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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敏政著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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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程敏政著述颇丰，所涉内容广泛。

政著作进行了考订和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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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篁墩文集》及《程篁墩年谱》的记载，结合相关文献，将程敏

程敏政(1445--1499)，字克勤，体宁篁墩(今屯

溪)人，生于明正统十年(1445)，卒于弘治十二年

(1499)，享年55岁。他自幼聪明好学，酷爱读书，10

岁随父亲程信至四川参政任所，为巡抚岁绮所钟

爱，以“神童”荐与英宗。成化二年(1466)，程敏政以

殿式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后累官至礼部右侍

郎，曾参加明英宗、宪宗两朝实录编写、校正，为朝

廷所重用。事见《明史·文苑传》。

程敏政学问渊博，时有“学问该博称程敏政，文

章古雅称李东阳。性行真纯称陈音。各为一时冠”Ill

之说。他一生勤于著述，著作之丰为有明一代之显

著者。其著述，除生前所自订的《篁墩集}93卷外，据

《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弘治徽州府志》

记载，还有纂辑的巨著《明文衡}98卷、《新安文献

志)100卷、《宋遗民录》15卷、《宋纪受终考》3卷、

《道一编》5卷、《贻范集)30卷、《咏史诗选)15卷、

《心经附注》4卷以及《苏氏祷杌》、《瀛贤奏对录》、

《程氏统宗谱》、《行素稿》、《仪礼逸经》等书。又据明

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谱系类”，载有程敏政

《程氏统宗谱)40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传

记类》记有《新安程氏统宗谱20卷谱辨一卷附录二

卷》，程敏政纂修，明抄本，存21卷；又《干顷堂书

目·史部·地理类》记有《程敏政休宁县志三十八

卷》。兹根据《程篁墩年谱》及《篁墩文集》的有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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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将其著述编年如下：

天顺五年辛已(1461)，程敏政17岁，《苏氏椿

杌》编成。

《篁墩文集拾遗·苏氏祷杌序》，‰⋯·今去子朱

子之后益远，而为苏学者益盛，窃不自揆，谨取子朱

子平日所点苏氏之言，萃为一编；凡近世诸贤其议

论有合于此者，悉附其后，题日《苏氏祷杌》，以寓除

恶务本之义。⋯⋯天顺五年龙集辛巳长至日书。”①

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程敏政”条言，

“(敏政)惟著《苏氏祷杌》，力诋眉山。以报雒蜀九世

之仇，则腐而近愚，且比于妄矣。”[21又《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集部二十四》，“(敏政)作《苏氏榜杌》，以锻

炼苏轼，复伊川九世之雌，至今为通人所诟厉。”p是

书为其少年时意气未定之作。

成化十三年(1477)，程敏政33岁，《宋纪受终

考》3卷成书，刊刻于弘治四年(1491)。

今《四库存目丛书》据明弘治四年戴铣刻本影

印。前有程敏政自序，作于成化十三年春二月丁祭

日。书末有戴铣后序，称：。我朝成化初诏续《(通鉴)

纲目》，篁墩先生实预纂修，于宋烛影事有不得尽白

者，因别为一编，羽翼正论，名日《宋纪受终考》。

⋯⋯编成既久，家居复汇正如右，授铣读之，铣因请

而锓梓，且借识末简以志观者云。弘治四年岁次辛

亥春三月朔旦门生婺源戴铣拜书。”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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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五年己亥(1479)，程敏政35岁，《宋遗

民录)15卷成书，刊刻于嘉靖四年(1525)。

是书今存世颇多，其中《知不足斋丛书》本较精

核，《四库存目丛书》据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年至

四年程威刻本影印。前有程敏政自序．“余尝读宋王

鼎翁、谢皋羽、唐玉潜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载

于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来又多沦丧。独其倡和

称述之间见于诸家别集中者，犹可考也。斋居之暇，

因裒辑以传。而附以其一时意气相与之入。为十五

卷，题目《宋遗民录》，序而藏之。⋯⋯成化己亥春三

月上浣新安程敏政序”。后有其宗侄程曾序。。⋯⋯

予先师篁墩先生官翰苑时有感于数子者之事，汇次

成编，为十有五卷。先生没且久，曾忘其固陋，因所

订卷目钞次而校之，以卒先生之业。予族弟士仪乃

倡刻之，阳湖孙道甫、隆阜戴以立继之，久未克就

绪。而临溪宗人思柔及先生犹子本一复命工以终

之。⋯⋯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休宁率溪程曾谨于独

善园之草堂。”

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程敏政38岁，《新安

程氏统宗世谱)20卷刻成。

今上海图书馆藏有残本14卷。《四库存目丛

书》有影印本行世。谱前有程敏政序，称：“敏政不

揆，盖尝有志于是，积之二十年，颇尽得诸谱异同之

故，因定著为《谱辨》三十七条，凡例十条，犹未敢自

足也。成化壬寅春，先公之服既除，乃发书以告诸宗

人，诸宗人是之，各以其谱来会，理淆伐舛，将六逾

月始克成编，为卷凡二十有畸。会者四十四支，名之

登于谱者逾万人，先墓之可以共业者五十三世，相

与告之先庙而命之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鸠金刻

之俾敏政言其故于编首。”此书乃程敏政丁父忧服

阕时在休宁t：lJN的。又《篁墩文集》卷三十四《荪溪

程氏族谱序》。“始成化壬寅岁，予作《统宗世谱》二

十卷。”

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程敏政38岁，<程氏

贻范集)30卷刻成。

今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有l部。王重民《中国善

本书提要·史部-传记类》曾著录。前有程敏政自序，

作于成化十八年。序称：“文简公(程大昌)序《世

录》，有《贻范集》之名，更代亡佚。因广搜博采，追成

百卷，先掇其要，为五集。凡甲集七卷。为王言及公

移；乙集二十卷，为行实、传志、碑表之类，亦间以记

序等作附焉；丙集一卷，为像赞；丁集一卷，为谱辨；

戊集～卷，为谱号。”《文集》卷十四《程氏贻范集目

录后记》，“右《程氏贻范集》三十卷，敏政之所编也。

⋯⋯初敏政最究心谱学，尝请于先襄毅公，会诸宗

族，积之二十年，理淆伐舛，得可会者四十四房，定

为《统宗世谱)--十卷，刻梓以传。又尝见文简公(程

大昌)所序《世录》，有《贻范集》之名，窃意当宋盛时

此集为程门大备之书，更代以来亡矣，心诚惜之，因

广蔸博采，追成《贻范集》一百卷，顾其篇帙浩繁，事

力弗及。乃先掇其要且益以诸房所藏者为五集如

右，集各为卷目，而虚其尾者，以俟后贤之有续，未

敢取足于此也。”可见此书与《程氏统宗谱》刻于同

一年。

弘治二年(1489)，程敏政45岁，《道一编》5卷

成书。

《道～编》刊本主要有二种，一是明弘治三年

(1490)李信刊本《道一编》6卷，另一是明嘉靖三十一

年(1552)汪宗元刊本《道一编》5卷。今《四库存目丛

书》据北大图书馆藏汪宗元刊本影印。程敏政“和会

朱、陆”思想正集中于他的《道一编》中，前有程敏政

自序，“朱陆二氏之学，始异而终同，见于书者可考

也。j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陆，岂非以其早年未定之

论而致夫终身不同之决，惑于门人记录之手而不取

正于朱子亲笔之书邪?以今考之，‘志同道合’之语

著于奠文，‘反身入德’之言见于义跋，又屡有见于

支离之弊而盛称其为己之功，于其高第弟子杨简、

沈焕、舒磷、袁燮之流，拳拳致意，俾学者往资之，廓

大公无我之心，而未尝有芥蒂异同之嫌，兹其为朱

子而后学所不能测识者与?斋居之暇，过不自揆，取

《无极》七书、《鹅湖》三诗钞为二卷，用著其异同之

始，所谓早年未定之论也。别取朱子书札有及于陆

子者嫠为三卷而陆子之说附焉。⋯⋯弘治二年岁乙

酉冬日长至新安程敏政书。”

汪宗元刊本之所以为5卷，是他将朱、陆关于

无极争论一卷删去。聂豹在《道一编·重刻道一编

序》中说，“寂焉弗传，刻板亦不知其何在，予巡八

闽，暇用校正重刻之。侯君子考焉，前节去无极七书

者，盖以皆二公早年气盛之语，其于尊德性之学亦

不切云。”

弘治四年(1491)，程敏政47岁，《弘治休宁县

志)38卷刊刻成书。

今国家图书馆存有残本。《篁墩文集》卷二十九

《休宁县志序》，“安城欧阳君以成化辛丑冬来知休宁

县事，明年春以县志为属，会予服阕将还朝，久弗克

成也。乙巳秋掇拾而事成，盖书之为图者一，为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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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八，文之附者十有六，诗之附者四，总之为卷三

十有八。君得之又大加菟辑而校刻之，刻成以监察御

史召，故书虽就绪而其间字之讹者未整也。乃复以摹

本来．俾有所是正而后印布焉。戌申冬予以斥归田，

君亦出按子蜀．庚戌秋则又以书抵予，与继知县事中

山张君请卒其事。值予病中不能执笔，明年夏疾少间

而张君复有台宪之征，始克缙绎旧本，则知张君尝以

其暇日重加校阅，可传矣，乃为之序日⋯⋯”考《弘治

徽州府志》卷四“郡邑官属”，欧阳旦，字子相，江两安

福入，成化辛丑年(1481)进士，同年十二月到休宁任

知县．此时程敏政正在家居父丧，因此他就请程敏政

主持纂修《休宁县志》，但第二年春程敏政即服阕还

朝。事不果。欧阳旦就与他人共同编纂了《县志)38

卷初稿。书草成于成化二十一年即1485年，但未及

校勘而欧阳旦因迁监察御史离任。继任知县张镦于

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到任，次年即弘治元年冬天，程

敏政因言官弹劾而被迫致仕，归田家居，于是又重新

主持修志一事，直到弘治辛亥年即1491年才正式刻

成．前后历经11年。

弘治五年(1492)，程敏政48岁，《心经附注》4

卷刻成。

今湖南省图书馆藏有弘治五年刻本残卷。《四

库存目丛书》据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影印，但删去

了书前后程敏政的自序。《篁墩文集》卷三十《心经

附注序》，“西山先生真氏文忠公尝摭取圣贤格言为

《心经》一卷，首‘危微精一’十有六言，而以子朱子

尊德性之铭终焉。走每敬诵之，盖俨乎若上帝之下

临，圣师之在目也。然尤疑其注中或称《西山读书

记》，而凡程朱大儒开示警切之言多不在卷，意此经

本出先生．而注则后人杂入之故邪?斋居之暇，谨为

之参校且附注其下，而识其首。日．-．⋯·”

弘治十年丁巳(1497)，程敏政53岁，《新安文

献志)lOO卷刊成。

有明弘治十年祁司员、彭哲等刻本。今有《四库

存目丛书》影印本。前有敏政弘治三年(1490)的自

序。书末的序作于弘治十年，详述编刻此书的始末。

“初予编《新安文献志》成，今少宰郓城侣公适以谪

来知郡事，许为刻布。既而公被征入朝，不久复受诏

巡抚南畿，遂令于郡俾置文梓以俟，而缮写未竟也。

乙卯冬予以忧还里。嗣岁春始复葺旧书。而侣公所

置文梓故无恙，因言于同守浏阳彭君哲，航至休宁

置南山僧舍，召工从事；而工巨役繁，费无所从出。

值太守山阴祁君司员至，乃与彭君各捐俸金为倡．

且用儒学生汪祚等言。求助于先贤之有后者。既而

侍御三山李君烨以谪来知休宁，事益用作兴，务底

于成。”按，弘治三年程敏政因御史王嵩等人的弹劾

被勒致仕，在家闲居(弘洽二年至六年，即1489—

1493年)。恰好侣钟于弘治二年三月来徽州任知府．

侣钟与程敏政是同榜进士，两入交情很好。他答应

替程敏政刻印此书。但不巧同年十二月朝廷又升任

侣钟为大理右少9即，巡抚江南，于是他在徽州郡城

设立文梓，作为刻书坊，但因缮写书版未竟，事情又

被延搁。直到弘治九年丙辰(1496)春，此时程敏政

因母亲去世在家丁内艰，徽州府同知彭哲设书坊于

休宁南山僧舍，才正式刊亥4此书。由于工役浩繁、经

费紧缺，徽州知府祁司员、同知彭哲带头捐助俸金。

下属各县官员也纷纷资助，再加上徽州先贤后裔的

鼎力相助，书终于在次年刻成。书末附有“先贤之后

尚义之家乐助工食入姓名”，目录后有缮写校对者

汪祚等26人姓名．跋后有新安黄、仇两姓刻工10

几入姓名。

弘治十二年(1499)，程敏政卒。享年55岁。

弘治十五年(1502)，《弘治徽州府志)12卷刊刻

成书。

正德元年丙寅(1505)，程敏政卒后七年，《篁墩

程先生文粹)25卷刻成。

今存。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谓，“此本为戴

铣所编次，而张九逵所刻者，付梓在全集前，恐全集

不能即刻也。”14】前有林瀚序，作于正德元年(1506)。

后有戴铣序。作于弘治十八年(1505)。又李东阳《篁

墩文集原序》，“没之七年为正德丙寅，其门人辈摘

而刻于徽州，名日《篁墩文粹》。”按，此书为程曾与

戴铣两人选编。

正德二年丁卵年(1507)，程敏政卒后八年，《篁

墩文集}93卷拾遗1卷刻成。

今存。编刻者为徽州知府何歆、休宁知县张九

逵、王锴。书前有李东阳的序。叙述了此书的编刻经

过，“先生之文有《篁墩诸藕》共百有余卷，没之七年

为正德丙寅。其门人辈摘而刻于徽州，名日《篁墩文

粹》，论者以为未尽其选。越明年丁卯，知府何君歆

暨休宁知县张九逵、王锴，征于其子锦衣千户埔，得

全稿焉，将并锓诸梓以示来者，而埔请序于予”。书

后有门人李汛的序。

正德五年庚午(1510)，《皇明文衡》100卷刘成。

今存。前有程敏政自序，后有正德五年张鹏跋。

嘉靖六年范震、李文会又重刊于徽州。《四部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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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据嘉靖重刊本影印。 辰的《文定集》八卷刊行，嘉靖年间夏浚据此重刊，

另据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程敏政 今入《四库存目丛书》。另外还摘抄范祖禹的《范太

在翰林院期间，还从文渊阁藏书中摘抄出宋入汪应 史集》18卷，今侠。

表1 程敏政著述年表

＼项目廖号＼ 年号(时间) 年龄 成书著作 刊刺时间

1 天顺五年辛巳(1461) 17岁 《苏氏耨杌》编成 暂不详

2 成化十三年(1477) 33岁 《宋纪受终考抬豢成书 弘治四年(1491)

3 成化十五年己亥(1479) 35岁 <宋遗民录)15卷成书 嘉靖四年(1525)

4 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 38岁 《新安程氏统宗世谱)20卷成书 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

S 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 38岁 <程氏殆范集》30卷成书 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

6 弘治二年(1489) 4S岁 ‘道一编》5卷成书 暂不详

7 弘治四年(1491) 钉分 《弘治休宁县志)38豢刊刻成书 弘治四年(1491)

8 弘治五年(1492) 48岁 ‘心经附注》4卷成书 弘治五年(1492)

9 弘治十年丁已(1497) 53岁 《新安文缺志)100豢威书 弘治十年丁已(1497)
，

10 弘治十五年(1502) 牟冶4年 《弘治徼州府志)12卷刊刻成书 弘治十五年(1502)

11 正德元年丙寅(1505) 卒后7年 《堇墩程先生文粹)25卷刊刺成书 正德元年丙寅(1505)

12 正德二年丁9P年(1507) 冬话8％ ‘篁墩文集)93卷拾遗1卷刊刻成书 正德二年丁卯年(1507)

13 正德五年庚午(1510) 卒后11年 Ot明文衡)100卷刊刺成书 正德五年庚午(1510)

注释：

(D本文所涉<篁墩文集)引文皆出于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各目具体出处文中已经明确，

不一一注明。

②本文所涉<四库存目丛书>引文皆出于齐鲁书社1996年影

印本。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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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eng Mingzheng is quite productive with his works covering many fields．Based on

account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uangdun and The Chronicle of Cheng Huangdun，textual criticism is

practiced in this article to set his work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with the reference to other related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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