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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實三

個人因從事清代乾嘉之際通儒焦循里堂先生〈雕聽樓易學〉之研究，因讀其書

而知人論世，嘗撰〈焦循里堂先生見存著述考錄〉一文(刊於〈國文學報〉二十二

期) ，近又編聽完成〈焦循年譜新編〉一書(畫北里仁書局出版) ，茲紀其要以為

簡介，並求學界先進教而正焉。

是書資料詳博，所有出處均一一注明之，以方便學者之考查，然關漏訛誤自所

難免，不敢自以為全也。本文之作，旨在提綱軍領，以窺豹斑，因此資料文獻不擬

具列，註釋說明亦一併省略，以求其簡明瞭然，幸讀者諒之，謹依先生生命之歷程，

分期紀要，庶幾觀其體貌矣!

一、啟蒙就學期(一鼓~二十鼓)

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四) 先生一歲

先生誕生於是年二月初三日辰時(西元一七六三年三月十七日晨七~九時) ，乳

名「橋慶 J '字里堂，一字理堂，晚號里堂老人。世居江都黃旺橋，時屬江蘇揚

州府甘泉縣，今屬江蘇刊江縣黃旺橋鎮。

玄祖仰湖公諱文科，高祖霞鳴公諱明暢;曾祖文生公諱源，深於〈易} ，有〈讀

易圖〉。祖鑑千公諱鏡，父佩士公諱蔥，俱好〈易} ;時父年四十二，摘母謝孺

人年四十四，生母殷孺人年二十四。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五) 先生二歲

是年阮元芸(雲)臺先生誕生，與先生家相隔一湖。

乾隆三十年乙茵(一七六五~六) 先生三歲

先生三歲即穎異，摘母謝孺人撫育之，至十五(六)歲，寢食未嘗離其倒。孺人

教以書數，口授〈毛詩}及古孝弟忠信故事;多置紙筆，令臨寫字。時母伶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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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表叔王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

先生隨摘母即日識數字，三歲時，看門上春聯，口呼字誤(栽誤作裁)，謝孺人

奇之，遂口授唐人絕旬詩。先生友汪光熾晉蕃先生是年誕生。

乾隆三十一年丙成(一七六六~七) 先生四歲

先生弟律(字協六)誕生。友王引之伯申先生誕生。

乾隆三十三年戌子(一七六八~九) 先生六歲

先生六歲始入塾讀書，從表兄范秋帆(名徵麟，字彬文)學，授以詩，辨別音韻。

父佩士先生命誦〈毛詩) ;歲蝕，又出栗以濟。

友汪萊孝嬰先生誕生。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0-一) 先生八歲

是歲，先生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r 此當如〈楚辭}讀皮

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膚堯(名承勳)大奇之，遂以女字之。

長妹誕生，後適黃氏。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二) 先生九歲

先生十歲前，與表叔王容若日夕相依，時說古人孝弟忠烈故事;暇時教以書數，

先生之習九九，始於是。

乾隆三十七年圭辰(一七七二~三) 先生十歲

次妹誕生，後適賈氏。

先生目見曾祖父於屋後手植之十輸，僅存二株。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四) 先生十一歲

先生師范秋帆先生令讀古文，遂好為古文。

先生族父熊符先生(名軾)一一改正其詩，並獎而進之，先生於是知作詩之門徑;

而先生為六書之學，實啟蒙自熊符先生。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五) 先生十二歲

弟徵(字季蕃)誕生，先生兩弟、兩妹皆同母。

先生幼年十二、三歲時，好為小詩，父佩士先生以〈詩品}示之以教，先生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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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之，藏諸塵中二十餘年。又讀三蘇文，即解為論序;後歷閱史地、天文、術算

之書，由是有研究地理、天算之志。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六) 先生十三歲

先生年十三，學於舅氏謝君聯芳(字蕙田)，嘗以「讀書以能背誦精熟，能解為

勝」教之;先生久而繹之，以為功實而用遠。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七) 先生十四歲

先生族祖倫士先生(名兆鱉)，遺先生不雕視，後三十年為之銘以識之。

是年夏，先生自塾中歸，父佩士先生問日所課若何?先生舉小畜象辭，且誦所聞

於師之解;佩士先生質之，反復不可得解，憤塞鬱滯，侶，阻於胸腹中，不能自釋。

先生受父教，年十四即習為古文;其間涉獵多方，而於屬文之法，蓋未嘗一日離。

先生十四、五歲，其父與論史事，說東漢黨鋼諸賢，先生曰:r 願為楊桓，不為

范j旁! J

乾隆四十二年T茵(一七七七~八) 先生十五歲

是年戴震東原先生卒世。

乾隆四十三年戌成(一七七八~九) 先生十六歲

先生自十六、七歲，習為詩、古文辭。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八0) 先生十七歲

是年，劉文清公(墉)取補學生員，先生之學經，實自劉公啟之。

先生與顧超宗(名鳳毛)同入學，已而同食饋，乃時與之親。超宗傳其父文子之

經學，既同學，先生始用力於經。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八0- 一) 先生十八歲

先生未弱冠時，極為婦翁阮屢堯太學所愛，時時呼至齋閣為文章，是年娶婦阮;

初入安定書院肆業。

庚子、辛丑間，甘泉姚雨田先生聚徒講書於縣學之崇聖祠，偶舉宋儒張子厚之言，

時坐上之客有詰之者;先生為之解，四坐俱以為然，姚先生亦深訐之。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二) 先生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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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先生始有志於經學，自〈毛詩〉始。復買得汲古閣刻本〈十三經注疏〉

讀之。

辛丑、王寅間，先生始讀〈爾雅)，又見陸個、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恩有所著

述，以補兩家所不足。

乾隆四十七年圭寅(一七八二~三) 先生二十歲

是年，先生子廷唬(字虎玉)誕生，謝孺人抱持之如抱先生時然。

是年，讀書安定書院，院長吉夢熊j胃巖先生勉以經學，並就顧超宗先生問學，遂

用力於經。

先生弱冠與阮文達元齊名，文達少先生一歲;少同游，長同學，而先生為阮元之

族姊夫也。

先生傳家教，弱冠即好〈孟子〉書，立志為〈正義〉

二、村居授徒期(二+一歲~三+葳)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四) 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春，先生摘母謝孺人病噎，臥床兩月餘，先生母殷孺人侍疾謹，親湯藥，跛

持不膜。

是年，先生請於其父，邀徐復心仲至家塾，令看諸經注疏，以從事於經也。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五) 先生二十二歲

四月，先生友王鷺亭(名串串)卒世。

冬十月，少宰謝金圖先生督學，歲試揚州，先生與顧超宗同拔取食鷹饋，補廳膳

生。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六) 先生二十三歲

春，先生父疾作，益之不吉，盡取人所欠券焚毀之，而屋券亦焚;夏四月二十九

日，卒世，年六十有四。摘母謝孺人亦於九月初五日下世，享年六十有六。

先生T父暨摘母艱，自強及葬，八閱月未楷j木，食臥不離喪汰，甚衷毀;弟徵讀

書，自教之。

先生T憂，遂輯舉子業，乃偏求說〈易〉之書閱之，於所提皆無所發明。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七) 先生二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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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大饑，先生有<荒年雜詩>九首;又賣良田數十敵，以所得銀及婦所脫金管易

銀，購得〈通志堂經解) ，夫婦餐麥屑粥，相，惜以對，殊自擇也。

是年，先生T外艱。而朱石君(名建)先生主試江南，一間試題，先生即作<過

位升堂考>一篇;己而魁墨出，竟如先生所言，時人頗為先生惰。

乾隆五十二年丁末(一七八七~八) 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先生始制口授徒於城中壽氏宅之鶴立堂。與汪晉蕃兄弟交，其家多藏書，

先生每借閱，得觀惠棟定宇先生所著〈後漢書訓黨〉一書。時興化二顧超宗、仲

嘉兄弟亦讀書郡域中，時相過從，往來譚藝，契若金石。

先生嘗冬夜與汪晉蕃飲於汪中容甫先生齋閣，快論至三鼓，雪深二尺許;容甫甜

臥楊上，晚曰: r 他人不易有也。」先生又以所撰序事文就正於容甫先生，令焚

之，曰: r 序事文須無一語似小說家言，當時時以〈左傳、圓語、史記、漢書〉

為之鵲。」

是年，顧超宗先生以〈梅氏叢書〉贈先生，是為先生用力算學之始。先生始習九

九之術，飯明九章，又得秦道古、李仁卿之書，得閩洞淵九容奧義。

先生偶閱王應麟伯厚先生〈詩地里考)，苦其瑣雜，無所融貫，更為考之。復改

訂〈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 ，至辛亥(乾隆五十六年)龍，為三十卷。

是年， <.工藩子屏先生二十七歲，曾致函先生二通;冬，又與葉霜林(名英)訪先

生於揚州，以其子託教之，先生遂授以學。

乾隆五十三年戌申(一七八八~九) 先生二十六歲

春二月，先生作<王處士聽周易解序>。處士大名先生諱方魏，乃先生祖母王太

孺人之先祖父，以〈易〉教授里中，故先生祖、父並聞外家王氏說〈易〉之法，

此亦先生〈易學〉之淵源，固有自來矣!

是年，先生仍館壽氏，弟徵從讀。又應鄉試不第，鄉試八月十二日，進二場，先

生夢一卒持刺來視之，榜發被點。越十有四年，辛商科始獲鄉舉，年已三十九矣。

是歲，顧超宗殘於郡城王思雷家。先生經學受其父顧文子影響甚深，而算學之研

究，則超宗啟之;故於超宗之英年早逝，眷眷不忘，既作<招亡友賦>以識之;

又作詩哭之，蓋情有難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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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四年己茵(一七八九~九0) 先生二十七歲

鄭楠里舍人每以〈易}中滯義問先生，日數往來。是年，先生始交黃次和、春谷

兄弟。

是歲，先生刪錄〈毛詩物名釋﹒都風、都風}畢。

乾隆五十五年庚成(一七九0-一) 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先生館於深港下氏宅，地瀕江，多茂林修竹，無往來之煩。日坐小齋，窮

核〈禮經} ，嘗撰〈群經宮室圖〉五十篇;吳中江聲良庭處士以書規之，規之有

未協，至於往復辨論焉。

先生館於深港，自二月十八日六月初六日，錄畢〈毛詩地名釋﹒王風、齊風、魏

風、唐風} ;八月，顧超宗葬，先生為作<招亡友賦>;是冬，自泰山H歲試歸，

吐血七日，每吐盆許，嘔血幾死，乃不飲酒;遂梓〈群經宮室圖}一書。

庚成、辛亥以來，先生始識黃春谷(名承吉，字謙牧)，聞其論詩，與超宗之言，

後先一轍。

乾隆五十六辛亥(一七九一~二) 先生二十九歲

是年，先生館於郡城牛氏宅，牛故揚州司馬，性恬逸，雅愛泉石，以詩酒自娛，

好賓客。先生以病軀，時時體中不佳，就之識吳縣周君采巖(名讀)，效其作工

筆畫。

夏五月晦日至九月初二日，先生錄成〈毛詩物名釋﹒小雅、大雅、周頌、商頌〉

諸篇。六月十五日、十一月初四日，阮元致書二通，詢〈群經宮室圖〉成書事。

胡文'I各公希呂督學江蘇，兩試先生俱優等;文'I各數稱譽於學師，學師遂補舉先生

為優生。乃以他事，文'I各與奇大中丞議不合，並此而罷，先生以為命也。

乾隆五十七年王子(一七九二~三) 先生三十歲

館於郡城鄭氏。秋，先生復於友汪晉蕃處借閱惠棟〈後漢書訓寡)，因細為校定。

九月，少于廷繡生。廷唬年十一，先生授以唐人絕旬法，由絕旬而律詩而古體，

廷唬遂好作詩，:然先生嚴教之，亦不敢妄作。

九月，凌廷堪仲子先生返板浦，過揚州，與先生論「路寢J '遂作<與焦里堂論

路寢書>。九月二十五日，先生刪定〈毛詩物名釋〉第四冊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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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科試，先生作試帖十首，並蒙胡希呂侍郎嘉獎，贈以手書<洛神賦>小楷石

刻。先生時與黃春谷、李j賓石(名鍾i四)共詩酒，晨夕相見;而鄭楠里篤好昌黎

文，以古文與先生相靡切，而先生學柳州文也。

三、遊幕教授期(三十一歲~四十歲)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四) 先生三十一歲

二月十三日，先生刪定〈毛詩物名釋〉第五冊。秋七月十二日，手書〈柳文﹒晉

問〉題識二則。

是年，先生以所刻〈群經宮室圖〉一函，交方文學仕煌呈王昶述奄侍郎覽示。五

月，阮元為作<焦里堂循群經宮室圍序>一文。

歲試，講書前一日，先生以<孟子千歲日至解>進，胡希呂侍郎稱獎如前。

癸丑、甲寅間，江良庭先生〈尚書集注音疏〉出，先生買其一，費十日力，閱一

過。

是歲，先生啟蒙師范秋帆先生卒世。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五) 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汪中容甫先生卒;秋七月，先生表叔王容若卒於其家之半九書塾。

秋，先生草創〈加減乘除釋} ;仲冬，先生作〈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並記

之以序。

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六) 先生三十三歲

是歲，阮元芸臺先生督學山左，招先生至東昌。正月，先生由東昌至臨清;阮元

喜唔先生於東昌，作<寄懷里中諸友>詩，又與先生暨江安定甫先生在臨清試院，

共賦盆梅聯旬。

二月，先生至濟南，遊佛谷龍洞，極登臨奇峭之觀;閏月，至青州，I ;三月，至登

州，登蓬萊閣，作<登州觀海記>。四月，由萊州復回濟南;五月，歸揚州，有

〈遊山左詩鈔}一卷，收入〈雕聽樓集}中。

春二月，先生客臨清校士館中，得識但師武億虛谷先生。五月六日，先生東裝歸

揚扑1 ;秋九月，錢塘朱朗齋文藻自山東來，帶有虛谷致先生書一函;十月朔日，

先生為書其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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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科試，先生在青州，胡希呂侍郎猶譯詩間先生不至故;秋歸，錄遺侍郎以

<時文體製源流問策>，先生暢書之，凡千二百言，侍郎又深賞之。

二月晦夜三鼓，先生至青州，見甘泉喬樁齡樽友臥楊尚存，具雞酒季飯，向楊而

祭。五月，自山左歸，又為作墓志銘以識之。

先生從阮學士元校文山左，於萊州雄縣，得郎炳說經卷，闡方田旬股之理甚悉，

心契之。又佐阮學使修〈山左金石志);而先生為山左之遊， (毛詩鳥獸草木蟲

魚釋〉隨諸行霞，車塵馬足中，聞見所及，時加訂正。

先生在濟南，始於灣源書院馬秋藥院長座上，識徐大榕惕唐太守。時寓阮學使伯

元宮詹署中，自春但夏，時放舟至水木明瑟軒，與武虛谷億、桂未谷龍、段赤亭

松苓諸君，嘯詠湖山，考訂典籍。

三月十二日，先生作<與孫淵如(星衍)觀察論考據著作書>，以考辨「考據、

著作」之名實也。

六月，先生少子廷繡囑。七月，先生書塾中玉蘭忽大放花，與春月無異，人以為

奇，先生竊憂之;已而花落，玉蘭遂萎。先生截其上半，存根株，整土作邱，名

之曰: r 木蘭家。」通人名士，為詩詠之。

秋，先生來濟南學署，弟子阮亨隨侍策騎，遊鵲華諸山，興會淋漓，先生頗自詞

其弧矢四方之志。秋，先生遇顧之達抱沖先生於秦准水樹中;又遇桐域胡雄君於

金陵，雄君以謝蘊山先生所撰〈西魏書論〉見遺先生。

秋八月，過吳門，以〈釋弧〉三卷，請益于嘉平錢大昕竹汀先生，為作序文一篇。

又以所著〈釋弧〉數則，上書于凌廷堪次仲先生，求其教正;時廷堪三十九歲，

為寧國府學教授，專力于〈禮經〉

冬，阮文達自山左移任湖江，過揚州，先生借江藩子屏先生等十餘人錢之於虹橋

淨香園;是日寒雨滿湖，未及平山而返，羹鐵生為作<虹橋話舊圖>。

冬，芸臺阮公督學兩樹，先生從遊客杭州，始得〈益古演段、測閩海鏡〉兩書，

急寄友李銳尚之先生，尚之為之疏通證明。先生又得秦氏所為〈數學大略)，因

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

是歲，廷唬年十四，隨先生來杭，隨眾賦詩，動有佳旬。阮伯元時校湖士，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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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算學別為一科，先生佐雲臺閱卷。而廷唬知平圓三角之法，阮元嘗令其步轉推

算，以驗得數，百不失一。

十二月二十二日，先生〈乘方釋例〉五卷成。而乙卯、丙辰間，先生與江補僧賈

廷，同寓武林學院害中，出則共一舟，情好最密。

清仁宗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七) 先生三十四歲

阮元督學於湖，復招先生遊湖東，為文達輯〈准海英靈集)，又撰〈漸江詩鈔〉

一卷，收入〈雕聽樓集〉中;十二月，始歸里。

春二月，先生寓寧波枝士館中，作<釋輪序>;六月十五日，凌廷堪作<與焦里

堂論弧三角書>;錢大昕竹汀先生、李銳尚之先生各為屬序之。

春，先生渡錢塘，由山陰四明至南東，訪〈萬氏遺書)，廷唬隨侍左右。六月，

廷唬患濕幾危，先生送至吳中就醫。歸家一月，先生遂為金衡之避。

是歲，先生上書於錢大昕辛楣少詹事論七政諸輪，撰〈釋輪〉二篇，明七政諸輪

所以用弧三角之理。夏四月，序友胡雄君所撰〈豫章沿革考〉

先生遊吳越，半年得詩六七十首;七月間，一唔羅浩養齋先生，即歸湖。越一月，

往秀水，旋遊吳興;九月到錢塘，方接得汪晉蕃五月間手札'作書答之。

九月朔，先生錄<釋楠序>於吳興舟次。先生既客於越，閣學阮雲臺以幽王解<

十月之交>，客(喊庸在東先生)有復理鄭氏之筆而以為厲王之詩者。九月十二

日，先生因以〈康熙甲子律〉上推幽王六年，得其建茵月辛卯朔入食限，一一不

爽，作〈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一卷一冊。

十二月，先生至顧之達書室，始得睹其藏書。

嘉慶二年丁巴(一七九七~八) 先生三十五歲

正月初十日，先生作<上王述蓄(昶)侍郎書二>。

今歲，先生村居訓蒙;有以朱、陸、陽明為問者，先生為作<良知論>。

春，顧廣昕千里先生從兄顧之達抱沖先生卒，年四十有五，先生為作<哀抱沖詩

>以紀之。

先生館於湯莊'課徒村中，讀劉氏徽之〈九章算術注)，及孫子、張邱建諸算書，

取舊稿增損之，成〈加減乘除釋〉八卷。十二月大寒日，自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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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先生作<答汪晉蕃書>;八月晦日，復作<鈔王築夫異香集序>。

是歲，先生手書題記明天啟七年(一六二七)于IJ本，邵闇生所編〈覆古介書〉。

嘉慶三年戌午(一七九八~九) 先生三十六歲

家居授徒，無賓客之擾。

春，先生更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合為十一卷，以考訂陸磯疏一卷附於末，

凡十二卷;書歷十九年，稿易六次，先生又嘗節錄數則，質諸金壇段玉裁懋堂先

生，懋堂以為精確不可易。

三月望日，先生作<復王伯申書>，欲以菱「考據」之名，以絕門戶聲氣之習也。

五月十九日，又作<修蔓通志堂經解後序>。

秋九月，先生省試被落後，溫習舊業，刪益〈釋弧〉原上中二卷，因作<釋弧自

序>以識焉。友汪萊孝嬰先生集〈南華經}，序之。

秋，先生出所製〈釋慵〉示江藩子屏先生;季冬月，子屏為作序。十月初九日，

李銳尚之先生致一書啟，以論之。先生又與高郵沈方鍾鈞唔於金陵之旅舍，歸後

作<釋月>一文以答之。

九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一日，先生手書題記〈十三經注疏﹒毛詩注疏〉卷五、六、

七。冬月，作<書非國語後>。

嘉慶四年己末(一七九九~一八00) 先生三十七歲

家居授徒;江聲良庭先生沒世。

正月二十日，王引之致先生書函，以序〈釋楠};沈鈞、楊大壯亦分別致書先生，

以言〈釋楠〉事。

三月望日，先生作<刻詩品序>。二月十五日至七月廿日，先生手書題記〈毛詩

注疏〉卷四、八。

冬，阮文達為作<里堂學算記總序>;冬十一月，先生作<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

自序>;冬十二月除日，又作<天元一釋自序>。

嘉慶五年庚申(一八00-一) 先生三十八歲

家居授徒。夏四月，1!Jr江撫軍阮公雲臺以書招先生;冬十月，為武林之遊'寓居

節署之誠本堂東偏，吳門李銳與先生同屋居，共論經史，窮天人消息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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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上弦，先生手書題記〈十三經注疏)，言其購書之艱難始末，並告子孫情之。

六月日，桐鄉馮集梧鷺亭先生為作<群經宮室圖序>，先生亦自序於卷末。

冬，先生到湖，寓居阮署中，作<神風蕩寇記>。十月，窮三日力，自寫一本梅

文鼎勿巷先生手批〈西鏡錄}一冊。冬十一月，先生與李尚之同客武林節署，因

讀其所補〈宋金六家術) ，為作<修補六家術序>;又與尚之共論先生〈開方通

釋) ，自序之;復與尚之互相證訂〈衡齋算學)，先生喜古人絕學復續於今，作

<衡齋算學序>。

先生客武林節署時，值刑部汪君芝亭主師席，其齋聞與先生寓處相對，晚夕課徒

之暇，每過先生論詩，相與甚歡，以所藏〈喬劍溪大歷詩略}見示，先生序之。

上巳日，先生手書題記〈程氏演繁露}

阮中丞撫漸時，有一術士說人生事無不中，人稱其神;乃為先生推算終日，不能

置一辭，拱手曰: r 君生命奇奧，前生非仙即魔，非吾術所能盡也。」

冬十月二十日，元和李銳序先生〈天元一釋}於湖江撫署之誠本堂;冬十有二月

上j幹，株陵同學談泰階平先生又序之。

嘉慶六年辛茵(一八O一~二) 先生三十九歲

元旦，登吳山第一峰，賦詩一首;友李銳、顧廣折、陳鴻壽、羅永符、許甜、阮

亨和詩六首。

正月人日，先生作<開方通釋自序>;九月朔，友汪萊為作序一篇。

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友甘泉李j賓石鍾i四亦同舉於鄉。入都謂座

師英和煦齋先生，先生曰: r 吾知子之字日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J

春，先生回揚州，送子廷唬至泰州院試;先生三弟徵及廷唬皆入學，先生在泰州

一月，手錄〈王曉奄遺書}三冊，計十四卷。

五月二十六日，先生作<勘侵本鄭注孝經議>。是歲，先生在金陵市中買得寫本

〈天步真原〉一冊，不完，有朱書「鼎按」云云;秋七月望日，先生於金陵之湯

信國公祠，手書題記之。冬十月，唔朱右甫孝廉為粥于武林節署，為作<慈竹居

>詩。

嘉慶七年王成(一八O二~三) 先生四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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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北上會試，下第歸里;秋，復遊斯;冬，歸揚州·1 。賦<會試詩、歸家後詩、

在湖詩>數十首以紀之。三月十四日，作<題閣中壁>詩一首。

春，在京師，汪孝嬰自六安寄一書來，甚言秦道古、李仁卿兩家之非，而剖析其

可知、不可知。是秋，先生復在瓶，李尚之需於孤山，買舟訪之，以孝嬰〈衡齋

算學〉與相參核，尚之深歎為精善，復以兩日之力，作<開方三例>以明之。

夏四月初四日，先生謂朱文正公建於西華門之北池。四月在京師，有論文之強弱

者，乃為<文章強弱辨>。衡山|﹒!戴金溪先生亦相輿論訂天元一術。

五月下弦，先生作<圭成會試記>。六月，自都中歸，閒處靜觀，別有所會，撫

時憶昔，感從中來，得<村居草木詩>十一篇。

六月，又閱一過<重鎮演繁露序>。七月，以阮撫軍之招，復客武林，至冬而歸，

理所作詩，得<杭州雜詩>絕旬二十二首。自都中歸，立秋後病摳，取〈非國語〉

誦之;又舉江良庭〈尚書集注音疏〉及王鳴盛〈尚書後案〉異同筆記之，謂之

〈王江尚書> .載入〈里堂道聽錄〉。

先生正月北行，母送至舟中，心甚悽側。五月歸家，母甚歡;及秋間往湖，與母

別，母以鮮鯽魚四尾盛水桶中，令蟬攜置船上，先生時側然。冬月歸來，決意家

居訓蒙，不復作遠遊計矣!

七月廿八日至八月十九日，先生手批〈毛詩注疏〉卷三、七、九、三十。八月廿

六日，孫貴齡誕生。

秋八月，先生手書題記〈柳文﹒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報崔黯秀才書〉於武

林節署。秋九月，誦友賊在東所撰<蕭山雙節事略>.始詳其本末，於是錄而記

之，作<蕭山雙節記>;又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復撰<書裔烈娥事>。

阮撫部以李尚之所補錢大昕〈地球圖說>.令先生詳之，先生既校正其二十圖，

而更為補撰一圖，以明地輪內外之理。又屬先生為作<依斗定尺議>.以杜胥吏

幕客之作弊，並濟為令者不諸九章之失。

圭成家居，棲遲於湖水之間;十二月臘日，先生作<禹貢鄭注釋自序>。

四、家居著《易》期(四十一葳~五十歲)

嘉慶八年癸亥(一八O三~四) 先生四十一歲



〈焦循年謂新編〉紀要 53

授徒家塾。午日，雨窗誦〈柳文〉。代阮撫軍元撰<春秋上律表序>，又作<白

香山生日序>以賀阮撫軍四十誕日。

癸亥家居，撰〈毛詩地理釋〉四卷，三月朔序之。夏五月，鄭楠里舍人以書來問

未可與權;適門人論一實，不知曾于思想之義，因推而說之，凡百餘日，得十有

五篇，統而名之日〈論語通釋〉。

四月廿三日、六月望日、七月朔日，先生手批題記〈毛詩注疏〉卷十二、十三。

中秋前一日，先生為汪孝嬰撰<衡齋算學序>。秋八月，汪君慶人訪先生於半九

書塾，母命設搧留之;於是，相與日乘小舟j乏於湖東，作<湖莊圖跋>。

先生四十一，始盡屏眾說，一空己見，專以〈十翼〉與上下二經，思其參互融合，

脈絡緯度，凡五年，三易其稿。

嘉平月既望，先生為阮梅叔亨寫梅花並賦持以介眉壽。十一月至日，又為作<答

黃春谷論詩書>。

嘉慶九年甲子(一八O四~五) 先生四十二歲

授徒家塾。二月晦日，手寫〈易釋﹒自序〉稿本。初夏，先生在泰州得〈杜于美

詩集) ，書中朱筆抹處甚多，亦妄人也，先生惡之，因謂:r 杜詩一首中，往往

有一二旬似率;一卷中，往往有數首似陋。味之又昧，其率處、陋處，誠不容學。

夫作一詩，必字字滿意，此人力也，彼僧父烏足以知之?J

六月十三日，接得王引之伯申先生手書一通及其大作〈經義述聞〉一部;復書輿

論〈易學〉所見數端，伯申以為精銳，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易通釋〉一

書，即名注〈易〉之室為「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 J '又數年，書尚未就。

七月初七日至廿七日，手批〈易學〉稿本多條。秋九月，作〈論語通釋〉一卷，

序之;就正於友汪孝嬰，則苦其簡而未備也。秋九月廿三日，連日腹疾，不能飲

食，頗為之憊。十月十九日，改〈易通釋〉一過畢，連水大溢，涼氣逼人。除夕，

眼成〈易釋〉八卷，遂病;病小愈，值歲暮，復學大略，統釋之為一卷，附于後。

嘉慶十年乙丑(一八O五~六) 先生四十三歲

正月二十一日，作<答鄭耀庭書>。四月二十四日，接得李尚之手札一通， (測

圓海鏡〉一部，作書答之。六月，作<鄭舍人文集序>，幼孫貴齡囑，作<哭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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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貴齡>詩及<囑孫家志>文。

秋七月，名醫李翁振聲(名炳)卒;先生既錄其診籍為〈李翁醫吉日，復述其生

平價概及學之所得，以為<名醫李君墓志銘>。

二月十三日、八月廿九日，手書題記〈毛詩注疏〉卷十七、三十。先生母殷太孺

人以四月病，至九月望後將不起，十月初四日卒世，年六十有六，先生為作<先

批殷孺人事略>;又作書乞程瑤田易疇先生為先人作墓志銘。

友李艾塘作〈歲星記〉傳奇，序之。先生養病家居，經史苦不能讀，因取前帳，

參以舊間，作〈劇說〉六卷，穀雨日記之;又手書題記〈睡庸湯嘉賓先生評選歷

科鄉會墨卷〉

先生友黃春谷成進士，作令于粵西之恭城。先生與秦敦夫、阮丈達擬送唐石佛入

焦山未果;後道光十年，齊梅麓始親載石佛入山，見〈焦山志〉

嘉慶十一年丙寅(一八0六~七) 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館於郡城鄭氏，與孝嬰館相去數武，尤朝夕聚，時以〈易〉義相證訂。又以

〈易通釋〉質汪孝嬰與王寶齋聘珍，均蒙許可，然先生自衡之，未敢信也。

三月，喊庸在東先生來揚，寓阮文達家，先生顧焉。在郡域，唔王伯申先生。新

夏，數縣汪萊孝嬰先生跋〈禹貢鄭注釋〉二卷。

夏五月，作<上河水災記>上下。秋七月，患腹疾，兼多愁鬱，終日廢書默坐，

作<天慵巷筆記序>。

寧化伊公墨卿守揚州，以府志八十年不修，將網羅軟事，以表彰之，令先生襄贊

其事，分得<忠義、孝友、篤行、隱逸、老釋、藝術>六傳;又分任〈揚州圖經、

揚州文粹〉讀書輯事。

十月十三日，手錄〈席帽山人遺集〉至卷末，題記云:r連日懷抱甚惡，得此集

錄之，聊以自遣耳。」丙寅、丁卯間，阮元奉諱家居，常至北湖，先生出〈北湖

小志稿〉示之，阮讀而題之;以為先生學識精博，著作等身，此書數卷，足揖史

才，為作<揚州北湖小志序>。

嘉慶十二年丁卯(一八O七~八) 先生四十五歲

先生年四十五，自稱老人，本閻若釀百詩也;先生無父母矣，自稱日老人，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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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慟也。

先生家居以來，專心學〈易)，租有所述，擬為〈通釋、圖略、章旬〉三書，約

四十卷，上書英尚書和請教正。

春三月，病劇，昏臥七日，他事不復知，惟〈周易﹒雜卦〉一篇往來胸中，明白

了析，曲折畢著，平日用力之淺深，嗜好之誠偽，於此時驗之。既甦，遂一念於

〈易) ，盡屏科第仕宜之心，不與世俗酬接，而引申觸類，豁然貫通;於是盡改

舊稿，分著〈通釋、圖略、章旬〉三書，然猶格而未通，時有改易。

夏五月，先生病新愈，阮大中丞便來，以所撰<朱文正公神道碑>見示，讀數過，

穆然於公之為人。仲夏午日，武進喊庸在東先生作<焦氏世德記>於廣陵城南之

准海樓。

先生長孫授易生;友汪晉蕃卒，年四十有三。

八月初四日，先生燈下手批〈毛詩注疏〉卷七;初八、十一日，廷唬燈下閱〈毛

詩注疏〉至卷八。

是年，先生訪陳君素蓄得〈石湖遺稿)(范石湖名奎)一糕，以一月之力，分其

年次、卷數，總之為〈石湖遺書)，皆先生手自膳錄。又於蟲傷鼠咱中，理之詩

文而外，得詞五卷;又得〈霞汀詞)(羅煜撰)一卷，合〈坦蓄詞〉三卷，為

〈北湖三家詞鈔〉

是歲，先生理聾舊間，搜訪遺籍，雖蟲噹鼠傷，片紙隻字，必檢閱而採摘之，成

〈北湖小志〉四十七篇。

嘉慶十三年戌辰(一八O八~九) 先生四十六歲

元旦，作<石湖遺書序>;是年家居，三月，仲弟協六律病殼。

春，塾中海棠盛開，先生意有所觸，率為兩絕旬。四月二十三日，題記<周母閻

孺人傳>，以為汪洋浩i翰，淘傑作也。

夏，阮元在漸復任巡撫，剿平海盜，先生作<神風蕩窟後記>識之。是歲，先生

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E橋村舍，閉戶著書，蓋其老屋曰「半九書塾J '

復構一樓曰「雕聽樓 J '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恆在樓，足不入城市者，

十餘年矣!



56 教學與研究第十六期

是年，改訂〈易通釋}一度;閏五月，手書題記〈周易兼義);秋七月，作<北

湖小志序>，又作<擬殘形操>二首。

嘉慶十四年己巳(一八O九--0) 先生四十七歲

家居修郡志，築雕聽樓。先生友李j賓石沒於京郎，黃春谷亦以事罷官，聞而慨之，

作<兩君詠>。

是歲，為孫授易種痘;先生病危，以〈易學三書}未成為憾，乃誓於先聖先師，

盡屏他業，專致力於〈易) ，凡四易稿乃成;自T卯至今歲三年，已成〈易廣記}

草稿三寸許，求之於辭，亦偶有合。

三月，相搏九邀先生游相擻，作<相敬銘>以紀之。二十四日，廷唬作<游相擻

記>;八月乙卯，阮文達由湖江赴京師過揚，先生饒之於北湖相敬。

四月，先生作<吳少文詩序>;五月，<.工寧汪紹達作<李翁醫記序>。

先生於族兄子均處得見<張南陽太守傳>，補錄之附於〈席帽山人遺集〉末，五

月二十一日手書題記。

六月初二日丑時(西曆七月十四日)，凌廷堪先生逝世，事年五十有三。

六月十二日，先生奉到姚秋農手書，即作書覆之，以論修治〈揚州府志〉之體例

事。先生真修郡志，得修瞄金五百，以少半買地五敵，在雕諷淘中，作<半九書

塾記>以紀其盛。

己巴、庚午間，先生佐歸安姚先生秋農，通州白先生小山修聲〈揚志府志〉成，

先生分得<山川、忠義、孝友、篤行、隱逸、術藝、釋老、職官>諸門，遂稍轍

〈易〉業。又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為目錄一卷，名日〈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

考錄揚事者，成〈刊記〉六卷。

李鍾i四 j賓石殘於京郎，年三十九。冬，先生夢j賓石語曰: r 人謂我死，我實未死

也。」朗吟二旬曰: r 同是歸來情太惡，桐棺三寸逐風行。」先生醒而倚聲歌之，

作<臨江仙>一首。

嘉慶十五年庚午(一八一0-一) 先生四十八歲

家居注〈易) ，又改〈易通釋稿〉一過，終有所格而未通，遂決然舍去，自苦善

病，恐不克終竟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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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偶見白T香花，憶及顧超宗嘗有詩詠此花，先生不禁法然。夏六月，聲徐

坦菁、羅然倩、范石湖詞集為〈北湖三家詞鈔)，吳少文太學刻之，先生子廷唬

為作跋。

九月二日，竹廬楊大壯都尉邀先生往誦芬莊看桂，作七律一首識之。初四日，決

孫授書誕生。

冬，先生半九書塾落成，作<霜天曉角>八闋，一時和者成帳。吳少文太學自那

草堂新成，屬先生子廷唬為之記，廷唬亦以<書塾八詠>索和，聞者以為佳話也。

嘉慶十六年辛未(一八一一~二) 先生四十九歲

元旦，先生戲作<夢遊仙>七首，廷唬和之。春正月，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

專理〈易經) ;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稿者兩度。先生自圭成以來，精恩十

年，乃悟得〈十翼〉其妙甚難，前此讀〈十翼〉者，未能窺其藩籬也。

先生以<漁家傲>詞一闋'題<舟隱圖>，又序之。陳達夫謂先生庚午、辛未間，

當得好官，然衡古人知命之學，先生自癸亥至今九年，閉戶不出，著書成一家言，

庶幾鬱鬱者可以已乎!

七月二十四日，先生老病村居，偶念囊昔，即為泣下，賦<憶舊遊>以寄汪叔震

掌廷、黃春谷承吉。仲秋，月下食菱，傷顧超宗、仲嘉兄弟先後殼，感而賦<秋

夜月>詞一闋。

九月二十一日，先生作<霜天曉角一半九書塾八詠>，廷唬和之，阮芸臺、黃春

谷皆賦以詩。

嘉慶十七年王申(一八一二~三) 先生五十歲

家居注〈易) ，撰〈易學三書}漸有成。

夏月，啟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及趙賓解質子為萎茲;于是，

每夕納涼祐籬蕉影間，遂縱言王朝〈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暑退，取所

錄次之為〈周易補疏}二卷，以補疏所不明。

四月十四、五月初八、八月十九、八月晦日，先生分別題記〈易學}稿本各條。

秋，雨後闌外金燈、玉醬、秋句藥、鴨盟在雜開，紅白相間;先生偶取〈李獻吉文

集〉觀之，所為駁何氏論文書，盛氣呵辯，不可嚮適。先生因取〈何大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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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所為<與李空同論詩書>觀之，其論李之短，固無取乎爾;然而，其言聖賢之

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J '此深得乎立言之惜，非空同所能及也。冬十月望，

為友羅浩養齋先生〈醫經餘論〉作序於半九書塾之蜜梅花館。

先生已五十矣，眼病臥里中，每夜坐思陳達夫推命之言，始覺其無不厭;而向者

神情中之紙，已付諸鼠蠹'莫可蹤跡，乃憶其說而述之。

十一月，阮元為j曹帥;是月二十一日，專使來屬先生為丈量簡明法，因立小尺、

大尺二法，撫部阮元以為令胥吏量而算之，殊為便!

是歲，阮元作<寄題焦旦堂姊夫一半九書塾八詠，兼示唬踴〉詩。

先生至五十歲， {易學〉始確然不移，漸成定稿。故有誓告先聖先師之舉，蓋得

之者難，見之者確，故不覺其言之切，而樂之深耳。

圭申、癸茵間，(王掌廷問先生形法家十二長生，或主向上消納，或主坐消納，先

生答之;後治八五之術者，多請問先生，因引而申之，作〈八五偶談}一卷。

五、專志著述期(五十一葳~五十八葳)

嘉慶十八年癸茵(一八一三~四) 先生五十一歲

先生圭成會試後，閉門注〈易);癸茵二月，自立一簿，稽考所業。自二月二十

九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手書題記〈易學〉稿本各條。

春王月，先生為阮芸臺書隸書極帖一「二固名山經子史集，三代法物鐘鼎尊葬。」

以紀聖經室收藏金石書籍之盛。

先生家居注〈易} ，歷夏迄冬，庶有所就，訂為〈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

八卷， {易章旬}一編，未及整理之也。自謂所悟得者旁通、相錯、時行三端，

皆舉經、傳中互相發明者，會而通之也。先生素患足疾，至此連月疊發，意殊倦;

乃僅以〈通釋、圖略〉節錄大略，請教於阮芸臺先生。十一月冬至前五日，作<

易圖略自序>於半九書塾之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冬至前二日，又作<易通釋自

序>。

六月望日，先生子廷唬為吳少文太學作<白亦草堂記>。先生閱〈徐文長集﹒感

夢祭摘母文} ，憶舊時屢夢大蛇，乙巳遂丁父與摘母憂，痛楚不能自已，因自書

其後以為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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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歲秋試後，先生弟徵季蕃借j王孝嬰來揚州，先生以足疾，未往相唔;十一月，

而孝嬰卒於石樣教諭任，其高弟胡竹村舍人，以書來屬先生作傳。先生竭十日之

力，細讀〈衡齋算學} ，綴其菁英，撰<別傳>一篇;又作<記得一首一哭汪孝

嬰>，情深意摯，感人肺蹄。

先生〈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名日〈易餘篇錄〉

;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

卷，名曰〈易話} ;自癸茵立一簿，以稽考所業，得三卷，名曰〈注易日記}

又有〈易廣記〉三卷。

先生於〈易}用力久矣，旋修旋補，旋又有疑處;然年甫逾五十，而精力j斬衰，

故屏去一切，晝夜聚力於此。乃先生偶閱伊川〈易傳}r 期以七十，其書可出;

要期以十年之功，看何如?J 之語，先生不覺自感而益戮力於斯學也，蓋先生祖、

父年皆不及七十，豈敢以七十自期邪?

嘉慶十九年甲成(一八一四~五) 先生五十二歲

家居， {易學三書〉稿祖就。先生自庚午至今五年，無一日不窮思苦慮於〈易學〉

'一切功名仕霞、交游慶弔，俱不以擾其心志，乃日有進境。其未得也，甚苦;

其得也，甚樂，乃知學〈易〉前後三十年，僅有此四五年也。此四五年中，先生

乃得空諸所有，以研究其微，書於〈易廣記}以示告子孫。

自一月七日至十二月十八日，先生又分別手書題記〈易學〉稿本各條。閏二月，

子廷唬作<冕服考自序>。

三月初六日，先生手錄〈尚書補疏〉一卷完。是日，天氣晴和，丁香、海棠、金

雀、郁李俱落，唯山茶正開。暮春，先生讀〈易}稍暇，取〈毛詩〉錄為〈補疏}

;三月十六日，手錄〈毛詩補疏〉八卷完，時竹節初開，巴蕉吐，心'細雨涼風，

綠陰入捕。

是夏，宮保芸臺阮公自j曹帥移節江西，過北湖里中，見先生，問〈易}法，先生

匆匆於終食間舉三十證語之，阮公即有聞道之喜。先生因節錄其大略，郵寄請教

宮保。而先生自圭成以來，屏絕仕進，用力於〈易}，乃稍知〈易〉為寡過之書，

非占盡之書也;以「可以無大過」五字蔽學〈易}之全，猶以「患無邪」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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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之全也。

先生自丁卯秋，奉書座師英尚書問安，候越八九載;自家居以來，專心學〈易〉

粗有所述，因擬為〈易通釋、圖略、章旬〉三書，約四十卷，遂上書請正。其後，

為作<易學三書序>一篇，置於卷前，以為發千古未發之蘊。

五月二十二日，先生手錄〈論語補疏〉完，時久旱不雨，山田不能栽稻，米價甚

昂。秋，先生令子廷唬編寫目錄，得五十卷，名曰〈里堂道聽錄);秋七月，先

生作序於紅薇翠竹亭。

是歲，先生門弟子汪昌序紹成影印宋本摹刻〈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尤極精善，

以遭先生，屬為之序。先生令子廷曉以任子田、鮑廷博兩刻本校之，得其異同九

十件，先生作序於半九書塾之雕諒樓。

少詹事錢大昕竹汀先生身後十年，先生始讀其〈潛研堂文集)，譚者或疑之，先

生乃為之疏通以為之翼，凡成<翼錢>上、中、下三篇。先生又讀〈潛研堂文集﹒

周易讀易揍方序〉一篇，甚疑其但莒左扮，不言右，甚欲求見其書;冬，方購得

〈周易讀易授方) ，因作<書潛研堂文集後二>以辨之。

冬十二月，汪孝嬰弟子續溪縣舉人胡君培章，移書於先生，先生為作<石嚎儒學

教諭汪君孝嬰別傳>，以為國史館修<儒林傳>之採摘焉。

嘉慶二十年乙亥(一八一五~六) 先生五十三歲

家居治〈易) ，兼及他經。自二月五日至四月十四日，手書題記〈易學〉稿本諸

條。

春二月，作<半九書塾後記>以示子孫。仲春，小雨新睛，先生開窗置長几，焚

香對花，展〈九經三傳治革例〉任子田、鮑廷博、汪昌序三刻本詳閱，以為互有

優劣，序之，以應昌序紹成之屬。

夏五月癸卯'阮子仲嘉招先生為雷阪之避，先生為作<雷塘話雨記>。五月二十

一日，伊公墨卿入都補官，道過揚州，會於雷塘之阮公樓，語及〈揚州圖經),

因詢〈揚州文粹) ，先生歸檢舊麓，原稿具在，為次第之;自七月至於九月，粗

有端緒，而伊公則以肺病卒於揚州郎寓，先生為作樂府，鼓琴而歌，以寫公之德

政;九月霜降日，作<揚州足徵錄序>於半九書塾之雕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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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八月既望，吳興徐熊飛為先生撰<雕聽樓序>。鄭棉里舍人卒，先生賦詩哭之。

先生素少交游，週年家處，尤多疏闊;甲!哎，聞武進贓上舍庸在東先生卒於京師;

今歲又接數縣孝廉方正程先生瑤田之卦，愴然久之，秋，平成弔詩二首。

甲成十二月初一日，先生作<寄王伯申書>，以〈易學三書〉大略奉聞呈政;今

年十月初二日，王伯申復書，以為先生是作，鑿破混沌，為精銳之兵。

今歲，阮宮保書來，極推許先生〈易學三書)，以為石破天驚，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且言質之張古愚太守，彼亦龍為奇，索見完本。於是，五月間，先生令門

人子弟寫〈通釋、圖略〉共二十八卷。既畢，因取〈章旬〉草稿，手聲之為十二

卷，凡五閱月始就，用為初稿，俟更審正之也;冬十二月除夕，燈下，作<易章

旬自序>，以識始末云。

十二月望日，先生子廷唬呵凍作<尚書伸孔篇序>。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一八一六~七) 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二十三日，先生作<請立北湖雷舊祠狀>。

先生為孫授書、授詩種痘，以所目驗證程翁維章之說有不爽者，因述程翁之意，

撰〈種痘書〉十篇，以遺里黨，俾知種痘之至順至吉，勿為他說所惑也。春三月

上巳日，作<種痘書序>以紀之。

四月立夏日，先生作<論語補疏序>於雕斑樓之南窗。夏四月，阮元為先生作<

焦氏雕斑樓易學序>。夏五月四日，宮保阮元公子常生自江西節院歸，攜<江都

文學阮代公先生把卷圖>，訪先生於雕斑樓;先生敬展卷，焚香北面，再拜瞻仰，

為作題記。

冬，先生以〈易學〉郵寄入都;十二月初一日，作<上座師英尚書書>，請政於

大家宰英煦齋先生，並求大序一篇。

是歲冬，先生與子廷唬，黨為〈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一八一七~八) 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二十九日，先生手訂〈雕斑集〉二十四卷於半九書塾之仲軒;二月九日，又

手訂〈雕聽集﹒目錄〉一卷，跋之於半九書塾之雕聽樓。

春，先生復入城訪周晉園，則已病殘於里中，愴然久之，復將其〈尚書證義〉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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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細繹，蓋參翼王光祿鳴盛、j工處士貝庭兩家，時出新義。先生謂古文之偽，自

閻百詩、惠定宇證而卻之詳矣!而二十八篇之不偽者，述而疏通證明，此三家實

相鼎立，因鈔次之，更益以當世通儒說〈尚書}之言，足與三家相證訂者，彙為

一帳，題曰〈書義叢鈔> '仿衛i是〈禮記〉之例，不專一說，不加斷語，以時之

先後為序，共得四十卷，所採錄者共計四十一家、五十七種。

先生自二月二十日起，手寫〈雕班樓易學}四十卷，先〈圖略>'次〈通釋〉

次《章旬> '至秋九月十二日，寫完全l跌。

春仲，英和煦齋先生得先生上書;夏四月二十二日，覆書，並撰<i工都焦氏雕蒞

樓易學序>，先生冠諸〈易學三書〉卷首。

先生以為〈易〉辭之用假借，似徘而妙也，似鑿而神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不足與言之也，作<周易用假借論>以明之。

秋八月十九日，先生作<與朱椒堂兵部書>，以言〈雕誠樓易學}之大略。

是歲，先生三弟季蕃徵作<愧酪集後記>，以紀先生之善教也。

先生〈易學〉既成，思為〈孟子正義}一書;乃于丁丑之冬，採錄本朝通人之書，

令子廷唬查寫。或專說《孟子〉者，或雜見他書者，一一黨出，依次第編為〈孟

子長編〉十四帳。

冬十二月除夕，先生作<春秋左傳補疏序>於半九書塾之蜜梅花館，以摘杜氏之

姦而發其伏也，俾天下後世，共知杜預為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孔子

作〈春秋〉之蟲賊也。

嘉慶二十三年戌寅(一八一八~九) 先生五十六歲

三月三日，先生作<易話序>。春，先生〈易學三書〉成，又以古之精通〈易〉

理，深得伏羲、文玉、周公、孔子之|告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後，而能深知孟子

者，莫如趙氏，思作〈正義〉一書。於是;自戌寅十二月起稿，逮己卯七月，撰

成〈孟子正義}三十卷。

夏四月下弦，先生作<尚書孔氏傳補疏自序>於半九書塾之雕班樓。夏五月五日，

作<周易補疏序〉。夏六月既望，先生手錄<毛詩補疏序>於雕斑樓之北窗。七

月下弦，作<易廣記序>;七月朔日，作<禮記補疏序>於半九書塾之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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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先生夜夢伊太守以一畫屬題，先生為作五言古百餘字;太守朗誦之，淒然

長太息，先生遂藉，僅記二旬「花濃落期遍，馬嘶人坐久J '筆之於紙。越二年，

而先生遂棄世，夢蓋有先徵云。

六月，先生至友李尚之卒。七月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先生分別校改〈易章

旬〉稿本各條。

自去歲以來，先生未曾作詩，偶有所興，半月始成;十二月十八日，賦<至後>

五律一首一「至後剛三日，陽添幾髮程?副藤寬樹縛，掃就罷雞爭。閉戶久無害，

吟詩半不成;夜來風雨逼，高枕聽寒更」

冬，先生謂子廷唬歲秒無事，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開，用正負開方法推而算

之，乃成〈益古演段開方補} ，先生以為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

十二月初七日，先生立定課程，開筆撰〈孟子正義}，次第為三十卷;自恐懈抽，

立簿逐日稽省，仍如前此注〈易〉。自十二月初七日，先生真〈孟子正義日課記〉

'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終於庚辰七月初八日，凡歷一年又七月。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一八一九~二0) 先生五十七歲

正月二十日至閏四月十三日，先生校記〈易章旬〉稿本各條。正月二十九日，作

<易餘篇錄序>。

四月，先生撰〈孟子正義〉至<萬章下>，自謂神氣日衰一日，殊自畏也;七月

十四日， (正義〉草稿成，次為三十卷，於是討論群書。

五月初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先生分慕〈孟子正義日課記〉諸事。

六月十八日立秋，先生作<花部農譚序>。先生暮〈正義)，兼訂諸舊稿，足疾

時作。

是歲，數縣汪萊為先生作<易學三書跋>;十月望日，先生受業儀徵阮亨亦作跋

一篇;冬十一月日至，先生受業裔榮，又作跋一篇，附刻〈焦氏遺書〉末。

十二月薄暮，先生坐紅薇翠竹亭望湖，作七絕一首一寒煙渺渺欲黃昏，猛見春光

到華門;疏柳夕陽帆影外，淡紅遙帶一村村。

十二月丁面，刑部主事甘泉李周南冠三屬先生為文表其先人，先生為作<李氏兩

大夫肝表>。是歲，大家宰英煦齋先生手臨趙孟頓所書<說卦傳>五十六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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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蘇長公旬，以贈先生。

先生自癸丑迄己卯，編手札三冊;光緒九年，趙之謙子壽佳見之揚州市肆，因命

購歸，今存世與否，則不知所在矣。

除夕，先生枕上作七律一首一「夢中親友未凋零，笑語方溫夢又醒;鬢雪半因陳

籍白，眼花時共遠山育。烈風窗外嗚鴉鵲，1舌火錯邊煮朮苓;且喜雛孫初學詠，

吟聲不與歲華停」。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一八二0-一) 先生五十八歲

先生自正月初一日戊午，至七月初八日，手寫〈撰孟子正義日課記〉畢事;先生

稿本，每一篇末自記課程，如注〈易〉時，書之成僅八閱月耳。正月，先生修改

〈正義〉草稿既定，乃手寫清稿三卷，就正於阮芸臺先生;四月，令子廷唬校對

一過，又重自手錄;至七月，共手錄十二卷，而病作，病中猶以未能錄完為l應!

先生自言用恩太猛，知不起，以騰校稿囑廷唬而夜;廷唬處吉塊中，且校且擒，

急恩付梓，又以病殼。

夏五月二十五日，先生題吳少文<鬥魚會圖>，子廷唬作<鬥魚圖記>。六、七

月，先生足疾疊發，忽然煩熱似摳，舌燥無津，日漸加重，醫藥罔效;七月初五

日，英煦齋先生以壽詩四十紙，並<情騁馬>詩一首寄來，先生以三日之力，僅

成後序一篇。二十四日，呼子廷唬告以後事;二十六日，先生不肯服藥，至二十

七日辰時，渣然長逝，得年五十有八。即於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安葬於本宅東首

祖瑩之內，阮元為作<通儒揚州焦君傳>紀之。

先生卒後一年，子廷唬亦哀毀而亡，卒於道光元年二月十二日，年四十，距先生

之喪甫逾半載耳。其自書絕筆詩四首云:

人主厚、自身女口芽，一先何朋重與輕? 所帕老親憂鬱久，不堪哀痛哭i吏。

先去吉遭箱子親雄，口x-先去吉付棄科; 到此全然未收拾，泉查詢周有何詞?

有于三人未成立，所遺書創付於誰? 他平若有成名日，;頁到場螢寺我知o

j定比持原1丈椒久，可q錐但又讀書成霜; 戶可祥衰i怯竟若此，茫茫法事竟難量。

<鞭剪輯旦堂> ;:L都背~J<.i1i謙牧

三+飯前初締夫，相見末間少與朝;另吉無草案事1旦訣莓，參數J色扮窮織毫。我女口寸廷

在鐘1則，末連那j專用蒲牢?雪白手好寧主桶言午，1麗μ人賢(承古)字(鐘i四)朱:工(這)



〈焦循年譜新編}紀要 65

集(渴)。日手邊境是已早末覺，友月月相聚女。升艘;今Y↑亭幌纜相3妾，明晨解散隨風視。

我是云布中五六耗 ， jt汗 j匕上翱翔翱 ;jt非一主事可增童，末7學亦即歸故韜。我宜無成

還江水，依然蹤跡禮道話;jt家~§.野三十里，風卷音未覺居系，造。去1可今近平實十獸，

進手未及三數遭;一回勢可我詩八諒，幽居熹妙粉1笑雕。一由于天我〈轟〉翼文舟，3主里

精美無潛~;甫1點琴矢口〈學〉是歇，虛驚未解法實日名。J.-:人天過〈學〉測乃見，混沌

擊時女。夫教;等身著1τ尤比i塾，采令千古明象入。親掃過我命我序，一直反運提平主

7名;幾平則失學湖瞥，我終未注慚霜響。今春已言午按比約，比約未接先號吱;初用

寒疾合參附，旋若真言文清等趣。相傳提1以只數日，三E料喬木先私凋?其EJ色已立矢末

朽， 1需林豈獨構文蓮英?今直是在反明在巳，斯亨i更令疑神草草;我~jt詩豈是已作?窮梅

鼓月難推敲。今蕊欲兢未可舟，聊且1言筆會浩浩 ;1工秀羈粵李秀矢，因是?主寧女口電

煒!鳴。于!回足3主事女口電士票，我亦白髮7于爺爺。

<追悼焦虎玉> :工科普永古謙牧

庚反令月，旦堂捐館會;令員已李管堂令子虎玉，賽于A軟話，未聽赤虎玉i久，且宴欠

教矣!今李普J.-:人舟來，層，~甫詩，進夏1τ止仁， J.-).~)吏玉劑。

夜月泉蠱愴程衣，是親末獨i成重圍;超索續學平方益，子正土得經夢已非。堂構那堪

頻 1管用?人草芥覺太多達;遇來®.5建門前柳，尚有啼焦扶手飛。

趴上主詩，見至最於先主摯友簣/J~古春谷先主〈毒手眩堂詩集〉卷三十、卷三二十四，詞

是詩可矢口友朋惶惜之童，λ子情愛之深，雖未幸病妓，然風骨1具存，典皇猶在，展

言賣遺綿，寸進顏色，歷歷女口見目前，末亦閉照車t坤哉!

結語一一雅琴飛白雪 高論橫青雲

此為江聲良庭先生書贈旦堂之小黨聯，可為先生道德與文化生命之具體寫照。

而以上所節錄之先生年譜紀要，亦可以管窺其一生之歷程與學術進路，其文學、史

學、經學、歷算，著作等身，深富研究之價值，學者不可忽焉。

綜觀旦堂先生之生命歷程，四十歲為其分水嶺，此之前，銳意進取，頗自認其

弧失之志，故習文、學經、步算、研〈易)，無不包勉戮力;然仕途不達，僅能家

居授徒以糊口孝親，或游幕齊漸以結交時士，餘力所及，著書自得耳。四十歲以後，

則入都不第，乃絕意仕進，矢志撰述，村居慰母，以盡人子之忱;築樓精思，以成

名山之業，經史子集，靡不卓然樹立，譽為通儒，實至而名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