakes in entry text，including the author’s birth and death time，author’s native
place，and the author’s life and works，description，version，works circulated in past dynasties，other
historical facts，etc． ，without error investigation，without detailed records and collection，and inappropriate expression； thirdly，careless conclusion to the disputes about entry titles and texts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and the problems to be proven．
Key words： The General Catalog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s（ Classical Chinese volume） ； novels of Wu
Dai； errors；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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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昌渝先生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 以下简称《总目 》） 收录全
面，特色鲜明，优点有目共睹，可谓 21 世纪初小说目录学集大成之作，惠及学林，功莫大焉。由于此书成
于众手，在保持整体高水平的同时，某些部分难免存在一些失误。一些学者从自己的专长出发，已经注
意到了《总目》的某些失误，比如任明华《〈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 文言卷 ） 补正 》指出《总目 》在小说书目
的著录、小说内容和新增小说条目三个方面的失误，任文主要关注明清部分，又以明代为主。 李小龙
《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 白话卷 》对《总目 》白话卷的优劣进行了评述。 罗宁《两种文言小说书目补
正》主要对《总目》所涉 30 部唐五代小说进行补正，集中于唐代轶事小说； 《两种文言小说书目补正续 》
对《总目》所涉 30 部唐前、唐五代、宋代小说进行补正，而以宋代小说为主。 张学谦《〈中国古代小说总
目〉指瑕》指出《总目》在书名、作者、版本、引用等方面的错漏，主要限于清代部分。
虽然上述文章已指出《总目》的诸多失误，但侧重点并不相同，其他疏失仍有待补正。 笔者在参与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辑录 ”子课题“五代史《艺文 （ 经籍 ） 志 》著录
小说资料辑录”时，曾参考《总目》，受益良多，但也发现其中五代（ 包括唐末、宋初） 小说部分存在一些疏
漏，故就书中文言卷所涉 22 部五代小说，一一进行订正和补充。
1．《北梦琐言》二十卷 （ 宋） 孙光宪撰（ 《总目》第 13 页）
《总目》： 孙光宪（ ？ － 968） 。
补正： 孙光宪生年已有学者考证，可参见庄学君《孙光宪生平及其著述 》、刘尊明《“花间词人 ”孙光
宪生平事迹考证》、拜根兴《孙光宪生年考断》、房锐《孙光宪与〈北梦琐言 〉研究 》等文，由此可知孙氏约
生于唐昭宗乾宁三年（ 896） 。
《总目》： 据书前自序，知本书作于其居江陵时，又直称唐及五代十国名，度已在其入宋后。
补正： 《北梦琐言》应是孙光宪在荆南幕府时创作，书中记有北宋建隆元年 （ 960） 之事，“《北梦琐
［1］（ p75）
此时孙氏还未入宋。 建隆
言》的结集时间约在北宋建隆三年，即荆南高氏政权归附宋朝的前夕 ”，
四年（ 963） ，荆南（ 南平） 为宋所灭。所以此书应为五代著作，而非宋代著作。
《总目》： 元代以后书目皆作十卷……则元代以后已有散佚。
补正： 此处“十卷”应是笔误。 是书宋代《崇文总目 》传记类、《通志略 》杂史类、《郡斋读书志 》（ 袁
本） 小说类、《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明代《国史经籍志》杂史类、《澹生堂藏书目 》杂史类，清代《述古
堂藏书目》小说家类均著录三十卷。元代《文献通考 · 经籍考》小说家类、清代《四库全书总目 》小说家
类等著录二十卷。清代私目多作二十卷。《宋史 · 艺文志 》小说类作十二卷，当为颠倒之误。 孙氏《北
梦琐言》自序、《宋史·孙光宪传》皆言三十卷，又《太平广记 》等所引多为今二十卷本所无，可知原书为
三十卷，宋代以后已有散佚。
《总目》： 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林艾园校点本又据以整理 ，为目前较为完备之本。
补正： 与林艾园校点本相比，中华书局 2002 年贾二强点校本可谓后出转精，此点校本集各本所长，
编有《佚文补遗》，为目前最善本。
2．《备忘小钞》二卷 （ 五代后蜀） 文谷撰（ 《总目》第 13 － 14 页）
补正： 是书《郡斋读书志》类书类、《遂初堂书目 》类书类、《文献通考 · 经籍考 》类书类、《宋史 · 艺
文志》小说类、《国史经籍志》类家类、《续唐书·经籍志》类书类、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 》小说类皆有
著录，其中《遂初堂书目》未题卷数，《宋史·艺文志》作二卷，余皆作十卷。
《总目》： 文谷温江（ 今属四川） 人。后主时任山南道节度判官，笃学博闻。 以辞章为世所重。 事迹
见《十国春秋》本传。
补正： 文谷，字太虚，后蜀时成都温江人。汉文翁后裔。 祖龟年，唐乾符中明经及第，任彰明令。 谷
笃学博闻，以词章显于世，曾举进士不第。事后主，历官员外郎、侍御史、山南道节度判官。广政末，随王
昭远巡边，至文州，见唐都虞候和文之墓，昭远命谷作文。事迹见《十国春秋》卷五十六。
《总目》： 重编《说郛》卷三一收一卷，共十三条。《十国春秋 · 文谷传》称本书杂抄子史文字共一千
余事，世多传写。
补正： 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三十一收此书十五条，非十三条。《郡斋读书志 》卷十四著录《备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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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658）

《十国春秋
钞》十卷，注云： “杂钞子史一千余事，以备遗忘。 其后题广政三年，广政，王衍号也。”
·文谷传》所云乃据《郡斋读书志》。
3． 宾朋宴语三卷 （ 宋） 丘昶撰（ 《总目》第 19 页）
补正： 是书又作《宾朋宴话》。《四库阙书目》集部文史类著录邱旭《宾朋宴语 》三卷，小说类重出作
二卷。《通志略》小说类著录丘时《宾朋宴语 》三卷。《直斋书录解题 》文史类著录丘昶《宾朋宴话 》三
卷。《文献通考·经籍考》集部文史类著录邱昶《宾朋宴语 》三卷。《宋史 · 艺文志 》传记类著录丘旭
《宾朋宴语》一卷。《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杂家类著录丘旭《宾朋宴语 》，未题卷数。《国史经籍志 》小
说家类著录邱时《宾朋宴语》三卷。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邱旭《宾朋宴语 》一卷，《补南
唐艺文志》同。“据马书（ 笔者注，指马令《南唐书 》） ，当以作邱旭为是，《通志 》作邱时，陈录作邱昶并
［3］（ p356）
此书作者应为丘（ 邱） 旭，非丘昶。
误，《国史经籍志》亦沿《通志》之误作邱时”，
《总目》： 丘昶事迹史传未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称其字孟阳，贵溪 （ 今属江西 ） 人。 南唐时进
士，入宋后为官数邑，以太子中舍致仕。
补正： 丘昶，史传未见其人，但丘旭却有记载。宋代除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三有传外，庞元英《文昌
杂录》卷二、赵令畤《侯鲭录》卷八、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 》卷六、王象之《舆地纪胜 》卷六十三、祝
穆《方舆胜览》卷二十六等皆有记载，后《十国春秋》卷三十一亦有传。丘旭，约生于后唐长兴元年（ 930）
之前，卒于至道二年（ 996） 之后①。字孟阳，宣城（ 今安徽宣城） 人。能诗善赋，著有诗一卷、赋一卷。
《总目》：《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著录……有天禧辛酉（ 1021） 邓贺序。可知为入宋后所作。
补正： 《直斋书录解题》在文史类著录，非杂史类。陈振孙云此书有天禧辛酉 （ 1021） 邓贺序，到天禧
辛酉年丘旭至少 92 岁。因而此书不太可能是天禧辛酉时作 ，具体时间未考。由邓贺序并不能直接考察
出此书成书时间，是否入宋后所作，不得而知。
《总目》： 重编《说郛》收六条，所叙与陈振孙所云吻合。
［4］
补正： 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三云“旭尝纂自古贤俊遗言为《宾朋宴语 》”， 而陈振孙云“著此书十
［5］（ p651）
一说轶事小说，一说诗话著作。 是书已佚，宛委山堂本《说郛 》收六
五篇，叙唐以来诗赋源流 ”，
条，其中一条记王直方家小鬟素儿妍丽 ，王尝以腊梅花送晁无咎，晁以花比素儿为诗。晁无咎即晁补之，
皇祐五年（ 1053） 出生，丘旭绝无可能记晁补之事。经查，《说郛》所收六条均见于《墨庄漫录》、《避暑录
话》、《北梦琐言》、《岩下放言》四书，并非出自《宾朋宴语 》。 因而此书是何性质著作，难以考察，是否与
陈振孙所云吻合，也无从得知。
4．《钓矶立谈》（ 《钓矶立谈记》） 一卷 （ 五代后唐） 史虚白撰（ 《总目》第 56 － 57 页）
补正： 史虚白，乃五代南唐人，非后唐。另，此书作者有史虚白、南唐逸叟、不著作者三说，非确为史
②
虚白 。
《总目》： 史虚白（ 894 － 961） 字畏名，山东人。……在李升处任校书郎。
补正： 史虚白享年，马令《南唐书》谓六十七，陆游《南唐书》则谓六十八，吴任臣《十国春秋 》从陆游
之说。然马令之说较早，似较可从，据此推虚白生年为唐昭宗乾宁二年 （ 895） 。 如从陆游说，则其生年
在乾宁元年（ 894） ③。史虚白在烈祖李昪时任校书郎，非李升。
《总目》： 清鲍廷博据书前自序及有关材料，考定作者系虚白之仲子。其人事迹不详。
补正： 虚白仲子之名，其实可以考知。祖士衡《宋故赠大理评事武昌史府君墓志铭 》曰： “府君讳壶，
字符奥……烈考处士讳虚白……有才子三人，仲曰光世，季曰杰，府君即其孟也，生于建业。……以至道
［6］（ p376 － 378）
陈尚君据此曰： “是虚白仲子名光世，其事迹虽无
元年七月十六日寝疾而逝，享年五十有五。”
可考，然从其兄生平可考知一二。史壶至道元年 （ 995） 卒，年五十五，知生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 941） ，
［7］（ p242）
由此可知，虚白仲子名光世，生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941） 之后。
光世当生于其后数年。”
①
②
③

丘旭生卒考证及《宾朋宴语》相关问题，笔者另撰有《〈宾朋宴语〉作者、性质及佚文略考》一文（ 待刊） ，因篇幅问题，此不赘。
参见王丽娟《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著录失误考》一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待刊。
2006 年，第 57 页。
参见吴在庆《增补唐五代文史丛考》，黄山： 黄山书社，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84

2016 年

《总目》： 知原书为一百二十篇，今本仅存三十余篇。
补正： 知原书为一百二十条，今本仅存三十条。
5．《广陵妖乱志》三卷 （ 五代后唐） 郭延诲？ 撰（ 《总目》第 113 页）
补正： 按《总目》此条正文所叙，应为郭廷诲，非郭延诲。
《总目》： 郭延诲事迹史传未载，仅据《全唐文》卷八八四小传，知为后唐郭崇韬子，随父死于蜀。
补正： 郭廷诲（ ？ － 926） ，代州雁门（ 今山西代县） 人。后唐枢密使郭崇韬子。庄宗同光三年（ 925） ，
随父伐蜀。次年正月，父子一同被杀。除《全唐文》卷八百八十四有其小传外，《旧五代史》卷五十七《郭
崇韬列传》、《册府元龟》卷一百三十一均有提及。 另，《崇文总目 》类书类著录郭廷诲《新修唐朝事类 》
十卷，不知是否为同一人。
《总目》：《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广陵妖乱志》三卷，题郭延
诲撰。
补正： 以上三书，还包括《通志略》、高似孙《史略》，均题郭廷诲撰。
6．《广摭言》十五卷 （ 五代南唐） 何晦撰（ 《总目》第 116 页）
补正： 《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王定保《摭言 》十五卷、何晦（ “晦 ”原本作“临 ”） 《广摭言 》十
五卷。陈氏分别著录王氏《摭言 》和何氏《广摭言 》，又见何书序，则确有《广摭言 》一书。《文献通考 ·
经籍考》小说家类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何晦《唐摭言》十五卷，“唐”“广（ 廣） ”字形接近，极易相混，疑
“唐”应为“广”。自《文献通考 · 经籍考 》作《唐摭言 》后，《国史经籍志》、《十国春秋》、《四库全书总
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皆作何晦《唐摭言 》。 王氏《摭言 》又作《唐摭言 》，故王书和何书难以
区分，《摭言》、《唐摭言》、《广摭言》常常混淆。后世题何晦《广摭言》、《唐摭言》、《摭言》者皆有之。
《总目》： 何晦字不详。安吉（ 今属浙江） 人。进士及第。……事迹散见《直斋书录解题 》及《十国春
秋》卷二八等。
补正： 何晦，生卒年不详，五代南唐乡贡进士。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卷十一小说家类云： “《广摭
言》十五卷。乡贡进士何晦撰。（ 案： “晦”原本作“临”。《文献通考》、《宋史 · 艺文志 》俱作“晦”。《十
国春秋》亦云何晦著《摭言》，今改正。） 其序言太岁癸酉下第于金陵凤台旅舍 。癸酉者，开宝六年也。 时
［5］（ p323）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十八《郭昭庆列传》曰： “郭昭庆，禾川人也。
江南犹未下，晦盖其国人欤？”
……昭庆《治书》内有《禁绝》三篇，多天文、孙吴之术，及《经国论》等，皆行于世，惟《唐春秋 》为铉、锴所
［8］（ p408 － 409）
以上二书皆未提及何晦籍
匿，不得见云。（ 时又有何晦著《唐摭言》十五卷，亦为当世所称。） ”
贯，《总目》云安吉人，不知何据。笔者大胆推测，《总目 》此条目撰者或许以为何晦和郭昭庆同邑，亦为
禾川人，而禾川乃永新古地名，永新隶属江西吉安，撰者误为安吉。
《总目》： 原书已佚，未见佚文。
补正： 《广摭言》已佚。罗宁《两种文言小说书目补正 》补佚文二则①。 然罗氏所补二则中，一则应
（ 《唐摭言》） 。一则为计有功《唐诗纪事 》卷四十一“张萧远 ”
出自何氏《广摭言》，一则疑出王氏《摭言》
（ 《唐黄先生文集 》） 附
，
《
》
，
条所载 今本王氏 唐摭言 未见记载 应出《广摭言》。另一则乃《唐黄御史公集》
录《唐昭宗实录》所载崔凝、黄滔事。黄御史即黄滔，附录乃其后人所编，多录有关黄滔之事。《唐昭宗
实录》载昭宗乾宁二年（ 895） ，崔凝考定进士二十五人。 昭宗诏令翰林学士陆扆于内殿进行复试，内出
［9］
四题，最终录十五人，其中包括黄滔。知贡举崔凝贬为合州刺史。 末有注云： “《广摭言 》所载一同。”
此事亦见于今本王氏《唐摭言 》卷七、卷十四，内容大致相同，可见注中所云《广摭言 》应为王氏《唐摭
言》，并非《广摭言》。
此外，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曰： “《广摭言 》称： 李固言在成都，有李珪、郭圆、袁不约、来择诸
［10］（ p285）
诗人从公，为一时莲幕之盛。”
胡氏所引《广摭言》一则，见于《云溪友议 》卷中，不见于王氏《唐摭
言》，不知是胡氏误《云溪友议》为《广摭言》，还是《广摭言》亦载此事。 又，《岁时广记 》卷三十五记《摭
言》所载中元水府神风送王勃至南昌赋《滕王阁序》，后回故地又遇府君之事。 王氏《唐摭言 》卷五亦载
①

2010 年，第 23 页。
参见《中国俗文化研究》第六辑，成都： 巴蜀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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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作《滕王阁序》，令府帅阎公叹服故事，然《岁时广记 》所引《摭言》云王勃年十三，阎公婿吴子章； 王
氏《唐摭言》云王勃年十四，阎公婿孟学士，且王书所载简略，无中元水府神赋前相助和赋后请求之事。
二者或是同为一书，则疑今本《唐摭言 》有所删减； 或是别为二书，则《岁时广记 》所引《摭言 》疑出何晦
《广摭言》。由此可知，上述三则若出何晦《广摭言》，则此书有佚文三则。
7．《滑稽集》一卷 （ 宋） 钱易撰（ 《总目》第 147 页）
《总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钱易《滑稽集》一卷。
补正： 《总目》此处未见作者简介，但后文第 309 页《南部新书 》条目有钱易简介。《四库阙书目 》集
类别集、《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文献通考 · 经籍考 》别集类、《宋史 · 艺文志 》小说类、徐炯《五代史
记补考·艺文考》集类皆著录钱易《滑稽集》，其中《四库阙书目》作五卷，《宋史 · 艺文志 》作一卷，其他
均作四卷。《总目》仅据《宋史·艺文志》，未交代其他书目著录。 另，《直斋书录解题 》卷十七注云： “翰
［5］（ p491）
《文献通考 · 经籍考》、《五代史记补考
林学士吴越钱易希白撰。多谲讽之词。 淳化癸巳自序。”
·艺文考》注同。可见此书有宋淳化四年（ 993） 自序，《总目》亦未提及。
8．《纪闻谈》三卷 （ 五代后蜀） 潘远撰（ 《总目》第 169 页） ①
补正： 《纪闻谈》一书，《崇文总目》传记类、《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均作一卷，《直斋书录解题 》小说
家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小说家类均作三卷。故此书究竟为一卷，还是三卷，难以断定。
《总目》：《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著录潘远《纪闻谈 》三卷。《宋史 · 艺文志 》作潘遗，一卷，则似至
宋代已有散失。
补正： 《总目》此处显然逻辑有误，按照所述，则应是“至元代已有散失”，而非宋代。然此书《崇文总
目》亦作一卷，在宋代就有一卷和三卷之别，是否散失，难以考察。
9． 开颜集（ 开颜录） 八卷 （ 宋） 周文玘撰（ 第 206 － 207 页）
《总目》：《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开颜集》八卷。……则陈振孙所录卷数或有舛误。
补正： 《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开颜集》三卷，《崇文总目 》小说类、《通志略 》小说类、《文献
通考·经籍考》小说家类、《国史经籍志》小说家类、《绛云楼书目 》小说类、《续唐书 · 经籍志 》小说家类
皆作三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四库全书总目 》小说家类存目、《善本书室藏书志 》小说类皆作二
卷。今传本有署名试秘书省校书郞周文玘所撰自序 ，自序云二卷，然《崇文总目》、《通志略》、《直斋书录
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皆云三卷，四库馆臣疑《通考》误二为三。《总目》误为八卷，不知何故。
《总目》： 今传各本俱作《开颜集》，二卷，三十五条。
补正： 《开颜集》今传本有一卷本和二卷本。一卷本主要有宛委山堂本《说郛 》（ 三十二 ） 《开颜集 》
一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本《说郛 》卷六十五《开颜录 》一卷，《历代笑话集 》亦收一卷。 二卷本主要有
《广四十家小说》、《说集》本、《四库全书 》本、《续修四库全书 》本、《四库存目丛书 》影印天一阁藏明刻
本。路工《访书见闻录·天一阁读书录 · 开颜集 》云天一阁藏本乃明嘉靖间刊本，分上下两卷，共三十
［11］（ p500）
则笑话。
10．《开元天宝遗事》四卷 （ 五代后唐） 王仁裕撰（ 《总目》第 207 页）
补正： 是书又简称《开天遗事》、《开宝遗事》、《开元遗事》、《天宝遗事 》。 诸目著录有六卷、四卷、二
卷、一卷之别。《通志略》杂史类、《国史经籍志》杂史类皆作六卷。《郡斋读书志 》传记类、《文献通考 ·
经籍考》杂史类、《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续唐书·经籍志》杂史类、《五代史记补考 · 艺文考 》史类
皆作四卷。《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也是园藏书目 》杂史类、《善本书室藏书志 》小说家类皆作二卷。
《宋史·艺文志》故事类、《郑堂读书记》小说家类皆作一卷。《遂初堂书目 》杂史类著录《开宝遗事 》，未
题撰人及卷数。明清私目多有著录，卷数不一。今传本除《四库全书》为四卷外，多为二卷或一卷。
《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采摭委巷之谈，不必求实。其说良是。
补正： 关于此书真伪问题，从古至今，论者甚众。宋代洪迈因此书浅妄虚诞，不符史实，认为系后人
①

不赘。

2010 年，第 23 － 24 页，此
此书佚文部分补正，参见罗宁《两种文言小说书目补正》，《中国俗文化研究》第六辑，成都： 巴蜀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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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托之作。明代杨慎也以此书虚妄浅陋，而疑托名王仁裕。胡应麟指出王氏《玉堂闲话 》，今尚载《太平
广记》中，而《开元遗事》绝不经见，认为世所传《开元遗事》，非王氏所撰。 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也
将其列为伪书之列。《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采其语，伪托并无显证，仍从旧本，题为
王仁裕撰。张心澂《伪书通考》子部小说家类亦列入伪书。当代学者中，周勋初、郝润华等认为《开元天
宝遗事》实际属于《玉堂闲话》十卷中的一小部分。罗宁认为此书乃“伪典小说”，作者既非王仁裕，内容
也多出于编造，约作于北宋大中祥符（ 1008 － 1016） 至元丰 （ 1078 － 1085） 之间①。 蒲向明则以书中内容
有同期著作可作印证及《资治通鉴考异》曾征引此书，认为此书并非伪书。
11．《两同书》一卷 （ 唐） 罗隐撰（ 《总目》第 241 页）
补正： 此书《旧唐志》未见著录。《崇文总目》杂家类著录《两同书 》二卷，题罗隐撰； 小说类著录《两
同书》一卷，题吴筠撰。《新唐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题吴筠撰。《通志略 》道家类、《郡斋读书志 》杂家
类著录二卷，题罗隐撰。《直斋书录解题 》杂家类著录《祝融子两同书 》二卷，注曰“不著名氏”。《宋史
·艺文志》杂家类著录有吴筠及罗隐《两同书 》，均二卷。《四库全书总目 》杂家类、《续唐书 · 经籍志 》
杂家类、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罗隐《两同书 》二卷。 由诸家著录可知，吴筠及罗隐皆著
有《两同书》。吴书已佚，罗书二卷，上卷五篇，下卷五篇。《总目》云一卷，误。
12．《卢氏杂说》（ 《卢氏杂记》、《卢言杂说》、《杂说》、《卢氏小说 》） 一卷 （ 唐 ） 卢言撰（ 《总目 》第
270 页）
《总目》： 卢言事迹史传未载，据《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 》知曾任左司郎中与户部郎中。…… 可知
为开成时人。
补正： 卢言，生卒不详，家居洛阳（ 今属河南） 。或为卢思道后人。开成二年（ 837） 官驾部员外郎，曾
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十五人禊于洛滨。 据《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 》知曾任考功郎中、户部郎中。 大中
二年（ 848） ，官大理卿，曾进言诬李德裕，致其远贬崖州。 卢氏仕宦年代在唐穆宗至宣宗时，是中、晚唐
时达官②。
《总目》：《太平广记》引六十五条。
补正： 《太平广记 》引六十六条，其中多数题《卢氏杂说 》，少数题《卢氏杂记 》，有一条题《卢氏小
说》。
13．《赂子解》一卷 （ 唐） 佚名撰（ 《总目》第 274 页）
补正： 此书书名、著录及作者，罗宁《两种文言小说书目补正 》已有补正③，但未指出作者为唐人之
失。《总目》仅据《宋史·艺文志》著录《赂子解 》一卷就断作者为唐人，有失草率。 洪迈《容斋续笔 》卷
十三《贻子录》曰： “先公自燕归，得龙图阁书一策，曰《贻子录 》，有‘御书 ’两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
［12］（ p377）
因知作者为五代十国时期南平王高氏部下 ，乃五代时人。 李
云： ‘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宽事简。’”
时珍《本草纲目》菜部第二十八卷菜之三“茄”曰： “按五代《贻子录 》作酪酥，盖以其味如酥酪也，于义似
［13］（ p1689）
李氏亦指出《贻子录》乃五代时著作。
通。”
14．《南部新书》（ 《南郡新书》、《南部新语》） 十卷 （ 宋） 钱易撰（ 《总目》第 309 页）
《总目》： 钱易字希伯，钱塘（ 今浙江杭州 ） 人。 吴越王钱镠子（ 《粤雅堂丛书 》本伍崇曜跋称为忠懿
王钱淑之子，误） 。
补正： 钱易（ 968 或 976 － 1026） ，字希白，临安 （ 今浙江杭州 ） 人。 吴越废王钱倧子，忠懿王钱俶侄，
武肃王钱镠曾孙。《粤雅堂丛书》本伍崇曜跋引楼钥《攻媿集》云易为吴越国王俶之子。
《总目》：《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南郡新书 》五卷。《宋史 · 艺文志》作《南部新书 》，十卷。《国
史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题作《南部新语》。
① 参见罗宁《论五代宋初的“伪典小说”》、《两种文言小说书目补正》二文，分别载于《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第 848 － 851 页； 《中国俗文化研究》第六辑，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年，第 23 页。
《周勋初文集》卷五，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第 139 － 148 页。
② 参见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卢言考》，
③

2010 年，第 21 页。
参见《中国俗文化研究》第六辑，成都： 巴蜀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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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正： 《南部新书》一书，《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二上杂史类、卷三下小说类重出，衢本不重，仅杂史类
著录。袁本杂史类题作《南部新书》，小说类题作《南郡新书》。“郡”、“部 ”字形相近，疑“郡 ”乃“部 ”之
形误，而非《南部新书》别称《南郡新书 》。 故清代沈岩录何焯批校本 （ 简称“沈录何校本 ”） 改“郡 ”作
［2］（ p254）
“部”。
《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均题作《南部新书 》，非《南部新语 》。 袁行霈、侯忠义《中
［14］（ p111）
国文言小说书目》云： “《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 》同，题《南部新语 》。”
疑此条目撰者宁稼
雨取于此。宁氏在其《中国志人小说史》中亦曰： “《南部新书 》。 各家书目俱著录于小说家中。 题此书
名者只有《宋志》一家，但现存诸本均用此名。袁本《郡斋读书志 》题《南郡新书》。《国史经籍志》、《四
［15］（ p173）
这段话处处有误。
库全书总目》则题《南部新语 》。 除《郡斋 》作五卷外，其他书目均题作十卷。”
《郡斋读书志》杂史类（ 五卷） 、《遂初堂书目 》小说类 （ 未题卷数） 、《直斋书录解题 》传记类 （ 十卷） 、《文
献通考·经籍考》传记类（ 五卷） 、《宋史·艺文志》小说类（ 十卷） 、《国史经籍志 》杂史类 （ 十卷） 、《世善
堂藏书目录》史类（ 五卷） 、《绛云楼书目》杂史类（ 五卷） 、《四库全书总目 》小说家类 （ 十卷） 、《孙氏祠堂
书目》传记类（ 十卷） 、《郑堂读书记》小说家类 （ 十卷） 、《书目答问 》杂史类 （ 十卷） 、《藏园群书经眼录 》
杂家类（ 十卷） 等著录钱易《南部新书 》，卷数有十卷、五卷之异，书名均作《南部新书 》，故是书似无《南
部新语》之别称。
15．《南楚新闻》三卷 （ 唐） 尉迟枢撰（ 《总目》第 310 页）
《总目》： 尉迟枢事迹史传未载，仅据《新唐志》著录，知为唐末人。
补正： 此书《新唐志》有著录，宋人多以为尉迟枢为唐人。《复斋碑录 》载保大四年 （ 946） 尉迟枢书
《南唐中兴佛窟寺碑》，离唐亡已 42 年，故为五代时人①。罗宁亦指出： “此书应作于五代时期，其《郭使
［16］（ p156）
（ 《太平广记 》卷四九九引 ） ，这不像是唐代人的口吻。”
君》一条中说‘是时唐季，朝政多邪’
顾櫰
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类、汪振民《补南唐艺文志》舆地类均著录此书。
16．《启颜录》六卷 （ 五代吴越） 皮光业撰（ 《总目》第 332 页）
《总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六卷。
补正： 《宋史·艺文志》中，“《启颜录》六卷、《三余外志》三卷 ”紧跟“皮光业《皮氏见闻录 》十三卷 ”
之后，三书前后相连，却没加“又”字表其领属。 后二书是否皮氏所撰，难以知晓。 顾櫰三《补五代史艺
文志》、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均从《宋史 · 艺文志 》，归皮氏名下。 然皮氏传记中仅提及
《皮氏见闻录》、《妖怪录》，未见《启颜录》。张鸿勋认为谓皮光业撰《启颜录 》，最不足据②； 董志翘也指
［17］（
出： “至于《宋史·艺文志五》中所谓‘皮光业，《启颜录》六卷’，则更可能是后人误读。” 前言） 故此书是
否皮氏所撰，应存疑。
17．《清异录》二卷 （ 宋） 陶谷（ ？） 撰（ 《总目》第 346 页）
《总目》： 陶谷字秀实，彬州新平（ 今属陕西彬县） 人。
补正： 陶谷（ 903 － 970） ，字秀实，自号金銮否人，邠州新平（ 今陕西彬县） 人，非彬州。李晓林《〈清异
录〉文献研究》谓谷实为山西太原人，父死后才随母移居陕西邠州新平 ③。
《总目》：《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陶谷《清异录》二卷。《四库全书总目 》作四卷。 现存除《惜
阴轩丛书》本为二卷外，其余单刻本和丛书本均为四卷。据菉竹堂刊本俞允文序和钱曾《读书敏求记 》，
本书元代以前为三卷，元代孙道明将几种抄本校勘补阙，合为四卷，为叶伯寅菉竹堂刊刻。 二卷本条数
较四卷本为全，而文字不及其详。
补正：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著录陶谷《清异录》，亦作二卷，非四卷。 现存二卷本不只《惜阴轩
丛书》本，明隆庆叶氏菉竹堂刻本、明万历陶元柱脩群馆刊本、康熙中陈世修漱六阁刊本、乾隆最宜草堂
重印漱六阁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元年陈氏庸闲斋刊本等均为二卷本 。 除二卷本和四卷本外，还有一

①
②
③

2008 年，第 644 － 645 页。
参见王齐洲、毕彩霞《〈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年，第 362 － 363 页。
参见张鸿勋《敦煌本〈启颜录〉的发现及其文献价值》，《敦煌俗文学研究》，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参见李晓林《〈清异录〉文献研究》，南京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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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①
据叶氏菉竹堂刻本俞允文序及钱曾《读书敏求记》可知，元代孙道明抄本来源为果育斋本和常清静
斋本，二本并非完帙。菉竹堂本《清异录》来源为： 一是元代孙道明抄本，一是陶宗仪《说郛 》删定本 ②。
至于说此书元代以前为三卷，则不知何故。《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皆作二卷，三卷之说
毫无根据。此书传本，二卷本多于四卷本，版本演变可参见参见邓瑞全、李开升《〈清异录 〉版本源流考 》
③，
并不存在“二卷本条数较四卷本为全，而文字不及其详”的情况。
18．《群居解颐》三卷 （ 宋） 高怿撰（ 《总目》第 357 页）
《总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高怿《群居解颐》三卷。
补正： 《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高择 （ 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作高泽 ） 《群居解颐 》三卷，非高怿，
除此之外，元代以前不见他书著录。清代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 》从《宋史 · 艺文志 》，亦作高择，误。
“择”、“泽”疑皆为“怿”字形误。
19．《唐末见闻录》八卷 （ 五代后唐） 王仁裕撰（ 《总目》第 460 页）
《总目》：《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著录王仁裕《唐末见闻录》八卷。《宋史·艺文志》入小说类。
补正： 《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著录《唐末见闻录 》八卷，但未题撰人。《宋史 · 艺文志 》入小说类，
题王仁裕撰。此书《崇文总目》、《四库阙书目》、《通志略》、《国史经籍志》皆未题撰人，高似孙《史略 》亦
不著撰人，《资治通鉴考异》征引时亦未题撰人，其他有关王仁裕的碑传亦未提及此书 。 诸目不著撰人，
仅《宋史·艺文志》云王仁裕撰，后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 》亦从《宋志》。作者是否王仁裕，应存疑待
考。王氏有《王氏见闻录》三卷，似不应再以“见闻”命名另一著作。
20．《唐新纂》三卷 （ 五代后魏） 石文德撰（ 《总目》第 461 页）
《总目》： 石文德，蒲坂（ 今属山西永济） 人。世以行义著称。事迹见《十国春秋》卷七三。
补正： 《唐新纂》作者确为石文德，生年未详，卒于天福八年 （ 943） 或之后。 连州 （ 今广东连县 ） 人。
五代十国楚人。楚文昭王时，文德累献诗求用，以貌寝无成。 后为南宅王子延致门下。 未几，值端午宴
集，
文德赋《艾虎》长篇，为刘昭禹所击节，力荐于王，得隶词学。天福三年（ 938） ，秦国夫人彭氏卒，天策
府学士各撰挽词。文德亦献十余章，中有“月沉湘浦冷，花谢汉宫秋 ”句，为文昭王称赏，品为挽歌第一，
授水部员外郎，遂重之。后为诸学士所忌，出为融州刺史（ 一作副使 ） 。 时文昭王营建无虚日，征诸州楩
柟皮铠千万计，文德上书切谏，触王怒，几遭不测，赖刘昭禹力救获免，旋卒。 文德好学，博览史籍，经目
不忘。晚年尤喜著述，曾撰《大唐新纂 》，时人许以博识。 生平事迹见《五代史补 》卷三、《广州人物传 》
卷四、《十国春秋》卷七十三、《续唐书》卷六十三。《总目》所云以义著称的蒲坂石文德，北朝时北魏人，
乃前朝同名之人，非五代后魏人，五代十国时期并无后魏。
《唐新纂》又作《大唐新纂》、《唐朝新纂》。《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 · 经籍考》、《宋史 · 艺文
志》、黄佐《广州人物传》皆作三卷，《五代史补》、《十国春秋》、《旧五代史考异》、《续唐书·经籍志》作十
三卷。此书宋元书目多作三卷，或以三卷为是； 然宋元书目皆出《五代史补 》之后，故此书为三卷还是十
三卷，难以确知。
《总目》： 原书已佚，未见佚文。视书名似为唐代遗闻故事。
补正： 原书已佚，《旧五代史》、《容斋续笔》、《永乐大典》等曾引及。从《旧五代史》注引《唐新纂 》所
载杜荀鹤、罗隐、郑准、李袭吉事来看，似是杂纂唐五代遗闻故事，《五代史补 》卷三云“多名人遗事，词虽
［18］（ p85）
。
不工，事或可采”
21．《云仙散录》一卷 （ 唐） 冯贽（ ？） 撰（ 《总目》第 647 － 648 页）
《总目》： 宋本《云山散录》题为“唐金城冯贽编”，卷末有冯氏天成元年（ 926） 自序。
补正： 宋本《云仙散录》，非《云山散录》。卷首有冯氏自序，非卷末。
①
②
③

参见邓瑞全、李开升《〈清异录〉版本源流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 年第 4 期，第 48 － 55 页。
参见李晓林《〈清异录〉文献研究》，南京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第 12 － 14 页。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 年第 4 期，第 48 －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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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 本书《直斋书录解题 》著录一卷，今传《随庵丛书 》本系据宋本影印，一卷，题《云仙散录 》。
另有菉竹堂刻本，十卷，题《云仙杂记》。
补正： 诸目著录，或题《云仙散录》一卷，或题《云仙散录 》十卷，或题《云仙杂记 》十卷。《直斋书录
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 · 艺文志》、《百川书志 》著录《云仙散录 》一卷。《国史经籍志 》、
《澹生堂藏书目》、《述古堂书目》著录《云仙散录 》十卷。《徐氏红雨楼书目》、《四库全书总目 》著录《云
仙杂记》十卷。清代私目多著录《云仙杂记》十卷。现存《云仙散录》一卷本，有宋开禧刻公文纸印本，藏
南京图书馆，有郭应祥、徐渭仁、丁丙跋。 题《散录 》之本有《艺海珠尘》、《广四十家小说 》等，均一卷，
《随庵徐氏丛书》一卷附札记一卷。题《杂记》之本有《说郛》、明隆庆菉竹堂刊本、《四库全书》、《啸园丛
书》、《四部丛刊续编》、《丛书集成初编》等，均十卷。
22． 杂说六卷 （ 五代南唐） 李煜撰（ 《总目》第 651 页）
《总目》：《海录碎事》引佚文三条。
补正： 叶廷珪《海录碎事》引《杂说》佚文四条，除《总目》所云卷八、卷十、卷十九外，卷九亦引“名纸
生毛”条。然书名题为《杂说》之作甚多，《海录碎事》所引是否为后主之书，尚难断定。
通过对上述 22 部小说的考察可知，《总目》的失误主要体现在： 一是小说条目题头方面，从书名、卷
数到作者所处时代、作者所处割据政权、作者姓名，都出现过错讹。二是小说条目正文方面，包括作者生
卒、作者里籍、作者生平、作品成书、历代著录、版本流传、作品存佚及其他史实等，或失考有误，或略而不
录，或录而不详，或搜集不全，或表述不当。三是条目题头和正文都对一些有争议、难断定的问题，草率
定论，没有存疑待考。
如此巨著，疏漏和失误在所难免，这种小瑕本不应苛求。但某些疏失在之前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
提要》中早已出现，后又出现在这部集大成之作和《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 》中，不免让人感到遗憾。 与
前述诸文一样，笔者撰文目的并非求全责备，而是希望促进上述小说研究的深入 ，也为将来《总目 》修订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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