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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黎貞著作考 
 

 

湯志波   馬昕怡 
 

 

論 文 摘 要 
 

明代黎貞現存著作有《重刻秫坡先生集》七卷、《秫坡先生古今一

覽全書》二卷。清康熙間先刻《重刻秫坡先生詩集》四卷，即今上海圖

書館藏本，後又刻《重刻秫坡先生文集》三卷，合成《重刻秫坡先生

集》七卷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係清康熙刻本嘉

慶間後印本，與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清康熙刻本”為同一版，且印

刷時間早於北京大學藏本。清康熙刻本《重刻秫坡先生集》所據底本

並非明嘉靖刻本，而是萬曆刻本。嘉靖間是否刻過《秫坡先生集》有

待進一步考證。清光緒間重刻黎貞詩文集，以康熙本為底本，並增補

詩歌七首，總計存詩文三百八十四首。《秫坡先生古今一覽全書》現存

清光緒刻本，《中國古籍總目》未著錄。李辰煇、區天民云黎貞亡佚著

作有《家禮舉要》、《漢元史斷》、《皇明傳信錄》、《言行錄》、《文翰彙

選大成》、《嶺南聲詩鼓吹》等六種，其中僅《家禮舉要》係黎貞著作

無疑，《漢元史斷》俟考，其餘四種均非黎貞所作。 

 

關鍵詞：黎貞   著作考   後印本  《重刻秫坡先生詩集》  《秫坡先生古

今一覽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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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黎貞（1358-1416），字彥晦，號嶺南狂客、陶陶生、圭峰樵、秫坡等，廣州

府新會縣都會里人。明洪武初入郡學為庠生，八年（1375）以明經辟薦入京，辭

不赴試。署為新會訓導，亦不赴任，築釣臺於室前，日事垂釣。十八年（1385）

以事為訟者所誣，發戍遼東十三年。赦歸故里，以文行誨後進。永樂十四年

（1416）卒於鄉，享年五十九歲。黎貞上承元末明初“南園五先生”，下啟心學大

儒陳獻章，在嶺南思想史、文學史上均有重要地位。黎貞現存集部著作《重刻秫

坡先生集》七卷，有清康熙刻本、清康熙刻嘉慶後印本、清光緒刻本、清鈔本四

種；史部著作《秫坡先生古今一覽全書》二卷，有清光緒刻本。目前學界對黎貞

著作尚無全面考察，僅見倪尚明《黎貞及其〈秫坡集〉——兼談明初珠江三角洲

社會文化》（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略有提及。本文錄其版本特徵，考

其亡佚著作，辨析歷代著錄之訛，為進一步整理《黎貞集》奠定基礎。 

 

 

一、清康熙刻本《重刻秫坡先生詩集》 
 

《重刻秫坡先生詩集》四卷首一卷，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黎翼之刻本，上

海圖書館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左右雙邊，白口，上黑魚尾，版心鐫“秫坡先

生詩集”及是卷所收文體，卷一卷端題“明徵士古岡黎貞彥晦甫著，新會縣知縣

後學袁奎編次，新會縣儒學教諭蕭端升、訓導馬堪仝校，六世裔孫善積一富甫訂

鐫。清後學支孫翼之鵬客甫重訂，裔孫元振、元甲、三錫、上錫、耀錫、嵩錫、

文超、學文仝校”，其餘卷端不題撰人。卷首有秫坡先生行像、明嘉靖二十九年

（1550）區越《秫坡黎先生文集序》、總目錄、李承箕《秫坡先生傳》、黃佐

《傳》、黃淳《傳》，卷末有康熙丙寅（1686）仲秋黎翼之跋。區越序云：“秫坡先

生著述雖富，日久拓落，已失鋟梓。予少時嘗錄其論作二帙，邇自棄官歸臥西屏

山中，搜破簏之舊編，得公遺撰，不啻歐陽子之寤寐昌黎也。欲表揚之，惜散逸

之餘，百不存一，延佇昔賢，重為于悒。尋因公之裔孫善積訪求收錄，復得公詩

文若干首，攜以謁予。”1  黎翼之跋曰：“翁生平著述甚富，日久每多散佚。同里

 

本文係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十一批特別資助項目“《明別集版本志》補編”（項目批准號：2018T110364）

階段性成果，同時獲上海市教委高峰學科建設計劃“明代文學編年史”項目資助，謹致謝忱。 

1  [明]黎貞：《重刻秫坡先生詩集》卷首，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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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鄉賢區西屏先生曾為編輯授梓，序而傳之。及後屢變滄桑，數罹兵燹，所存者

多殘缺失次，觀者有玉碎珠沉之歎。今幸聖天子右文，訪求遺書，正斯文蔚興之

時也。凡故老傳聞，皆得並著，矧嘉言懿行之有禆風教者，其可聽之汶汶乎？翼

之忝屬後昆，表章前人，義不容辭。謹搜輯遺帙，重付剞劂。”2 

按，是書卷一至卷三為詩集，卷四為詞集、賦集，每卷卷前有目次。卷一收

四言古詩一首、五言古詩二十四題二十八首、七言古詩二十七題三十三首，卷二

五言絕句九題十首、六言絕句三題七首、七言絕句八十題一百二十一首，卷三五

言律二十題二十二首、五言排律二首、七言律五十九題六十九首、七言排律二

首，卷四詞五題六首、謠四首、賦三篇，共計二百二十七題二百九十五首。今七

卷本卷首總目前後題作“重刻秫坡先生文集總目”、“秫坡先生文集總目終”，而

上海圖書藏本均作“重刻秫坡先生詩集總目”、“秫坡先生詩集總目終”，目錄亦

僅至卷四止。可知是書先印詩集四卷流行，後刻文集三卷合成全本，並將卷首總

目“詩集”挖改為“文集”。 

  

圖一：上海圖書館藏本卷首總目 圖二：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卷首總目 

山東省圖書館藏本，亦僅存首一卷及前四卷，或同是先印之詩集四卷。原係

海源閣舊藏，《山東省圖書館館藏海源閣書目》著錄為：“《重刻秫坡先生詩集》

□□卷，首一卷，（明）黎貞撰，（清）袁奎編，清袁善積刻本。”3  袁奎為明刻本

編者，應作“（明）袁奎編”，“公之裔孫善積”亦是明代人，“清袁善積”當是

“明黎善積”之誤。《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著錄為“重刻秫坡先生詩集

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康熙二十五年黎翼之刻本”，4  書名不確，卷數亦訛。香港

大學亦藏清康熙刻本八卷，5  當同是七卷之誤，暫未能目驗。《嶺南文獻綜錄》著

 
2  [明]黎貞：《重刻秫坡先生詩集》卷末，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3  山東省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館藏海源閣書目》，濟南：齊魯書社，1999，頁 242。 

4  清華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頁 299。 
5  賈晉華：《香港所藏古籍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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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秫坡先生詩集》八卷首一卷末一卷”，6  今

覈國家圖書館並無此書，或是誤記。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云：“《秫坡詩稿》七卷附錄一卷，浙江孫仰曾家藏

本，明黎貞撰。貞字彥晦，秫坡其自號也，新會人。洪武初舉邑訓導，不就。坐

事戍遼東，尋放歸。《明史·文苑傳》附見《孫蕡傳》中。是集刻於嘉靖庚戌，歲

久散佚。國朝康熙丙寅，其後人搜輯重刊，凡詩、詞、賦三卷，雜文四卷，卷八

附以贈言。貞少從孫蕡學詩，蕡集即其所編次，雖所學未深，而風格尚為遒上。

惜此本掇拾於殘缺之餘，其菁華已不概見矣。”7  其説略可商榷。即是“七卷”全

本，則稱“秫坡詩稿”不妥，當作“秫坡先生集”或“秫坡先生詩文集”；“凡

詩、詞、賦三卷，雜文四卷”應為“凡詩三卷，詞、賦一卷，雜文三卷”。“是集

刻於嘉靖庚戌”亦需討論，《重刻秫坡黎先生集》卷端題“新會縣知縣後學袁奎

編次，新會縣儒學教諭蕭端升、訓導馬堪仝校，六世裔孫善積一富甫訂鐫”，是

沿續明刻本之痕迹，由黎貞六世孫黎善積編刻無疑。但袁奎是萬曆八年（1580）

進士，擔任新會知縣亦是萬曆年間，嘉靖間刻本不應出現“新會縣知縣袁奎”之

說。袁奎在萬曆十二年（1584）曾編刻《白沙先生遺詩補集》五卷附錄一卷，8 黎

貞是集，當距陳獻章詩集刊刻時間不遠。儒學教諭蕭端升、訓導馬堪亦均是萬曆

間在任，故康熙本所據底本並非嘉靖刻本，而是萬曆刻本，今或已亡佚。康熙本

卷首區越序云“公之裔孫善積訪求收錄”，今查區氏《鄉賢區西屏集》是句作

“公之裔孫質”，9  黎質亦是黎貞後裔，區越《新會縣重修鄉賢祠記》曰：“爰召

鄉賢之後譚善箕、陳大機、魯孔裔、劉應求、黎質等經營規畫，去圮為固，易腐

為新，不數月間，煥然翼然。”10  可知黎質與區越有交遊。或是嘉靖間黎質編過

黎貞集，至萬曆間黎善積又重新編刻。是說僅屬猜測，期待有新材料發現。 

 

 

二、清康熙刻嘉慶後印本《重刻秫坡黎先生集》 

 

《重刻秫坡先生集》七卷（詩集三卷詞集賦集一卷文集三卷）首一卷附錄一

 
6   駱偉：《嶺南文獻綜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頁 353。 
7   [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385。 
8   參見湯志波：《明代陳獻章別集版本敘錄》，《華中國學》2019 年第 2 期。 
9  [明]區越：《鄉賢區西屏集》卷六，《廣州大典》第 426 冊影印明萬曆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頁 352。 
10  [明]黃淳：《（萬曆）新會縣誌》卷三，明萬曆刻本。按，區越《鄉賢區西屏集》卷七《新會縣重修鄉

賢祠記》又不載黎質，俟考。參見《廣州大典》第 426 冊，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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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清康熙刻嘉慶二十二年（1817）都會書屋後印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左右雙邊，白口，上黑魚尾，版心鐫“秫坡先生詩集”（卷

一至卷三）、“秫坡先生詞集”或“秫坡先生賦集”（卷四）、“秫坡先生文集”

（卷五至卷八）及是卷所收文體，卷一、卷六卷端題“明徵士古岡黎貞彥晦甫

著，新會縣知縣後學袁奎編次，新會縣儒學教諭蕭端升、訓導馬堪仝校，六世裔

孫善積一富甫訂鐫。清後學支孫翼之鵬客甫重訂，裔孫元振、元甲、三錫、上

錫、耀錫、嵩錫、文超、學文仝校”，卷五卷端題“明徵士古岡黎貞晦甫著，新

會縣知縣後學袁奎編次，新會縣儒學教諭蕭端升、訓導馬堪仝校”，其餘卷端不

題撰人。卷首有秫坡先生行像、明嘉靖二十九年區越序、秫坡先生傳三篇、11  總

目錄、各卷分目錄，目錄後題“《家禮舉要》四卷、《古今一覽》二卷嗣刻，敬賢

堂藏板”，卷末有康熙丙寅黎翼之跋。封面刻“嘉慶二十二年重鐫”、“都會書屋

藏板”，鈐“五雲齋發兌”圖記。 

是書前四卷與康熙刻本內容一致。卷五序三十二篇，卷六記十七篇，卷七說

四篇、辯五篇、傳四篇、行狀一篇、銘二篇、贊三首、跋一篇，卷八為附錄，載

朱善備《金陵贈別序贈彥暉先生南歸》序一篇、黃哲等《金陵贈别詩送彥晦先生

南歸》詩六首，劉履等《像贊》十題十二首（含《自贊》一首），陳獻章等《釣

臺》、《謁鄉賢祠》、《讀秫翁集》等三題十三首。卷首目錄與正文標題略有出入。

考其斷板缺損與康熙本均一致，殘損更多，當是康熙本之嘉慶間後印本，或是

“敬賢堂”易版於“都會書屋”，後者重鐫封面與個別序跋，正文則無改動。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重刻秫坡先生集》七卷，《中國古籍總目》著錄為“清

康熙二十五年（1686）黎翼之刻本”，12《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

藏善本書目》均不載此書，《明別集叢刊》收入影印。13 是書亦是康熙本嘉慶間後

印本，外封已失，故誤作康熙刻本。考其斷板缺損處較中山圖書館藏本殘損更

甚，印刷時間更晚。吉林省圖書館藏《重刻秫坡先生詩文集》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闕四卷，卷六至八，末一卷），《四庫存目標注》著錄為“清中葉刻本”，14  《吉

林省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著錄為“清敬賢堂刻本”，15 亦或同為此嘉慶間後

印本。澳門大學圖書館藏《重刻秫坡先生詩文集》八卷首一卷末一卷，著錄為

“清刻本”，暫未能目驗。 

 
11 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卷首《秫坡先生傳》頁 2b 與頁 3a 闕，《廣州大典》影印本誤將頁 2a 與

頁 3b 裝訂為一頁。 
12 傅璇琮：《中國古籍總目》集部 2，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559。 
13 沈乃文：《明別集叢刊》第 1 輯 18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3，頁 361-478。按，《明別集叢刊》影印

該書時有描潤，故左右雙邊變為左右單邊。 
14 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588。 
15 趙瑞軍：《吉林省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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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北京大學藏康熙刻嘉慶間印本 圖四：中山圖書館藏康熙刻嘉慶間印本 

 

 

三、清光緒刻本《重刻秫坡黎先生集》 

 

《重刻秫坡先生集》七卷（詩集三卷詞集賦集一卷文集三卷）首一卷附錄一

卷，清光緒元年（1875）都會三賢居書屋刻本，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有

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左右雙邊，白口，上黑魚尾，版心鐫“秫坡先生詩集”

（卷一至卷三）、“秫坡先生詞集”或“秫坡先生賦集”（卷四）、“秫坡先生文集”

（卷五至卷八）及是卷所收文體，卷一、卷五、卷六卷端題“明徵士古岡黎貞彥

晦甫著，新會縣知縣後學袁奎編次，新會縣儒學教諭蕭端升、訓導馬堪仝校，六

世裔孫善積一富甫訂鐫，清後學支孫翼之鵬客甫重訂，裔孫元振、元甲、三錫、

上錫、耀錫、嵩錫、文超、學文仝校，廿一世姪孫華玉瑞石重訂鐫，廿三世裔孫

應春和宣仝校”，其餘卷端不題撰人。卷首有秫坡先生行像、四庫提要、明嘉靖二

十九年（1550）區越序、康熙丙寅黎翼之跋、光緒元年（1875）李辰煇跋、總目

錄及《秫坡先生傳》三篇。各卷前有分卷目錄，卷八目錄後題“《家禮舉要》四

卷、《古今一覽》二卷嗣刻”。封面刻“光緒元年乙亥重鐫”、“都會三賢居書屋藏

板”，卷五目錄後題“廿一世姪孫華玉瑞石重訂鐫”，卷六目錄後題“廿三世裔孫

應春和宣仝校”。李跋云：“先生所撰有《古今一覽》、《家禮舉要》、《漢元史

斷》、《皇明傳信錄》、《言行錄》、《文翰彙選大成》、《嶺南聲詩鼓吹》。諸書散佚，

久不得見。詩文集計七卷，板燬於咸豐甲寅之亂。瑞石搜羅補掇，謀重鋟之，而

屬序於辰。”16  

按，是書據康熙本翻刻，並在卷二末增七絕《過大庚嶺寄馮梅窗表兄》、《醉

 
16 [明]黎貞：《秫坡黎先生集》卷首，清光緒元年（1875）都會三賢居書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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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縱筆》、《聽鳥》、《思歸》、《洪武丁丑免戍南歸自乙丑戍遼至是蓋十三年也》、

《賀王揮使生日》六首，卷八末增六言古詩《題鄉賢祠》一首。今《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據江西省圖書藏清光緒間重刻本影印，17  似是未見康熙刻本。天津圖書

館亦藏是書，卷首有宣統甲寅（民國三年，1914）梁鼎芬手跋：“《黎秫坡先生

集》，此吾鄉先正遺書之一，檢贈逸龕郎中學人。宣統甲寅中秋無月，鼎芬記于

梁格莊。”鈐“番禺”、“千鈞堂”圖記。 

《重刻秫坡先生集》七卷首一卷附錄一卷（闕卷二至卷四），清末鈔本，中國

國家圖書館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白口，上黑魚尾，版心鐫“秫坡

先生詩集”（卷一）、“秫坡先生文集”（卷五至卷八）及是卷所收文體，卷端題

“明徵士古岡黎貞彥晦甫著，新會縣知縣後學袁奎編次，新會縣儒學教諭蕭端

升、訓導馬堪仝校，六世裔孫善積一富甫訂鐫。清後學支孫翼之鵬客甫重訂，裔

孫元振、元甲、三錫、上錫、耀錫、嵩錫、文超、學文仝校”，卷首有手繪秫坡

先生行像、四庫提要、區越序、黎翼之跋及總目錄，卷八末亦補《題鄉賢祠》一

詩。據其卷首存四庫提要及卷八增補，當是出自光緒本；但卷端題名闕“廿一世

姪孫華玉瑞石重訂鐫，廿三世裔孫應春和宣仝校”又與康熙本同。或是據康熙本

抄錄，又據光緒本增補；亦或據光緒本抄錄，漏寫卷端題名二行。 

  

圖五：天津圖書館藏光緒本卷首跋 圖六：光緒本卷首 

 

 

四、清光緒刻本《秫坡先生古今一覽全書》 
 

《秫坡先生古今一覽全書》二卷，清光緒間都會三賢居書屋刻本，廣東省立

中山圖書館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上黑魚尾，版心鐫“古今

 
17 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5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 405-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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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覽全書”，卷端題“明徵士古岡黎貞彥晦甫纂，清新會縣知縣後學彭君榖校

訂，新會縣儒學教諭張其典、訓導關椿榮仝校，高要後學蘇廷魁賡堂甫訂，二十

世姪孫士樂觀橋重訂，廿一世姪孫華玉瑞石訂鐫，廿三世裔孫應春梅谷、廿四世

裔孫和宣日三仝校”，卷首有秫坡先生行像、光緒九年（1883）區天民《秫坡黎

先生古今一覽序》、古今一覽全圖、目錄，序後題“會城緯經樓承刻”。封面刻

“光緒元年乙亥重鐫”、“都會三賢居書屋藏版”。區天民序曰：“黎君瑞石，先

生廿一世姪孫也。茲於書箧中搜獲《古今一覽》抄本一帙，實為先生藏藁。其書

纂自唐帝堯元載甲辰，以迄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前後計三千七百二十有四

年。凡各代之始末興廢，君臣上下賢否優劣，以考古之心加以論古之識，自成確

論，法戒昭然，洵善本也。瑞石謀付剞劂，屬民為序。民雖不足以知先生，然私

淑久殷，又何敢諉。”18 

  

圖七：《重刻秫坡先生集》封面 圖八：《秫坡先生古今一覽全書》封面 

是書屬史部編年類著作，《中國古籍總目》未著錄。上卷自太古三皇至三國，

下卷自西晉至元，以歷代君王為綱，君王名下附其在位時間、本朝大事。以周顯

王為例：“烈王弟，名扃。時秦衛鞅廢井田，並小鄉立縣。二十四年秦稱王，二十

六年韓、燕稱王，在位四十八年，號戰國。”19 《廣州大典》據其封面著錄為光緒

元年刻本，然卷首區天民序作於光緒九年，具體刊刻時間俟考。是書封面與光緒

刻本《重刻秫坡先生集》除書名外完全一致，且同為黎貞二十一世姪孫黎華玉編

刻，或光緒九年刊刻，而封面沿襲光緒刻本《重刻秫坡先生集》之誤。 

 

 
18 [明]黎貞：《秫坡先生古今一覽全書》卷首，清光緒刻本。 
19 [明]黎貞：《秫坡先生古今一覽全書》卷上，清光緒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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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亡佚著作 

 

光緒元年（1875）李辰煇跋《重刻秫坡黎先生集》云：“先生所撰有《古今

一覽》、《家禮舉要》、《漢元史斷》、《皇明傳信錄》、《言行錄》、《文翰彙選大

成》、《嶺南聲詩鼓吹》。諸書散佚，久不得見。”20  光緒九年（1883）區天民《秫

坡黎先生古今一覽序》曰：“怪著作等身，獨詩文二集至今猶存，他為所撰之

《漢元史斷》、《皇明傳信錄》、《言行錄》及《家禮舉要》、《文翰彙選大成》、《嶺

南聲詩鼓吹》等集，名傳書佚。問之故老，目所未經，無復有能道之者。蓋先生

歸自遼東，嘗釣臺嘯傲時，或其藁多未刻。迨歸道山後，即有遺編，又為兵燹所

銷沈、蠹魚所剝蝕。殘篇斷簡，澌滅於荒煙蔓草中，求之人間故書，何可復得

哉？”21  區天民序當是延襲李辰煇跋而來。明代李承箕、黃佐、黃淳三人為黎貞

所作傳記，皆僅云有《秫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三種，而不言其他。

《千頃堂書目》經部“禮樂類”著錄有“黎貞《家禮舉要》四卷”22  ，《家禮舉

要》係黎貞亡佚著作無疑，其餘均未見，或是誤記，今一一為之考辨。 

《皇明傳信錄》現存七卷本、八卷本、一卷本多種，作者不詳。是書雜記洪

武至正德十朝之事，黎貞卒於永樂十四年（1416），焉能記明武宗時事？據翁方

綱考證，是書當作於嘉靖初年，23  或云明梁億撰，24  斷非黎貞所作。《言行錄》，

《嶺南文獻綜錄》著錄有宋李肖龍所撰，25 然名“言行錄”之書頗多，黎貞曾為宋

代崔與之《言行錄》作序，見《崔清獻全錄》卷一，26  《重刻秫坡黎先生集》卷

五亦收錄是序，題作《宋丞相崔清獻公言行錄序》，或是由此誤為《言行錄》之

作者。《文翰彙選大成》，當作《文翰類選大成》，明李伯璵編，今存明成化壬辰

（1472）刻本，《天祿琳瑯書目》、《文軒樓藏書記》、《持靜齋書目》、《傳書堂藏書

志》等諸家書目均有記載，27  作者並無爭議。《嶺南聲詩鼓吹》為合肥王仲迪所

 
20 [明]黎貞：《重刻秫坡先生詩集》卷首，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21 [明]黎貞：《秫坡先生古今一覽全書》卷首，清光緒刻本。 

22 [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51。 
23 [清]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頁 245。 
24 陳梧桐：《朱元璋傳》，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頁 303。 
25 駱偉：《嶺南文獻綜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頁 344。 
26 [宋]崔與之撰、[明]崔子璲輯：《崔清獻全錄》卷一《言行錄》，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27  [清]于敏中：《天祿琳瑯書目 天祿琳瑯書目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797；[清]阮

元：《文軒樓藏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324；[清]丁日昌：《持靜齋書目》，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507；王國維：《傳書堂藏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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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陳璉《嶺南聲詩鼓吹序》載：“合肥王先生仲迪，寓瓊郡有年，嘗從瓊山教

諭趙撝謙遊學，博識高而喜賦詠。於是旁采國初以來名宦與旅寓土著文人才士之

詩，得若干首，曰《嶺南聲詩鼓吹》。未及板行，殁於羊城。廣州府同知句容陳

君士遜，屬郡士趙懷粲、涂友良校正鋟梓，以成其志，可謂義舉矣。間以成本寄

予，屬言為序。”28  可知是書為王仲迪所編，趙懷粲、涂友良校正刊刻而成。王

仲迪與黎貞多有交遊，《重刻秫坡先生集》卷二有《分題得石門返照送王仲迪回

瓊南》、卷三有《柬瓊南王仲迪》，後人或由此誤將作者混淆。倪尚明對《嶺南聲

詩鼓吹》已有考證，茲不贅述。29《漢元史斷》，或是《元史斷》，筆者目力所

及，最早見於《（萬曆）廣東通志》：“國朝黎貞字彥晦，新會人……卒年五十

九，所著有《秫坡集》、《元史斷》諸書，藏于家。”30  其後《（康熙）廣東通志》

延續其説，是書有待進一步確認真偽。 

黎貞別集明刻本名《秫坡先生集》或《秫坡集》，31  今或不存。亦有《秫坡

集》鈔本，如朱彝尊編《明詩綜》即據鈔本：“予遊嶺南，借得鈔本，錄其一

篇。”32  亦已亡佚。光緒本《重刻秫坡先生集》共存詩文三百八十四首，尚可略

作輯補，如呂永光、史洪權據《（嘉靖）廣東通志》、《（康熙）新會縣志》、《（乾

隆）陽山縣志》、《岡州遺稿》等輯補《新寧龍溪山石室》、《盤桓雲壑圖》、《入白

石山》、《晚次蠻溪渡用唐韻》等四首。33 今自《（萬曆）新會縣志》又检得黎貞詠

大忠祠一首：“國步艱危自不禁，朔風吹雪書多陰。中原廟社難恢復，南海樓船

歎陸沉。江浙蚤吞秦相骨，湖山不負鄂王心。歲寒燕市厓門曙，天日分明共古

今。”34 在考辨真偽後可補入其詩集中。 

 
28 [明]陳璉：《琴軒集》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283。 
29  倪尚明：《黎貞及其〈秫坡集〉——兼談明初珠江三角洲社會文化》，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頁 10。 
30 [明]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二十五，明萬曆三十年刻本。 
31  按，亦偶有記載作《秫坡稿》者，如《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九〇：“黎貞《秫坡稿》七卷附錄一

卷。”《明史藝文誌廣編》第 2 冊，臺北：世界書局，2014，頁 719。 
32 [清]朱彝尊：《明詩綜》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644。 
33 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全粵詩》第 3 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8，頁 335-336。 
34 [明]王命璿修、[明]黃淳纂：《（萬曆）新會縣志》卷一，清順治間修補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