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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世乐书45种

（一）普通乐书

1.  《柘枝谱》一卷，乐史（930-1007）编，

《通志·艺文略》（767页）著录。《说郛》宛委山

堂本（以下略称“宛本”）卷一○○（4602-4603

页）存佚文200余字。

2. 《太平广记·乐》三卷，即卷二○三至二○

五，李昉等著，成书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后

代书目多著录于子部。

3.  《太平御览·乐部》二十二卷，即卷

五六三至五八四，李昉等著，成书于太平兴国八

年（983年）。后代书目多著录于子部。

4. 《事类赋·乐》一卷，即卷一一，吴淑著，

成书于990-994年。后代书目多著录于子部。

5.  《册府元龟·作乐》六卷，即卷五六五至

五七○；《册府元龟·知音》两卷，即卷八五六

至八五七。王钦若等著，成书于祥符二年（1013

年）。后代书目多著录于子部。

6.  《琴笺》一卷，崔遵度（954-1020）著。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6页）、《通

志·艺文略》（767页）、《中兴馆阁书目》（373

页）、《宋史·艺文志》（5054页）、《国史经籍志》

（724页）著录。

7.  《则全和尚节奏指法》一卷，则全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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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著。有《琴苑要录》本传世。

8.  《皇佑新乐图记》（又名《皇佑乐图》

《皇佑乐图记》《皇佑乐记》《皇佑新乐图》）三

卷，阮逸、胡瑗著，成书于皇佑二年（1050年）。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6页）、《通

志·艺文略》（767页）、《中兴馆阁书目》（372

页）、《郡斋读书志》（94页）、《直斋书录解题》

（403页）、《文献通考·经籍考》（5466页）、

《宋史·艺文志》（5055页）、《文渊阁书目》（33

页）、《内阁藏书目录》（363页）、《秘阁书目》

（224页）、《玄赏斋书目》（64页）、《国史经籍

志》（722页）、《绛云楼书目》（8页）、《读书敏

求记》（49页）、《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645

页）、《四库全书总目》（320-321页）、《平津

馆鉴藏书籍记》（51页）、《爱日精庐藏书志》

（327-328页）、《郑堂读书记》（30页）、《吟

香仙馆书目》（6页）、《拜经楼藏书题跋记》

（66页）、《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98-99页）、

《持静斋书目》（90页）、《皕宋楼藏书志》（130

页）、《八千卷楼书目》（上册146页）、《抱经楼

藏书志》（99-100页）著录。《文献通考·经籍

考》云该书成于皇佑四年。

9.  《太常因革礼》一百卷，欧阳修等著，

成书于治平二年（1065年）。《郡斋读书志》（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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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遂初堂书目》（478页）、《文献通考·经

籍考》（5484-5485页）、《宋史·艺文志》（5133

页）、《文渊阁书目》（31页）、《国史经籍志》

（758页）、《内阁藏书目录》（301页）、《爱日精

庐藏书志》（433-435页）、《铁琴铜剑楼藏书目

录》（181-182页）、《四库未收书目提要》（37-

38页）、《宋元旧本书经眼录》（76-77页）、《皕

宋楼藏书志》（395-398页）、《善本书室藏书志》

（549页）、《八千卷楼书目》（上册 499页）著录。

《皕宋楼藏书志》记该书为八十三卷。

10.  《碧落子断琴法》（又名《碧落子琴

断》）一卷，石汝砺著，疑成书于英宗时期（1063-

1067）。《国史经籍志》（724页）著录。

11.  《琴史》六卷，朱长文著，成书于元丰

年间（1078-1085）。《直斋书录解题》（401页）、

《文献通考·经籍考》（5469）页、《文渊阁书目》

（138页）、《万卷堂书目》（582页）、《世善堂藏

书目录》（59页）、《玄赏斋书目》（65页）、《国史

经籍志》（724页）、《绛云楼书目》（55页）、《传

是楼书目》（662页）、《读书敏求记》（50-51页）、

《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646页）、《四库全

书总目》（970页）、《天禄琳琅书目后编》（333

页）、《平津馆鉴藏书籍记》（51页）、《郑堂读书

记》（244页）、《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228页）、

《玉函山房藏书薄录》（78页）、《文选楼藏书

记》（297页）、《皕宋楼藏书志》（584-585页）、

《仪顾堂题跋》（109页）、《八千卷楼书目》（中

册49页）著录。《玉函山房藏书薄录》记该书为二

卷，《皕宋楼藏书志》记该书为十卷。

12.  《礼书》，又名《太常礼书》，陈祥道

著，成书于元佑四年（1089年）。其中卷一一七

至一三○为乐书部分。《郡斋读书志》（90页）、

《通志·艺文略》（765页）、《遂初堂书目》（477

页）、《文献通考·经籍考》（5366-5367页）、《宋

史·艺文志》（5050页）、《万卷堂书目》（581页）、

《内阁藏书目录》（301页）、《国史经籍志》（721

页）、《澹生堂藏书目》（187页）、《绛云楼书目》

（7页）、《传是楼书目》（659页）、《钱遵王述古

堂藏书目录》（645页）、《四库全书总目》（178-

179页）、《天一阁书目》（77页）、《爱日精庐藏

书志》（313页）、《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61

页）、《楹书隅录初编》（409页）、《皕宋楼藏书

志》（80-83页）、《善本书室藏书志》（424页）、

《八千卷楼书目》（上册 92页）、《抱经楼藏书

志》（64-67页）著录。

13.  《乐府诗集》一百卷，郭茂倩（1041-

1099）著。《直斋书录解题》（446页）、《遂初堂

书目》（500页）、《郡斋读书志》（96页）、《文

献通考·经籍考》（5469页）、《宋史·艺文志》

（5056页）、《晁氏宝文堂书目》（666页）、《万

卷堂书目》（582页）、《内阁藏书目录》（354

页）、《澹生堂藏书目》（254-255页）、《玄赏

斋书目》（65页）、《绛云楼书目》（75页）、《传

是楼书目》（661页）、《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

录》（710页）、《四库全书总目》（1696页）、《天

一阁书目》（521页）、《爱日精庐读书志》（641

页）、《吟香仙馆书目》（67页）、《铁琴铜剑楼

藏书目录》（362页）、《皕宋楼藏书志》（1278-

1279页）、《善本书室藏书志》（882页）、《八千

卷楼书目》（中册 600页）著录。

14. 《琴书类集》（又名《琴曲谱录》）一卷，

僧居月著，成书于北宋中后期。《徐氏家藏书目》

（297页）、《澹生堂藏书目》（239页）、《千顷堂

书目》（58页）著录。有《说郛》本、《琴学正声》

本、《五朝小说》本传世。

15.  《乐书》二百卷，陈旸著，成书于元符三

年（1100年）。《直斋书录解题》（404页）、《文献

通考·经籍考》（468-5469页）、《宋史·艺文志》

（5055页）、《文渊阁书目》（33页）、《万卷堂书

目》（582页）、《澹生堂藏书目》（188页）、《徐氏

家藏书目》（297页）、《内阁藏书目录（363页）、

《玄赏斋书目》（64页）、《国史经籍志》（722

页）、《绛云楼书目》（8页）、《传是楼书目》（660

页）、《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645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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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琳琅书目》（89-91页）、《四库全书总目》（321

页）、《平津馆鉴藏书籍记》（61页）、《天一阁书

目》（89页）、《爱日精庐藏书志》（328-331页）、

《吟香仙馆书目》（6页）、《铁琴铜剑楼藏书目

录》（99页）、《玉函山房藏书薄录》（78页）、《楹

书隅录初编》（409页）、《持静斋书目》（90页）、

《皕宋楼藏书志》（130-136页）、《善本书室藏书

志》（448页）、《八千卷楼书目》（上册 147页）、

《抱经楼藏书志》（100-105页）、《积学斋藏书

记》（25页）、《善本书所见录》（19-20页）著录。

16.  《琴声经纬》一卷，陈旸著。载见于宛本

《说郛》卷一百（4575-4576页）。

17.  《皇朝类苑·典礼音律》三卷，即卷一八

至二○。此书又名《事实类苑》《皇宋事实类

苑》，江少虞著，成书于绍兴十五年（1145年）。后

代书目多著录此书于子部。

18.  《海录碎事·音乐部》一卷，即卷一六，

叶廷珪编，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后代书

目多著录此书于子部。

19.  《碧鸡漫志》一卷（又有五卷本），王灼

著，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郡斋读书志》

（1196页）、《澹生堂藏书目》（257页）、《传是楼

书目》（774页）、《读书敏求记》（133-134页）、

《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687页）、《四库全

书总目》（1826页）、《文选楼藏书记》（434页）、

《八千卷楼书目》（中册 730页）著录。

20.  《通志·乐略》两卷，即卷四九至卷五

○，郑樵著，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后世

书目著录此书于史部。

21.  《三器图义》一卷，程迥著，其人隆兴元

年（1163年）进士及第，应成书于南宋中期。《拜

经楼藏书题跋记》（89页）著录。

22.  《律吕新书》两卷，蔡元定著，成书于

淳熙十四年（1187年）。《文献通考·经籍考》

（5470-5471页）、《宋史·艺文志》（5056页）、

《文渊阁书目》（33页）、《内阁藏书目录》（363

页）、《秘阁书目》（224页）、《世善堂藏书目录》

（8页）、《澹生堂藏书目》（188页）、《玄赏斋书

目》（64页）、《国史经籍志》（722页）、《绛云楼

书目》（8页）、《读书敏求记》（50页）、《钱遵

王述古堂藏书目录》（645页）、《四库全书总目》

（321-322页）、《玉函山房藏书薄录》（78页）、

《八千卷楼书目》（上册147页）著录。

23.  《记纂渊海·律历》一卷，即卷三；《记

纂渊海·音乐》一卷，即卷七八。潘自牧辑，成书

于嘉定二年（1209年），有明万历刻本。后代书目

多著录此书于子部。

24.  《乐书正误》一卷，楼钥（1137-1213）

著。载见于杨绍和《楹书隅录初编》（409页）。

25.  《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姜夔

（约1154-1221）著。《直斋书录解题》（630页）、

《文献通考·经籍考》（6625页）、《文渊阁书目》

（114页）、《内阁藏书目录》（363页）、《四库全书

总目》（1818-1819页）、《善本书室藏书志》（919

页）、《八千卷楼书目》（中册702页）著录。《文献

通考·经籍考》称《白石道人集》三卷，《善本书

室藏书志》称《白石道人词》。

26.  《斫匠秘诀》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南

宋人。未见书目著录，存于宋人所编《琴书要

录》中。

27.  《乐府指迷》一卷，沈义父著，约成书

于宋理宗时期（1224-1264）。《四库全书总目》

（1826页）、《善本书室藏书志》（925-926页）、

《八千卷楼书目》（中册730页）、《千顷堂书目》

（59页）著录。

28.  《古琴疏》一卷，虞汝明著，作者疑为南

宋人。《徐氏家藏书目》（297页）、《澹生堂藏书

目》（239页）、《千顷堂书目》（58页）、《绛云楼

书目》（53页）著录。

29.《衙鼓吹格》一卷，作者不详，疑即《说

郛》所载《鼓吹格》。《通志·艺文略》（767页）、

《国史经籍志》（724页）著录。

30.  《玉海·音乐》八卷，即卷一○三至一一

○，王应麟著，成书于咸淳年间（约1270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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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书目多著录此书于子部。

31.  《琴统》一卷、《琴统外篇》一卷，徐

理著，成书于祥兴元年（1278年）。《绛云楼书

目》（55页）、《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228页）

著录。

32.  《文献通考·乐考》二十一卷，即卷

一二八至一四八，马端临（1254-1323）著，成书于

元代初期。后代书目著录于史部。

33.  《词源》两卷，张炎（1248-1320？）著。

《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719页）、《四库全

书总目》（1834页）、《四库未收书提要》（47页）、

《皕宋楼藏书志》（1359-1360页）、《善本书室藏

书志》（926页）、《八千卷楼书目》（中册 730页）、

《郋园读书志》（743页）著录。《千顷堂书目》（59

页）著录张炎《乐府指迷》二卷。

34.  《辽史·乐志》一卷，即卷五四，脱脱等

著，成书于至正四年（1344年）。后世书目著录于

史部。

35.  《金史·乐志》两卷，即卷三九至卷四

○，脱脱等著，成书于至正四年（1344年）。后世

书目著录于史部。

36.  《宋史·律历志》十七卷，即卷六八至

卷八四；《宋史·乐志》十七卷，即卷一二六至

一四二。脱脱等著，成书于至正五年（1345年）。

后世书目著录此书于史部。

（二）道教乐书

1 .   《云笈七 签》一百二十二卷（又有

一百二十卷本、一百二十四卷本），其中卷七三

（歌辞）、卷九六（赞颂歌）、卷九七（歌诗）涉

及音乐。张君房编，成书于天圣七年（1029年）。

《郡斋读书志》（752页）、《直斋书录解题》（348

页）、《遂初堂书目》（489页）、《文献通考·经

籍考》（6200-6201页）、《宋史·艺文志》（5196

页）、《世善堂藏书目录》（58页）、《道藏目录详

注》（863-864页）、《绛云楼书目》（61页）、《传

是楼书目》（752页）、《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

（735页）、《四库全书总目》（1252页）、《天一阁

书目》（321页）、《郑堂读书记》（343页）、《铁琴

铜剑楼藏书目录》（267-268页）、《皕宋楼藏书

志》（750-751页）、《善本书室藏书志》（666-667

页）、《善本书所见录》（133页）著录。

2.  《金箓斋三洞赞咏仪》三卷（又称太宗、

真宗、徽宗《御制金箓斋道词》各一卷、《太宗真

宗三朝传授赞咏仪》两卷），张商英编，成书于

大观二年（1108年）之前。《通志·艺文略》（790

页）、《宋史·艺文志》（5197页）、《道藏目录详

注》（822页）著录。

3.  《玉音法事》三卷，作者不详，成书于政

和年间（1111-1117）。《道藏目录详注》（838页）、

《绛云楼书目》（61页）、《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

录》（734页）著录。

4.  《道门通教必用集》九卷，吕太古始编，

马道逸改编，成书于嘉泰元年（1201年）。《道藏

目录详注》（877页）著录。

5.  《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五十七卷，留用

光传，蒋叔舆编，成书于嘉定十六年（1223年）。

《道藏目录详注》（833页）著录。

6.  《上清灵宝大法》四十五卷，金允中编，

成书于理宗（1225-1264）年间。《道藏目录详注》

（875-876页）著录。

7.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三百二十卷，宁全

真传，林灵真编，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

年）。《道藏目录详注》（830-832页）著录。

8.  《灵宝玉鉴》四十三卷（另附目录一

卷），作者不详，成书于南宋时期。《道藏目录详

注》（835页）著录。

9. 《太极祭炼内法》三卷，郑思肖（号所南，

1241-1318）著。《道藏目录详注》（835页）、《传

是楼书目》（752页）著录。

五、散佚乐书19种

1.  《乐纂》（又名《景德乐纂》《太常乐

纂》）一卷，李宗谔于景德二年（1005年）进上。

佚文存于陈旸《乐书》、欧阳修《太常因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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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祁《宋景文文集》（《论太乐署有舂牍之名而

无舂牍之器》篇）等书中。《通志·艺文略》（767

页）、《宋史·艺文志》（5054页）著录。

2.  《景佑乐髓新经》（又名《乐髓新经》）

两卷（或一卷），宋仁宗著，成书于景佑二年

（1035年）。佚文见存于《宋史·律历志》等书。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6页）、《遂初堂

书目》（478页）、《中兴馆阁书目》（371页）、《通

志·艺文略》（767页）、《宋史·艺文志》（5054

页）、《国史经籍志》（722页）著录。

3. 《大乐图义》两卷（又说一卷），宋祁著，

成书于景佑二年（1035年）。序文存于宋祁《景

文集》卷四五。《崇文总目》（19页）、《遂初堂书

目》（478页）、《文献通考·经籍考》（5466页）、

《宋史·艺文志》（5053页）、《国史经籍志》（722

页）著录。《遂初堂书目》称“大乐图议”。

4. 《景佑广乐记》（又名《景祐广乐图记》）

八十卷或八十一卷，冯元、宋祁、聂冠卿等合编，

成书于景佑三年（1036年）。少量佚文见存于陈

旸《乐书》。《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5

页）、《通志·艺文略》（767页）、《遂初堂书目》

（478页）、《直斋书录解题》（403页）、《文献通

考·经籍考》（5467页）、《宋史·艺文志》（5054

页）著录。

5.  《乐论》八篇，范镇著，成书于元佑初年

（约1086年）。佚文存见于《宋史·乐志》《文献

通考·乐考》等书。有序文，载见于曹学佺《蜀中

广记》卷九一。

6.  《元丰新修大乐记》，又名《元丰大乐

记》五卷（初为三卷），杨杰著，成书于元丰年间

（1078-1085）。佚文见存于《宋史·乐志》《宋

会要辑稿》等书。《遂初堂书目》（478页）、《宋

史·艺文志》（5055页）著录。

7. 《平律书》三卷，杨杰著，成书于元丰年间

（1078-1085）。序文见杨杰《无为集》卷八。《玉

海》（145页）著录。

8.  《大乐十二均图》一卷，杨杰著，成书于

元丰二年（1079年）。序文载在杨杰《无为集》卷

八。《玉海》（145页）著录。

9.  《元佑乐议》七篇，杨杰著，成书于元佑

三年（1088年）。佚文见存于《宋史·乐志》《文

献通考·乐考》《宋会要辑稿》等书。《遂初堂书

目》（478页）著录。

10.  《乐书》五卷，吴良辅著，成书于元丰年

间（1078-1085）。佚文见存于熊鹏来《瑟谱》等

书。《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通

志·艺文略》（767页）、《中兴馆阁书目》（372

页）、《宋史·艺文志》（5055页）、《国史经籍志》

（722页）著录。

11.  《乐府集》十卷、《乐府集序解》一卷，

刘次庄（？-约1098）著。佚文见存于《诗话总

龟》《能改斋漫录》《玉海》等书。《郡斋读书

志》（1215页）、《中兴馆阁书目》（371页）、《直

斋书录解题》（445-446页）、《文献通考·经籍

考》（6686页）、《宋史·艺文志》（5054页）著

录。《通志·艺文略》（767页）著录刘次庄《乐

府题解》十卷。

12.  《大晟乐书》（又名《乐书》）二十卷，

刘昺著，成书于大观三年（1109年）。佚文见存于

《宋史·乐志》等书。《通志·艺文略》（767页）、

《直斋书录解题》（404页）、《文献通考·经籍

考》（5469页）、《宋史·艺文志》（5055页）著录。

13.  《乐论》八卷，刘昺著，成书于大观年间

（1107-1110）。佚文见存于李攸《宋朝事实》《宋

史·乐志》等书。《宋史·艺文志》（5055页）著录。

14.  《乐书》一卷，李如箎著，成书于南宋初

期。佚文见存于《宋史·律历志》。《宋史·艺文

志》（5056页）著录。

15.  《系声乐府》（又名《系声乐谱》）二十四

卷，郑樵著，成书于绍兴年间（1131-1162）。作为

《通志·乐略》的前期成果，部分内容见存于《通

志·乐略》。《中兴馆阁书目》（372页）、《宋史·艺

文志》（5056页）著录。

16.  《燕乐原辨》（又名《燕乐》），卷数不

王小盾  张  军: 宋代音乐研究的典籍资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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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蔡元定著。佚文见存于《文献通考·乐考》《宋

史·乐志》等书。《文渊阁书目》（138页）著录。

17.  《乐议》（一名《大乐议》）一卷，姜夔

著，成书于庆元三年（1197年）。佚文见存于《宋

史·乐志》《文献通考·乐考》等书。

18.  《律通》两卷，欧阳之秀（又名欧阳士

秀）著，应成书于蔡元定《律吕新书》之后。佚

文见存于《宋史·律志》、曹庭栋《琴学》外篇等

书。倪灿《宋史·艺文志补》（6页）著录。

19.  《乐府杂记》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南宋

人。佚文见存于吴淑《事类赋》、耶律铸《双溪

醉隐集》等书。《通志·艺文略》（767页）著录。

六、存名乐书111种

1.  《蜀雅乐仪》三十卷，作者不详。《宋

史·艺文志》（5054页）著录。

2.  《九弦琴谱》二十卷，宋太宗编于至道元

年（995年）。《宋史·艺文志》（5053页）著录。

3.  《五弦阮谱》十七卷，宋太宗编于至道

元年（995年）。《玉海》（1924页）《续资治通鉴长

编》（705页）等书著录，与《九弦琴谱》同记。

4.  《琴杂调谱》十二卷，朱文济（宋太宗琴

待诏）著。《宋史·艺文志》（5055页）著录，记作

者名为朱文齐。

5.  《乐说》五卷，和岘（933-988）著。《秘

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6页）、《通志·艺文

略》（767页）、《国史经籍志》（722页）著录。

6.  《补亡乐书总要》（又名《补亡乐书》）三

卷，房庶著。成书于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

《郡斋读书志》（94-95页）、《通志·艺文略》

（767页）、《中兴馆阁书目》（371页）、《遂初堂书

目》（478页）、《文献通考·经籍考》（5467页）、

《宋史·艺文志》（5054页）、《国史经籍志》（722

页）著录。

7.  《真馆饮福等》一卷，房庶著。《宋史·艺

文志》（5054页）著录。

8. 《乐府要略》两卷，宋仁宗著，成书于康定

元年（1040年）。《中兴馆阁书目》（371页）著录。

9.  《审乐要记》两卷（又说一卷），宋仁宗

著，成书于康定元年（1040年）。《秘书省续编

到四库阙书目》（256页）、《中兴馆阁书目》（37

页）、《通志·艺文略》（7页）、《宋史·艺文志》

（5054页）著录。

10.  《明堂新曲谱》一卷，宋仁宗著，成书于

皇祐二年（1050年）。《中兴馆阁书目》（371页）、

《宋史·艺文志》（5054页）著录。

11.  《律管说》一篇，阮逸，成书于景佑二年

（1035年）。《通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

籍志》（722页）著录，书名亦见《玉海》（143页）、

《宋会要辑稿》（282页）等书。

12.  《律吕说》一篇，阮逸著，成书于景佑二

年（1035年）。书名见《玉海》（1926页）。

13. 《琴准图》一卷，阮逸著，成书于景佑二

年（1035年）。《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5

页）著录。

14.  《钟律制仪》三卷，阮逸著，成书于康

定元年（1040年）。《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

（255页）著录。

15.  《景祐乐府奏议》一卷，胡瑗著，成书于

景祐年间（1034-1038）。《中兴馆阁书目》（371-

372页）、《直斋书录解题》（402页）、《文献通

考·经籍考》（5467页）、《宋史·艺文志》（5055

页）著录。

16.  《皇佑乐府奏议》一卷，胡瑗著，成书

于皇佑年间（1049-1054）。《中兴馆阁书目》（372

页）、《遂初堂书目》（478页）、《直斋书录解题》

（402页）、《文献通考·经籍考》（5467页）、《宋

史·艺文志》（5055页）著录。

17.  《三圣乐书》一卷，宋祁著。《直斋书

录解题》（403页）、《文献通考·经籍考》（5467

页）、《国史经籍志》（722页）著录。

18.  《大乐图》一卷，宋祁著。《宋史·艺文

志》（5054页）著录。

19.  《景佑大乐图》二十卷（一说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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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冠卿著，成书于景佑二年（1035年）。《崇文总

目》（18-19页）、《通志·艺文略》（767页）、《文

献通考·经籍考》（5466页）、《宋史·艺文志》

（5054页）、《国史经籍志》（722页）著录。

20.  《新纂乐书》三十卷，聂冠卿著。《通

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722

页）著录。

21.  《景佑乐本图》一卷，安宋著，成书于

景佑二年（1035年）。书名见于《玉海》（1926页）、

《宋会要辑稿》（282页）等书。

22.  《古今乐纂》一卷（又说六卷），何文广

著，成书于景佑二年（1035年）。书名见于《玉海》

（1926页）、《宋会要辑稿》（282页）等书。

23.  《乐纂造律》一卷，何文广著。成书于

景佑二年（1035年），书名见于《玉海》（1926页）、

《宋会要辑稿》（282页）等书。

24.  《乐府秘诀》一卷，何文广著，成书于

景佑二年（1035年）。书名见于《玉海》（1926页）、

《宋会要辑稿》（282页）等书。

25.  《乐府杂录》一卷，何文广著，成书于

景佑二年（1035年）。书名见于《玉海》（1926页）、

《宋会要辑稿》（284页）等书。

26.  《应天旋宫昭庆集》并《乐图》十三

卷，苏齐著，成书于景佑二年（1035年）。书名见

于《玉海》（1926页）、《宋会要辑稿》（282页）

等书。

27.  《新术律管算草》三卷，丁涛著，成书于

景佑二年（1035年）。书名见于《玉海》（1926页）、

《宋会要辑稿》（282页）等书。

28. 《景佑大乐制度》一卷，作者不详，成书

于景佑年间（1034-1038）。《通志·艺文略》（767

页）、《国史经籍志》（722页）著录。

29.  《三乐谱》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北宋

人。《崇文总目》（21页）、《通志·艺文略》（767

页）、《文献通考·经籍考》（5464页）、《国史经

籍志》（724页）著录。

30.  《阮咸谱》二十卷（又说一卷），喻修枢

著，疑为北宋人。《崇文总目》（22页）、《秘书省

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通志·艺文略》

（767页）、《文献通考·经籍考》（5465页）、《宋

史·艺文志》（5056页）、《国史经籍志》（724页）

著录。

31.  《古今乐律通谱》，卷数不详，王洙

（997-1057）著。成书于北宋中期。书名见于王钦

臣《王氏谈录》（169-170页）。

32.  《乐要》三卷，令狐揆著。揆与宋庠、宋

祁同时。《中兴馆阁书目》（372页）、《遂初堂书

目》（478页）、《宋史·艺文志》（5056页）著录。

33.  《琴谱》，卷数不详，令狐揆著。书名见

于王得臣《麈史》（38-39页）。

34.  《乐议》（又名《乐仪》）十卷（又说三

卷），李上交著，成书于仁宗年间。《秘书省续编

到四库阙书目》（256页）、《通志·艺文略》（767

页）、《国史经籍志》（722页）著录。

35.  《乐府记》一卷，李上交著。《通志·艺

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722页）著录。

36.  《乐府古词》（又名《和乐府古辞》）一

卷，裴煜和著。裴煜和疑即裴煜，书成于仁宗年

间。《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通

志·艺文略》（767页）著录。

37.  《古今大乐指掌》（又名《大乐指掌》）

三卷，李南玉著，应成书于北宋中期。《中兴馆

阁书目》（372页）、《遂初堂书目》（478页）、《宋

史·艺文志》（5056页）著录。

38.  《五音会元图》一卷，胡俛（？-1074）

著。晁补之《尚书司封员外郎胡公墓志铭》一文

载有胡俛著《五音会元图》之事，故应成书于北

宋中期。《郡斋读书志》（95页）、《文献通考·经

籍考》（5468页）、《国史经籍志》（722页）著录。

39.  《大乐演义》三卷，房审权著，成书于

元丰四年（1081年）。《直斋书录解题》（403-404

页）、《文献通考·经籍考》（5467-5468页）、《国

史经籍志》（722页）、《蜀中广记》（20页）著录。

40.  《浙操琴谱》一册，朱长文著。《玄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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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65页）、《绛云楼书目》（8页）著录。

41.  《范蜀公乐书》（又名《新定乐法》《元

祐新定乐法》）一卷，范镇著，成书于元祐初

年（1086-1088）。《郡斋读书志》（95页）、《通

志·艺文略》（767页）、《中兴馆阁书目》（371

页）、《文献通考·经籍考》（5468页）、《宋史·艺

文志》（5054页）、《国史经籍志》（722页）、《蜀

中广记》（19-20页）著录。

42.  《律吕图》三卷，杨杰著，成书于元丰年

间（1078-1085）。书名见于《玉海》（145页）。

43.  《元佑祀典乐歌》，卷数、作者皆不详，

成书于元佑年间（1086-1094）。《遂初堂书目》

（478页）著录。

44.  《琴谱》一卷，吴良辅著，应成书于崇

宁、祥符年间。《中兴馆阁书目》（373页）、《宋

史·艺文志》（5055页）著录。

45.  《乐记》三十六卷，吴良辅著。《秘书

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通志·艺文

略》（767页）、《中兴馆阁书目》（372页）、《宋

史·艺文志》（5055页）著录。《中兴馆阁书目》

称为《乐纪》。

46.  《诗乐说》三卷，吴良辅著。《通志·艺

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722页）著录。

47.  《乐论》一卷，沈括（1031-1095）著。《秘

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中兴馆阁

书目》（371页）、《通志·艺文略》（767页）、《宋

史·艺文志》（5054页）、《国史经籍志》（722页）

著录。

48.  《乐器图》一卷，沈括著。《宋史·艺文

志》（5054页）著录。

49.  《三乐谱》一卷，沈括著。《宋史·艺文

志》（5054页）著录。

50.  《乐律》一卷，沈括著。《秘书省续编

到四库阙书目》（257页）、《中兴馆阁书目》（371

页）、《宋史·艺文志》（5054页）著录。

51.  《乐府诗》一卷，僧灵操著，应成书于北

宋中后期。《宋史·艺文志》（5055页）著录。

52.  《乐本书》二十卷，王箴（1049-1101）

著。《通志·艺文略》（76页）、《遂初堂书目》（47

页）、《国史经籍志》（722页）著录。

53.  《黄钟徵角调》两卷，宋徽宗著，成书

于政和年间（1111-1118）。《中兴馆阁书目》（371

页）、《宋史·艺文志》（5054页）著录。

54.  《运谱四议》二十卷，刘昺著，成书于

大观二年（1108年）。《宋史·艺文志》（5056页）

著录。

55.  《政和颁降乐曲乐章节次》一卷，刘昺

著，成书于政和年间（1111-1117）。《宋史·艺文

志》（5056页）著录。

56.  《政和大晟乐府雅乐图》（又名《大晟

乐府雅乐图》）一卷，刘昺著，成书于政和年间

（1111-1117）。《郡斋读书志》（98页）、《宋史·艺

文志》（5056页）著录。

57.  《燕乐新书》，卷数不详，刘昺著，成书

于政和六年（1116年）。书名见于《宋会要辑稿》

（322页）、《文献通考》（4419页）、《宋史》（3345

页）等书。

58.  《乐书》，卷数不详，彭几（又名彭渊

材）著，成书于政和二年（1112年）之前。书名见

于《玉海》（1934页）、《宋史·乐志》（3002页）、

《宋会要辑稿》（242页）等书。

59.  《琴义》一卷，刘籍著，应成书于北宋

中后期。《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

《通志·艺文略》（767页）、《中兴馆阁书目》

（373页）、《直斋书录解题》（400页）、《文献通

考·经籍考》（5465页）、《宋史·艺文志》（5056

页）著录。

60.  《宝钟释文》一卷，任之奇（1053-1114）

著。《通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

（723页）著录。

61.  《雅乐均声格》一卷，作者不详，疑为

北宋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6页）、

《通志·艺文略》（767页）著录。

62.  《正声五弄谱》一卷，作者不详，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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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6页）、

《通志·艺文略》（767页）著录。

63.  《明堂教习音律》一卷，作者不详，疑为

北宋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6页）、

《通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723

页）著录。

64.  《乐演卦》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北宋

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通

志·艺文略》（767页）著录。

65.  《韶义》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北宋人。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著录。

66.  《乐传》两卷，作者不详，疑为北宋人。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通

志·艺文略》（767页）著录。

67.  《歌舞式》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北

宋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

《通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724

页）著录。

68.  《琴指》，又名《琴指图》一卷，作者

不详，疑为北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

（257页）、《通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籍

志》（724页）著录。

69.  《进琴式》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北

宋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

《通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724

页）著录。

70.  《劈阮指法》，又名《擘阮手法》一卷，

作者不详，疑为北宋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

书目》（257页）、《通志·艺文略》（767页）著录。

71.  《琴传》七卷，作者不详，疑为北宋人。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通

志·艺文略》（767页）著录。

72.  《隐韶集》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北宋

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通

志·艺文略》（767页）著录。

73.  《琴阮二弄谱》一卷，作者不详，疑为

北宋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

《通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724

页）著录。

74.  《琴谱商调》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北宋

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著录。

75. 《飘风乐颂》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北宋

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8页）著录。

76．《历代歌词》，又名《历代歌》六卷，作者

不详，疑为北宋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

（256页）、《通志·艺文略》（767页）、《宋史·艺

文志》（5056页）、《国史经籍志》（723页）著录。

77.  《乐府犹龙》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北宋

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6页）著录。

78.  《钟书》六卷，作者不详，疑为北宋人。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57页）、《通

志·艺文略》（767页）著录。

79. 《隆韶导和集》（又名《隆韶道导和集》

《隆韶道百和集》）一卷，姚分立（又名姚公立）

著，约成书于大观年间（1107-1110）。《通志·艺

文略》（767页）、《直斋书录解题》（405页）、

《文献通考·经籍考》（5469页）、《国史经籍志》

（722页）著录。

80.  《燕乐》三十四册，蔡攸著，成书于政和

八年（1118年）。《宋史·艺文志》（5054页）著录。

81.  《乐书》，卷数不详，盛元升撰。成书于

北宋后期。书名见于《两浙著述考》（609页）。

82.  《韶武遗音》一卷（又说三卷），滕康

叔（疑为滕康）（1085-1132）著。《遂初堂书目》

（500页）、《宋史·艺文志》（5056页）著录。

83.  《琴说》一卷，李如箎著，成书于南宋初

期。《宋史·艺文志》（5056页）著录。

84.  《阮咸弄谱》一卷，李昌文著，成书年

代不详。《中兴馆阁书目》（373页）、《宋史·艺

文志》（5056页）、《玉海》（2015页）“宋朝琴

谱”著录。

85.  《琴声律图》一卷， 赡著，成书年代

不详。书名见于《玉海》（2015页）。

86.  《琴声韵图》三卷，王大方著，成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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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期。《通志·艺文略》（767页）、《宋史·艺

文志》（5056页）、《国史经籍志》（724页）、《文

渊阁书目》（138页）、《玉海》（2015页）“宋朝琴

谱”著录。

87.  《琴谱三均》一卷（又说三卷），马少良

（又名马以良）著，《中兴馆阁书目》（374页）、

《宋史·艺文志》（5056页）、《玉海》（2015页）

“宋朝琴谱”著录。

88.  《琴筌》十卷，苟以道（又名荀以道）

著。《郡斋读书志》（98页）、《文献通考·经籍

考》（5469页）、《国史经籍志》（724页）著录。

《郡斋读书志》记为“皇朝苟以道”，《国史经籍

志》记为“宋荀以道”，但《玉海》（2013页）将其

列入“唐琴谱、琴书、琴声律图”条。

89.  《皇府三校歌诗》十卷，作者不详。

《通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

（723页）著录。

90.  《舞鉴图》三卷，作者不详，疑为南宋

人。《通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

（724页）著录。

91.  《采莲舞谱》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南

宋人。《通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

（724页）著录。

92.  《琴说》一卷，郑文佑著，疑为南宋人。

《通志·艺文略》（767页）、《国史经籍志》（724

页）著录。

93.  《乐书》（一名《庆元乐书》）三卷，姜夔

著，成书于庆元元年（1195年）。书名见于《玉海》

（1934页）等书。

94.  《琴瑟考古图》一卷，姜夔著，成书于庆

元三年（1197年）。书名见于陆心源《宋史翼》、陈

思《白石道人年谱》等书。

95.  《乐舞新书》两卷，吴仁杰著，成书于

南宋中期。《遂初堂书目》（478页）、《文献通

考·经籍考》（5471页）、《宋史·艺文志》（5056

页）、《国史经籍志》（724页）著录。

96.  《琴谱》八卷，作者不详。嘉定十二年

（1219年），陈振孙于鄞县魏王旧邸得之。《直

斋书录解题》（402页）、《文献通考·经籍考》

（5470页）著录。

97.  《乐书》一百卷，临海姜仲谦撰。成书于

南宋中期。书名见于《两浙著述考》（610页）。

98.  《琴谱》十六卷（又说两卷），石孝隆

著，应成书于宁宗、理宗时期。《直斋书录解题》

（402页）、《文献通考·经籍考》（5470页）、《世

善堂藏书目录》（59页）著录。

99.  《琴操谱》十五卷，张严著，应成书于南

宋中后期。《直斋书录解题》（402页）、《文献通

考·经籍考》（5470页）著录。

100．《调谱》四卷，张严著，应成书于南宋

中后期。《直斋书录解题》（402页）、《文献通

考·经籍考》（5470页）著录。

101.  《制琴法》一卷，作者不详，疑为南宋

人。《直斋书录解题》（401页）、《文献通考·经

籍考》（5470页）著录。

102.  《徐门琴谱》（又名《徐氏琴谱》）十

卷，徐于（字天民）著，应成书于南宋中后期。

《玄赏斋书目》（65页）、《国史经籍志》（724

页）、《绛云楼书目》（8页）著录。

103.  《紫霞洞琴谱》十三卷，杨缵（1210-

1269）著，应成书于南宋中后期。《千顷堂书目》

（58页）著录。

104．《琴指法》，卷数不详，赵希旷著，应成

书于南宋中后期。书名见存于张大命《太古正音

琴经》等书。

105.  《注明蔡邕指法》，卷数不详，赵维则

（又名赵惟则）著。书名见于《太古正音琴经》

等书。

106. 《乐说》三卷，赵德先著，疑为南宋人。

《宋史·艺文志》（5056页）著录。

107.  《乐书》三十卷。赵德先著，疑为南宋

人。《宋史·艺文志》（5056页）著录。

108.  《大乐署》三卷，作者不详，疑为南宋

人。《宋史·艺文志》（5056页）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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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律吕新书赘述》，卷数不详，宋遗民

程时登（1249-1328）著，成书于作者晚期。《千

顷堂书目》（58页）、《补辽金元艺文志》（21页）、

《补元史艺文志》（9页）著录。

110.  《琴谱》，卷数不详，苗彦实（？-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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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系、壮侗语系和南岛语系等邻近语系的相互作

用，可能导致口簧名称在亚洲大陆各民族和南岛

语系各民族间的同源和演化形态，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前文所列台湾的高山族和东南亚南岛语

民族存在着与汉藏语族口簧名称相同的问题。

金力团队报告指出：“研究语言的起源与

分化对理解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至关重要。”对

于音乐史当然也是如此，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

许多古老的语言痕迹，值得我们去探讨。

就本文讨论的对象而言，语言的历史变迁

与人类的迁徙，语言的分布与口簧乐器的分布，

有着高度重合的历史现象，这个认识在目前的

知识水平上是可以成立的。但笔者希望有新的

音乐学、考古学和语言学、人类学的成果继续

就此问题展开研讨，笔者并不希望自己的认识

是结论性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  

植于河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以来久居于此的土

著人群的认识，也是可以相互映证的。方言地

理学的研究，同样给予了我们类似的认识，中国

语言地图的形成，与人口流动有十分密切的关

系㉖。金力团队报告指出，在黄河流域，考古遗

址数量的迅速增加和持续的森林砍伐表明了人

口增长的速度，从大约距今6000年开始到距今

5000-4500年加剧，这个时间轴与他们的研究

中对汉藏语和藏缅语差异的时间估计一致。

按前文关于口簧名称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获

得的认识，联系汉藏语系语言的一般规律，我们

拟测安多藏语-珞巴语的口簧名称“Gonggong”

为最古，可能在汉藏语系语言尚未分化的时期就

已形成。而其后随着人群的移动，由纵向河谷地

带—藏彝民族走廊向南传播，伴随着语言的

演化出现了口簧名称的同步演化和传播。根据

金力团队的报告，汉藏语系之间的大量语言接触

可能发生在这些语言多样化的早期阶段，并可能

持续到今天，进而发生南中国广大地区各民族口

簧名称的相互影响；汉藏语系各成员语言之间的

责任编辑：姚  岚

㉖参见周振鹤：《中国的方言为何如此复杂？》，《地

图》，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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