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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一 
《晚晴簃詩匯》中讀書詩 

讀   經 
作者 詩    題 冊數/卷數/頁數 

清仁宗 讀尚書【1】禹貢 1╱3╱43 
清仁宗 讀尚書【2】說命上 1╱3╱43 
清仁宗 左傳【1】臧僖伯諫觀魚 1╱3╱44 
清仁宗 左傳【2】齊魯長勺之戰 1╱3╱44 
陳  瑚 讀《易》示茸城隱者 1╱13╱315 
范用賓 太原閻百詩先生見示尚書古文疏證因贈 3╱55╱2212 
王懋竑 校禮記注 3╱60╱2443 
彭元瑞 題北宋石經周禮殘本 4╱88╱3650 
伊朝棟 書尚書古文孔傳後 5╱93╱3898 
柯振嶽 讀國風 6╱124╱5325

苗  夔 讀段氏說文解字注心部惪字下知徐楚金繫傳無中顧

氏黃氏各有影鈔本北宋之本不禁神往 

7╱136╱5866

金德嘉 讀方合山所刻古今釋疑書 2╱48╱1850 
張文虎 秦次湘鄉相侯韻贈巴陵老如吳南屏（敏樹）即題所著

國風原指後 
7╱148╱6437

徐  坊 讀羅叔蘊參事（振玉）所著殷墟書契考釋奉懷卻寄兼呈王靜安

（國維）主事 7875 

9╱180╱7875

 
 

讀子 

作者 詩    題 冊數/卷數/頁數 

蘊  端 讀列子 1╱7╱126 

龐  塏 秋夜讀道德經 2╱42╱1637 

曾習經 穆天子傳 9╱177╱7744 

羅澤南 讀兵書 7╱151╱6587 

慕昌溎 崑崙奴歌 10╱192╱8851

慕昌溎 讀神仙傳有感 10╱192╱8854

陳  浩 題同年汪謹堂尚書臨黃庭內景經卷後 3╱66╱2705 

柯劭慧 孟夏讀黃庭經偶題 10╱189╱8696

 176



張令儀 讀霍小玉傳 9╱184╱8194 

王至甸 雜錄道藏因以自嘲 10╱194╱8945

王至甸 秋夜讀道藏有作 10╱194╱8947

祖  觀 錢水西藕花香裏讀楞嚴圖 10╱198╱9111

 
 

讀   史 
作者 詩    題 冊數/卷數/頁數 

清聖祖 覽貞觀政要 1╱1╱6 

清仁宗 讀史記三皇五帝本紀 1╱3╱43 

清仁宗 讀通鑑記事本末【1】高帝滅楚 1╱3╱44 

清仁宗 讀通鑑記事本末【2】東京黨錮 1╱3╱45 

清仁宗 讀通鑑記事本末【3】諸葛亮出師 1╱3╱45 

清仁宗 讀通鑑記事本末【4】貞觀君臣論治 1╱3╱45 

清仁宗 讀通鑑記事本末【5】宋孝宗之立 1╱3╱46 

清仁宗 讀通鑑記事本末【6】明太祖平定東南 1╱3╱46 

清仁宗 讀通鑑記事本末【7】建文遜國 1╱3╱46 

清仁宗 讀通鑑記事本末【8】甲申鼎革 1╱3╱47 

奕  環 讀史 1╱6╱122 

金俊明 讀史 1╱15╱388 

殷  岳 讀史十七首 1╱31╱632 

李  敬 讀《水經注》憶洞庭 1╱24╱783 

王士祜 同舍弟和李退庵侍郎讀《水經注》憶洞庭之作 2╱36╱1337 

馬孝思 讀史 2╱40╱1545 

毛奇齡 讀史詩 2╱44╱1700 

周龍藻 讀漢史 3╱51╱2019 

魏周琬 讀史 3╱53╱2107 

常  安 讀漢書二首 3╱54╱2140 

阿克敦 讀漢留侯唐鄴侯傳 3╱57╱2324 

黃  越 讀留侯鄴侯傳 3╱58╱2341 

趙思植 讀宋史 3╱62╱2555 

徐  奭 讀漢武本紀 3╱64╱2655 

杭世駿 題嚴光傳後 4╱71╱2944 

姚  範 讀史四首 4╱77╱3174 

沈啟震 讀史四首 4╱89╱3722 

陸錫熊 讀史 4╱90╱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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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  謙 讀季布欒布列傳 5╱95╱4000 

蔣  元 讀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 5╱99╱4183 

沈在廷 讀宋史感鄒志完事二首 5╱104╱4409 

王芑孫 讀史 5╱106╱4503 

蔣湘培 讀淮陰侯列傳 5╱109╱4643 

陳  鱣 自題續唐書後 6╱113╱4826 

陳  鱣 讀史 6╱113╱4827 

路  德 讀罷 6╱121╱5182 

陸  嵩 讀房琯傳有感 6╱122╱5259 

柯振嶽 讀三國志 6╱124╱5326 

夏  塽 讀史 7╱138╱6017 

張振凡 讀史 7╱141╱6151 

吳嘉洤 讀史 7╱142╱6206 

邊浴禮 讀史偶成 7╱145╱6334 

吳昌榮 讀兩漢書雜詠 7╱152╱6649 

陳  義 讀漢武帝紀 8╱154╱6720 

楊光儀 讀史雜感 8╱154╱6727 

吳國賢 讀晉書后妃傳 8╱157╱6860 

張之洞 讀宋史 8╱162╱7075 

任其昌 讀史雜感四首 8╱163╱7087 

陳文駟 讀晉紀 8╱167╱7280 

朱福清 讀史有感用金粟子留別原韻 8╱168╱7329 

王蔭祜 讀史 8╱169╱7363 

李慈銘 讀明史盧象昇傳 8╱173╱7547 

司炳煃 讀明太祖本紀有感其語 9╱175╱7635 

汪  洵 讀漢書有感 9╱178╱7781 

方維儀 讀蘇武傳 9╱183╱8045 

黃媛貞 秋窗閱史 9╱183╱8086 

錢孟鈿 讀史偶成 9╱185╱8285 

吳  靜 讀資治通鑑 9╱186╱8353 

錢惠尊 平原君傳書後 9╱186╱8441 

李陶吟 讀史 10╱187╱8538

莊盤珠 詠晉史 10╱188╱8605

孔祥淑 讀史 10╱191╱8750

張  印 讀班大家傳有感 10╱188╱8641

王宏祚 讀《劉蕡傳》 1╱22╱704 

徐  恪 題崑崙山樵傳後 2╱48╱1878 

 178



歐陽輅 題呂氏家傳後 5╱109╱4650 

方成珪 題秀水陸烈婦傳後 6╱120╱5161 

程  綸 書劉念臺先生傳後 7╱133╱5747 

曾國藩 書朱皋亭家傳後 7╱142╱6185 

周壽昌 書張江陵傳後二首 7╱147╱6394 

黎學淵 題奇女李奉貞傳 7╱150╱6576 

何佩玉 題常熟張孝女傳後 10╱187╱8485

譚廷獻 義士行書張炳元傳後 8╱164╱7116 

夏伊蘭 讀列女傳 10╱188╱8560

劉  韻 書福山王婉佺夫人列女傳注後 10╱191╱8779

徐金楷 讀蔣安頤先生傳困紀此歌 4╱75╱3118 

讀 金 石 碑 文 

李  雯 龍隱洞讀元祐黨人碑 1╱22╱673 

王士禎 元祐黨籍碑 1╱29╱1022 

陳德正 元祐黨籍碑 3╱67╱2771 

翁方綱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歌為朱竹君賦 4╱82╱3416 

翁方綱 銅鼓歌題曲阜顏氏拓本 4╱82╱3420 

翁方綱 南昌學舍摹刻漢石經殘字歌 4╱82╱3423 

王  昶 觀魏大饗受禪二碑 4╱83╱3467 

薛宁庭 為劉王言書刁遵墓誌搨後 4╱88╱3661 

趙  翼 元祐黨籍碑在桂林者今尚存沈魯堂太守搨一本見

示援筆作歌 
4╱90╱3745 

趙希璜 楚王廟碑 5╱101╱4278 

朱  霈 舟泊浯溪觀顏魯公所書中興頌碑刻歌 5╱104╱4422 

朱文治 宋文信國公鐵如意歌書于拓本左方 5╱106╱4507 

阮  元 題五代馬楚復溪州銅柱拓本 5╱107╱4525 

阮  元 題家藏漢延熹華嶽廟碑軸子 5╱107╱4528 

阮  元 游浯溪讀唐中興頌用黃文節詩韻 5╱107╱4529 

吳  照 南昌學宮模刻漢石經殘字歌 5╱110╱4696 

金衍宗 唐景龍觀鐘銘拓本 6╱114╱4893 

莊宇逵 味辛以蘇文忠所撰司馬文正公神道碑見示屬題其

後 
6╱115╱4933 

張  井 黃石齋先生手書周忠介公神道碑墨跡卷 6╱116╱4949 

張興鏞 游亭林寶雲寺訪顧侍郎讀書堆洗研池遺跡并讀趙承

旨寶雲寺碑 
6╱116╱4977 

錢儀吉 漢敦煌太守裴岑碑 6╱119╱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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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  德 題郭藕舲唐人善業泥拓本 6╱121╱5183 

齊彥槐 宋祥符封焦隱士墨敕 6╱121╱5195 

李貽德 吳思亭焦山鼎銘拓本書後 6╱127╱5483
孫星衍 李斯泰山石刻題後                             5╱105╱4456
簡均培 過溱頭橋讀橋上碑記知為郭林宗訪汝南處 6╱128╱5517 

何紹基 中丞吳荷星丈人出示宋槧蘇詩施顧注本喜賦長句 7╱139╱6031 

葉名澧 廠肆式古堂主人以宋拓本蜀石經殘本見示作歌紀

之 
7╱139╱6058 

楊季鸞 書磨崖碑後用山谷詩韻 7╱140╱6104 

吳仰賢 楊忠愍公諫馬市劾嚴嵩兩疏槀石刻 8╱153╱6699 

譚宗浚 舟中讀阮太傅重刻西嶽華山碑拓本 8╱166╱7247 

沙元炳 蜀石經殘本歌 9╱178╱7792 

高廷第 唐韋南康郡王紀功碑 9╱180╱7893 

金  虞 浯溪讀中興碑 3╱60╱2467 

  

 

讀集 
作者 詩    題 冊數/卷數/頁數 

烏爾恭阿 喜得唐子西硯周澗東孝廉檢示貴耳集賦謝 1╱8╱157 

范承謨 嵇留山寄觀騷註參證詩以紀之 1╱26╱851 

田肇麗 讀陶靖節傳有感 3╱50╱1963 

錢大昕 讀曲歌 4╱83╱3469 

段兆鏞 讀文選 7╱143╱6233 

謝蘭生 題三閭大夫離騷後 7╱151╱6612 

諸可寶 車中讀元曲漫題 9╱176╱7117 

陶郡學 秋夜讀蘇文忠集 9╱182╱7948 

沈  纕 讀騷 9╱185╱8299 

金孝維 讀德風亭集 9╱185╱8344 

梁  靄 讀離騷 10╱190╱8749

包蘭瑛 讀放翁集 10╱191╱8788

莊湘澤 雨夜讀杜詩感作 10╱191╱8811

趙錄縝 雨夜讀楚辭 10╱191╱8815

孫奇逢 讀《許魯齋集》 1╱11╱210 

王夫之 讀《指南集》（文天祥）二首 1╱11╱213 

黃宗羲 讀《上蔡語錄》【宋．謝良佐撰】上蔡家極有好硯

後盡舍之一好硯亦與人慨然賦此 
1╱1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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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一鼇 讀明忠烈朱先生霞淑遺冊 1╱13╱328 

李鄴嗣 友人搜錄東沙公遺集感而賦詩 1╱17╱474 

查有新 讀羅昭諫讒書 6╱122╱5265 

張元昇 讀梧溪集感賦 3╱63╱2608 

僖同格 書曹孟德詩集後 3╱64╱2615 
姚  頤 觀大興師所藏宋版施註蘇詩題本敬題其後 5╱93╱3878 
苗令琮 讀蓮洋集書後 5╱95╱3983 
吳錫麒 讀放翁集 5╱96╱4038 
楊芳燦 讀盈川集 5╱100╱4213 
馬春田 讀黃山谷集 5╱111╱4735 
喻文鏊 讀中州集 6╱115╱4906 
梅曾亮 讀東坡集有感 6╱130╱5597 
周玉瓚 鐙下讀許丁卯集 7╱139╱6073 
光聰誠 讀左穗六詩卷 7╱151╱6599 
黃源垕 讀杜工部集偶成 8╱152╱6654 
賽開來 讀四溟山人集懷計甫草先生 8╱160╱6996 
張佩綸 讀樊川集有感 8╱165╱7183 
羅大佑 讀山谷集 8╱165╱7198 
張百熙 湖州劉教授（鳳輝）以所輯東坡居士居儋錄見貽意

有所感遂題其後 
8╱165╱7241 

張百熙 意有未盡再題二律 8╱166╱7241 
范當世 適與季直論友歸讀東野集遂題其耑 9╱180╱7887 
何震彝 讀元遺山集 9╱182╱8013 
周映清 秋夜讀東坡集 9╱185╱8248 
金德嘉 檢山雨堂遺集 2╱48╱1851 
揆  敘 讀秋笳集有感即效吳夫子體 3╱50╱1954 
方登嶧 姪莊攜何陋居集甦庵集詩讀之感賦 3╱50╱1969 
李文秀 讀仲韜東皋集漫題 3╱50╱1995 
李  紱 讀危太素雲林集 3╱58╱2338 
甘運瀚 讀伯氏長江萬里集題後 4╱78╱3235 
劉  墉 讀吳梅村集 4╱80╱3350 
曾  燠 樨存蒙特赦歸寄示塞外詩冊奉答 5╱104╱4389 
李如筠 讀蔣心餘先生集書卷尾 5╱105╱4462 
錢豫章 先外舅查梧岡先生詩集寄園新刻者感題 5╱105╱4463 
封大受 鐵治亭師惠示涉江集近書一律 5╱107╱4582 
凌陽藻 讀西庵集和憶白雲山房 6╱112╱4765 
鍾大源 讀漁洋感舊集偶書 5╱110╱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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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瓊英 讀黃文節公詩集書後 6╱116╱4966 
孔憲彝 張小圃學使以重刊秀野堂本韓詩見始賦謝 6╱131╱5661 
周啟運 漢陽丹次讀張南山大令（維屏）聽松廬詩集題此奉

贈 
7╱132╱5701 

彭蘊章 讀番禺張南山大令(維屏)聽松廬詩鈔服其五言律

之妙因題一首以彷彿其詩境云 
7╱138╱5970 

葉坤厚 讀胡文忠遺集感賦 7╱139╱6080 
齊學裘 讀煦齋先生卜魁集 7╱141╱6157 
楊炳春 讀借公完玉堂詩槀 7╱143╱6222 
楊炳春 讀梅宛陵詩和本集永叔進道堂夜話詩韻 7╱143╱6223 
言南金 讀馮魯川廉訪微尚齋詩集書後 8╱158╱6910 
汪  桐 題桃花扇樂府三首 8╱168╱7331 
鄭文焯 讀高陶堂志微錄書後 8╱170╱7401 
孫  垓 讀曾文正公集 8╱169╱7381 
王  存 福廬先生枉寄亥紀集讀竟賦謝 9╱177╱7739 
黃紹第 讀林霽山集 9╱177╱7751 
黃紹第 讀辛忠敏南渡錄 9╱177╱7751 
吳保初 讀陳石遺詩集遂和其論詩原韻 9╱179╱7842 
楊世謙 讀忠州李芋仙刺史天瘦閣集 9╱180╱7890 
商景徽 讀毛西河瀨中集作 9╱183╱8037 
程  瓊 釋牡丹亭傳奇色情難壞意 9╱184╱8167 
浦映綠 牡丹亭 9╱184╱8161 
葉舒璐 讀杜白二集 3╱63╱2563 
曾國藩 讀李義山詩集 7╱142╱6180 
程襄龍 三兄襄陽書來示近詩一冊因寄 3╱69╱2868 

觀 讀 古 人 詩 文 

清穆宗 讀〈縱囚論〉 1╱3╱56 
允  禧 讀淵明詩 1╱5╱87 
王夫之 讀涇陽先生（顧憲成）虞山書院語錄示唐須竹 1╱11╱216 
邢  昉 觀太子少保左公遺集作歌贈子直兄弟 1╱15╱377 
吳偉業 毛子晉齋中讀吳匏庵手鈔宋謝翱《西臺慟哭記》 1╱20╱569 
黃  機 讀歐陽永叔〈秋聲賦〉有感 1╱24╱777 
申涵盼 佛骨表 2╱31╱1082 
李自郁 桃花源 2╱31╱1104 
李基和 壽安寺讀王北山給諫詩愴然有感因步原韻 2╱37╱1371 
汪  森 草堂春盡獨坐寡營偶檢東坡集見百步洪詩喜而次 2╱40╱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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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韻 
毛奇齡 陳州村人或賦上陽白髮人者毛兟過聞而感焉 2╱44╱1703 
鄂爾泰 夜坐檢書偶讀工部蜀相篇慨然有述 3╱55╱2189 
夏力恕 讀昌黎詩 3╱61╱2490 
彭  績 桃花源詩 3╱63╱2568 
戴  晟 讀韋詩了無一物可以擬似適僧贈梅花取以配之左

司其詐我乎 
3╱64╱2616 

陳祖范 七夕讀杜詩牛女篇 3╱65╱2668 
嚴遂成 書明俺答欸塞事後二首 3╱66╱2716 
諸  錦 讀孟郊詩 4╱71╱2925 
諸  錦 太學釋褐觀石鼓因讀韓蘇二詩同同年李巨州作一

百韻 
4╱71╱2926 

萬光泰 禪藻齋觀鮮于伯機草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卷

子 
4╱74╱3070 

裘曰修 楊柳店有晉太傅羊叔子祠蓋故里也讀壁間舊句云

老決收吴策輒成長律 
4╱75╱3120 

姚  範 歲暮誦東坡除夜贈段屯田詩龍鍾三十九勞生已強

半年與之齊時復同之感如何矣酒闌不寐因次其韻 
4╱77╱3180 

翁方綱 黃文節草書太白憶舊游詩卷 4╱82╱3425 
紀  昀 讀小元和鶉衣子傳戲題轉韻 4╱82╱3428 
徐光美 題摩詰詩後 4╱87╱3615 
吳錫麒 文丞相琴歌 5╱95╱4014 
周錫溥 錢武肅王鐵卷歌 5╱96╱4054 
梁玉繩 讀王穀原比部遺槀 5╱97╱4066 
汪志伊 題明顧端文公闈墨遺蹟後 5╱95╱3971 
苗令琮 讀元遺山送李參軍詩因寄鐵崖 5╱95╱3982 
李  楘 讀韋左司詩 5╱95╱4000 
於  震 讀少陵孤雁詩 5╱97╱4101 
李憲暠 讀柳子厚榕葉滿庭詩適閒雲持螢火見示因贈 5╱98╱4124 
茹綸常 寒夜讀韋詩 5╱98╱4137 
錢世錫 春日讀杜偶成 5╱101╱4251 
戚學標 讀韓昌黎詩 5╱104╱4402 
舒  位 宋謝文節公橋亭卜硯歌 5╱106╱4483 
英  和 書韓蘇桃花源詩後 5╱109╱4628 
金學蓮 讀李昌谷詩 5╱110╱4692 
金學蓮 讀李義山詩 5╱110╱4692 
郭  麟 江西道中屢見水碓欲作詩未果頃讀東坡博羅香積 6╱115╱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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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詩序有可築碓磨之語用其韻補作 
柯振嶽 讀陶詩 6╱124╱5336 
黃定齊 讀律 6╱124╱5336 
黃  釗 蘇文忠昌黎伯韓文公廟碑 6╱128╱5509 
梅曾亮 東坡定惠院月夜偶出疊韻詩汪均之得其手槀墨迹

二首共一紙紙殘一角虞山錢宗伯補以細字疊東坡

原韻二首 

6╱130╱5596 

徐大鏞 讀白樂天覽鏡喜老詩欣然有作 6╱131╱5635 
徐大鏞 讀香山送愁還鬧處移老入閒中句深有味乎其言因

賦此詩 
6╱131╱5637 

徐大鏞 壬戌五月初三夜忽中風痺之疾香山所謂體癏自眩

左足不支與有同病焉昔符堅得習鑿齒於漢南因其

蹇足裁堪半丁香山詩云漢上羸殘號半人是也余年

已七十可以稱翁因自號半翁紀之以詩三首 

6╱131╱5637 

龔自珍 漢朝儒生行 7╱135╱5823 
呂賢基 讀唐人詩雜感 7╱138╱5975 
陳  勱 讀王荊公鄞縣經游記有感 7╱139╱6081 
袁梓貴 讀元次山舂陵賊退二詩有作 7╱145╱6351 
吳以誠 書東坡謫嶺南諸詩卷後 7╱148╱6469 
張文虎 縵老得舊牙章文曰督師輔臣史可法章約同人共賦 7╱148╱6436 
李應莘 李長吉古錦囊歌 8╱155╱6781 
鄭先樸 讀韓詩 8╱160╱7002 
朱寯瀛 廣王維西施詠 8╱161╱7024 
張之洞 讀白樂天以心感人人心歸樂府句 8╱162╱7075 
張品楨 讀白樂天詩書後 8╱169╱7395 
張寶森 讀太白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詩感賦 9╱176╱7697 
汪  淵 書秦少游遣妾邊朝華詩後 9╱181╱7924 
李含章 讀王孟詩偶賦 9╱185╱8250 
李含章 秋夜讀韋詩 9╱185╱8252 
張  印 學詩（時讀班倢伃《紈扇詞》） 10╱188╱8640

盧德儀 月下讀唐人詩悠然有悟 10╱190╱8701

觀 讀 時 人 詩、文 

允  祇 扈蹕恭讀御製詩文恭紀 1╱5╱78 

弘  旿 
朝鮮陪史鴻臚官洪仁福以其國詩人繡寰居士所作

詩一章來獻并求予書觀其詩效選體亦稍可誦用韻

書付 

1╱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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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誠 讀嵩山夢游天壽山歌次韻卻寄 1╱10╱198 
顧炎武 讀李處士禺襄城紀事有贈 1╱11╱229 
邢  昉 讀祖心再變紀漫述五十韻 1╱15╱382 
潘問奇 讀吳梅村宮詹蕭史青門引感而有作 1╱17╱483 
潘問奇 讀姜雪蒼祝髮詩漫志 1╱17╱484 
顧炎武 金壇縣南五里顧龍山上有高皇帝御題詞一闕 1╱11╱220 
吳偉業 曇陽觀訪文學博介石兼讀蒼雪師舊跡有感 1╱20╱578 
王  揆 讀山翁大師新蒲綠依韻柬寄 1╱27╱952 
彭定求 邵二泉先生閒居四戒詩卷書後 2╱37╱1379 
談九乾 霅川錢子懷白以黔西近詩見示讀竟感賦 2╱37╱1385 
施閏章 薛子濤見示免官後詩感而有作 2╱43╱1668 
施閏章 見宋荔裳遺詩愴然有作 2╱43╱1674 
吳  雯 讀傅公他詩感書其後 2╱46╱1765 
嚴中寬 秋雨後偶集小園讀五公先生壁詩感憶即步原韻 2╱47╱1818 
陳王猷 下海山門觀雙沼新荷還入方丈小坐讀圖音和尚詩

兼貽圓公 
2╱47╱1832 

馮廷櫆 文綺齋中見示新詩 2╱48╱1848 
吳  暻 題顧亭林遺集和汪安公編修 2╱49╱1910 
唐孫華 讀梅村先生鹿樵紀聞有感題長句 2╱49╱1914 
曹  寅 讀洪昉思椑畦行卷感贈兼寄趙秋谷宮贊 3╱50╱1960 
周龍藻 讀顧亭林先生遺書一百韻 3╱51╱2025 
張  照 論董書絕句七首 3╱58╱2336 
謝道承 秋宵不寐重讀莘田題硯諸製愴然有懷二首 3╱61╱2482 
戴  亨 乙丑秋孟潁仙告予貧甚質衣助之偶檢文篋見其舊

字感而賦此不必寄孟也 
3╱61╱2505 

金義植 暮春訪曾大漁村讀其近詠有贈 3╱64╱2610 
羅兆兟 讀陰二所寄詩 3╱64╱2654 
尹繼善 讀劉皋聞便是離家莫憶家句有感再用前韻 3╱65╱2660 
紀逵宜 讀家徵仲叔初冬詠懷詩有感 3╱65╱2675 
郭為觀 安邑董心推作舜陵四辯詩見示屬和因感記傳所載

事地可疑者并類及之云 
3╱66╱2725 

伊福訥 故友音布自聞遠又自號炎雙峰居士工書嗜酒往往

不與人書其所善雖弗請亦與也以故多所不合竟以

諸生老板橋鄭燮為長歌以哀之詞旨悽愴余讀之深

慨夫故舊之存歿為作是歌 

3╱67╱2763 

姚  範 偶過僧廬取殘經數帙北軒作歌見嘲蓋故甚其辭激

余使有言爾然故有感於余心者作詩答之 
4╱77╱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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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珪 除夕讀笥河先兄七古詩鈔本 4╱80╱3324 
汪仲鈖 讀穀原清隱庵感舊詩卻寄溫州四首 4╱80╱3347 
顧光旭 觀嚴中允(繩孫)昇平嘉宴詩記恭賦 4╱81╱3385 
董元度 夜雨讀朱太史次筠李上舍蟠木聯句見示詩慨然感

賦 
4╱81╱3396 

翁方綱 蘊山以近詩寄惠州舟中點定漫書紙尾 4╱82╱3411 
朱  筠 觀僧枷師塔書其圖記後 4╱82╱3440 
顧成志 讀李客山先生武平分水傲坳定界記 4╱86╱3577 
王汝璧 同士會兄入南屏山訪大恆讓山兩和尚遂宿讓公山

舫并讀前後諸集同用東坡上巳出游韻索恆公和 
4╱88╱3864 

朱桐川 讀張楊園先生補農書作四首 5╱93╱3881 
張懷泗 讀楊蓉裳先生芙蓉山館詩用集中李墨莊詩韻 5╱101╱4281 
法式善 李山人以夢禪居士指寫東坡詩意遺墨屬題 5╱102╱4294 
劉大觀 讀王先生猷定四照堂詩書後 5╱103╱4347 
馬春田 謝蒼筤寄游燕子磯詩答之 5╱111╱4733 
馬春田 漱六自句容赴沭陽寄詩與余遙別答之 5╱111╱4733 
張  鉉 深雲蓭壁上讀外舅海門先生詩 5╱111╱4738 
李大儒 讀書萬峯庵幼弟簡齋以詩見寄次韻和答 6╱112╱4773 

葉  燕 
章鹺尹秋濠（甫）出示懷弟詩自商憔悴以敝鄉荒陋

比之東坡儋耳豈所謂詩必窮而後工乎然詩工矣敝

鄉之冤嘻其甚也因戲拈此贈之 

6╱113╱4822 

陳壽祺 讀蜀中女史鵑紅題壁詩 6╱114╱4868 
陸繼輅 重閱王衛輝（蘇）詩有感 6╱114╱4886 
印鴻緯 翁悔村見過出示近著並悉金石之富 6╱115╱4935 
印鴻緯 寒夜周海氏過宿出示夢槐吟槀戲贈 6╱115╱4936 
夏翼朝 宋丈實父學博以家醴谷（之蓉）檢討半舫詩集暨筠

莊（之芳）侍御所纂漢名臣言行錄見餉並附佳石屬

鐫私印賦長歌二十韻 

6╱115╱4937 

瞿中溶 孟蜀石經左傳殘本冊尾有翁閣學詩跋因追和其韻

兼呈段先生 
6╱115╱4918 

錢儀吉 讀黎二樵詩 6╱119╱5117 
齊彥槐 讀翼梅二首 6╱121╱5196 
吳振棫 見詩舲去年閱兵漢鳳紀行諸詩有作 6╱126╱5410 
朱興悌 讀傅筱巌纂沈耕巌先生隱跡錄 6╱129╱5568 
邱光華 朱竹垞太史著書硯歌為曹種水言純賦 6╱129╱5572 
龔自珍 辛巳除夕與彭同年（蘊章）同宿道觀中彭出平生詩

讀之竟夜遂書其卷尾 
7╱135╱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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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懿辰 滌生擢學士芝房有詩道其進官之速而勉以鄉先輩

風儀其言甚美因和此篇贈滌生並呈芝房 
7╱136╱5868 

何紹基 潘星齋少宰屬題漸江和上畫卷因其近有桃花句余

甚喜之輒題小句 
7╱139╱6035 

李宗瀛 讀載甫遺詩有感 7╱140╱6094 
戴粟珍 秋夜偶檢蘭雪師自書遺槀感賦 7╱143╱6227 
張金鏞 讀亭林山人詩 7╱144╱6290 
何  栻 戊辰五月湘鄉自江巡海回謁間後讀所贈吳君南屏

詩因次原韻 
7╱144╱6293 

應寶時 讀盋山志寄懷薛慰農院長即用其九日澹然招集旃

檀林即事原韻 
7╱146╱6356 

高均儒 張銘齋孝廉以鈔本楊園集及吳裒仲先生繭窩雜槀

見示用昌黎醉贈張祕書韻 
7╱148╱6444 

趙崇慶 讀陸南甯枕琴山館詩感賦 7╱150╱6531 
沈世良 蕭閑堂讀書用樊榭城西讀書雜興韻寄示立齋三弟 7╱151╱6615 
汪以鋐 讀孫芝房漆室吟 8╱152╱6660 
孫福清 讀夏子儀刺史（鳳翔）愛日山房詩槀 8╱153╱6674 
沈寶森 五月二十六日蒓客枉顧山中獲讀其楚游諸詩感成

長句 
8╱154╱6723 

董文渙 次韻魯川讀史柬王定甫(拯)農部文作 8╱155╱6774 
王晉之 和子年八兄讀唐書感事 8╱157╱6863 
孫文川 讀謝介鶴明府漢西生槀三十二韻 8╱158╱6896 
蔣敦復 張嘯山題詩拙集頗喻鄙人甘苦之旨次韻寄答 8╱159╱6941 
周  音 讀清河吳明府檄書感賦 8╱159╱6963 
吳汝綸 次韻和許涑文觀查擬諸將 8╱163╱7084 
曹秉哲 和吳梅村宮扇 8╱163╱7090 
趙  銘 李蒓客同年用山谷以雙井茶寄子瞻詩疊寄三首依

韻奉答 
8╱164╱7146 

黃炳垕 重讀行朝錄感賦 8╱164╱7160 
施  山 偶樵寄示舊作藤鼓行三章歌以和之 8╱167╱7263 
劉履芬 觀姚少師錄童中州後和陶詩書後 8╱167╱7267 
史  蘭 過翠雲精舍讀液川上人觀幻居詩留題 8╱167╱7270 
周  馥 讀袁爽秋農部詩有感 8╱168╱7314 
陳  書 讀溫岐詩感事 8╱170╱7426 
何家琪 讀顧亭林先生書感而有作 8╱170╱7427 
沈曾植 鄭所南畫蘭卷樊山所藏原明題者三十餘人未有張

文襄題詩樊山自題七言長篇一絕句八皆丁未都中

8╱173╱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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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 
梁鼎芬 讀韓致堯詩感題 8╱173╱7573 
張亨嘉 庚子辛丑間與鶩翁漚尹忍盦在都承以近作詩餘見

示讀竟敬繫此篇 
9╱174╱7607 

張寶森 答黃陂黎濟川孝廉（德芬）秋思詩 9╱176╱7697 
惲毓鼎 門人黃叔權寄詩見懷答之 9╱176╱7702 
王  存 讀槐樓病中雜詠題後 9╱177╱7739 
王以敏 冬夜讀吳門沈潤生（傳桂）二白詞 9╱177╱7760 
李宗禕 讀心史 9╱179╱7839 
鄭  鴻 讀漁洋山人詩集感懷雲圓賓石超羣諸先生皆漁洋

裔也 
9╱181╱7915 

吳昌綬 
莫君楚生以吾家繡谷老人藥園詩槀見示用族祖甌

亭翁於京師重獲瓶花齋書藏丁卯集得長律三首韻

酬之 

9╱182╱7971 

吳昌綬 

今歲得元初劉京叔歸潛志寫本自敘著書之時年三

十二經涉憂患記憶見聞所居堂曰歸潛因以名書僕

行年正與相同遭時多故亦有潛歸之志遺編觸手悵

然動懷漫書長句以當跋尾 

9╱182╱7971 

劉富槐 讀金檜門總憲觀劇絕句 9╱182╱8000 
嚴  復 以漁洋精華錄寄琥唐山春榆侍郎有詩見述率賦奉

答 
9╱182╱8019 

孔麗貞 讀玉峯書城葉夫人詩因步其韻 9╱184╱8145 
戴佩荃 讀厲樊榭集有和閨秀陳坤維丁巳閏九手檢顧秀野

元詩選賣供饘粥詩有感次韻 
9╱185╱8271 

張紈英 讀緯青姐遺槀 10╱187╱8521

顧大清 自先夫子薨逝後意不為詩冬窗檢點遺槀卷中詩多

唱和觸目感懷結習難忘遂賦數字非敢有所怨聊記

予生之不幸也兼示釗出兩兒 

10╱188╱8556

宗  粲 敬讀慈親繡餘遺稿 10╱188╱8583

張  印 讀阮雲臺先生西洋米到紀事詩有感 10╱188╱8653

李端臨 讀岱山姐遺詩 10╱191╱8773

劉文嘉 孤竹堂讀魏果敏公詩 10╱192╱8820

樊太復 讀沈道初鍊師詩槀 10╱193╱8892

上  崇 讀黃仙裳秋槎唱和詩 10╱197╱9041

臧壽恭 讀南宋雜事詩題後 6╱119╱5100 

題、 書序跋 、 （書）詩 後 

永  瑢 題李時勉詩箋 1╱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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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瑢 題漢西嶽華山碑 1╱6╱111 
奕  譓 題五叔惠端親王愛日齋集 1╱6╱124 
奕  繪 題高郵王寬甫（敬之）小言集 1╱8╱153 

烏爾恭阿 易州道中書玉缶道人詩後 1╱8╱161 
塞爾赫 書大盉山房詩卷後 1╱9╱182 
方  文 題屈翁山詩集 1╱16╱456 
梁清標 題新安劉孝子卷 1╱22╱679 
王士禎 題徐騎省集後 1╱29╱1023 
王士禎 題尤展成新樂府                               1╱29╱1006 
王士禎 題施愚山賣船詩後                             1╱29╱1006 
葉  燮 題平湖沈客子燕京春詠後                       2╱36╱1340 
田  雯 書沈石田詩集後 2╱35╱1252 
尤  侗 題張德符方瓢冊 2╱45╱1732 
黃虞稷 書影梅庵憶語後 2╱46╱1796 
吳  暻 題顧亭林遺集和汪安公編修 2╱49╱1912 
吴  焯 書王昭平先生殉難錄後 3╱51╱2031 
周鍾瑄 題陳虎文明經象 3╱54╱2171 
陳邦彥 書楊大東厓賞花詞後 3╱56╱2263 
彭維新 題青墩卷 3╱57╱2288 
馮光裕 題李氏雙節卷 3╱58╱2342 
王世琛 題中興碑後有感魯公故事 3╱58╱2357 
潘  淳 書碧山堂稿後 3╱60╱2462 
錢名世 題延陵季子廟碑後 3╱56╱2256 
姜實節 題黃鶴山樵聽雨樓卷 2╱40╱1508 
萬斯選 題錢清溪少參遺冊 2╱40╱1519 
田同之 題吳天章蓮洋集 3╱60╱2461 
田同之 題海右陳人集 3╱60╱2461 
田同之 先祖山薑詩集有句敬追原韻 3╱60╱2462 
曹奕霞 題友人華嶽詩後 3╱64╱2650 
陳  浩 題沛上人松月傳心小照讀卷中方望溪先生文對雨

成十四韻 
3╱66╱2705 

劉大櫆 題孫懷三詠佛手指詩後 3╱67╱2743 
陳德正 題襄陽邱相國絕命詞後 3╱67╱2771 
馬樸臣 題左崧甫游華山集 3╱68╱2789 
杭世駿 書燉煌集後寄顧行人之珽三水 4╱71╱2941 
汪  沆 書曝書亭集後 4╱73╱3014 
汪  沆 題曹六圃選宋百家詩存後 4╱73╱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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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德瑛 題吾汶槀 4╱74╱3048 
徐金楷 書馬文毅工彙草辨疑後 4╱75╱3116 
張四科 題楊吴潯陽長公主墓誌拓本後 4╱78╱3270 
朱景英 題亡友王西厓(炎)所貽趙松雪書汲黯傳搨本後 4╱80╱3338 
黃  達 書文信國集後 4╱81╱3397 
周震榮 題黃小松吳寶鼎甎搨本 4╱81╱3407 
王又曾 題元遺山詩集後 4╱83╱3480 
趙  翼 題元遺山集 4╱90╱3750 
蔣士詮 題施生(晉)詩本并柬黃生(景仁) 4╱88╱3658 
薛宁庭 書秋谷詩集後 4╱88╱3661 
畢  沅 題馬和之十八應真卷後 4╱89╱3688 
董鳳三 題黃石齋先生手書詩冊 4╱89╱3703 
趙  翼 題陳東浦藩伯敦拙堂詩集 4╱90╱3742 
趙文哲 題述庵比部蒲褐山房詩 4╱90╱3768 
汪孟鍹 題七姬權厝志後 5╱93╱3872 
洪  樸 題王蓬心前輩司馬詩卷 5╱94╱3965 
宗聖垣 書王太守平山堂宴集詩後 5╱96╱4018 
程尚濂 題聽之詩卷後 5╱96╱4026 
高文照 題杭太守堇浦（世駿）嶺南集 5╱96╱4030 
汪  縉 題李空同集後 5╱97╱4063 
施國祈 題胡歐庵詩鈔後 5╱97╱4068 
賈田祖 題李北岳先生詩集 5╱97╱4069 
賈田祖 題楊青村先生詩集 5╱97╱4069 
黃景仁 題翁覃溪所藏宋塹施注蘇詩原本 5╱98╱4117 
李憲喬 書石守道詩後 5╱98╱4126 
戚學標 題石屏詩鈔 5╱104╱4404 
楊  倫 題王二秋塍詩槀即送北上 5╱104╱4405 
楊夢符 題邵叔宀先生遺集 5╱105╱4467 
黃丕烈 題賜書樓舊鈔本梁公九諫 5╱106╱4496 
朱文治 書傳山紀年詩後 5╱106╱4505 
伊秉綬 題明孫節愍遺書冊後 5╱106╱4518 
王  蘇 題金檜門德英先生自書觀劇詩冊 5╱107╱4571 
彭兆蓀 劉松嵐觀察（大觀）見示詩槀率題其後 5╱110╱4681 
鍾大源 呈周松靄夫子即敬題詩文集後 5╱110╱4714 
唐仲冕 題吳天發神讖碑 5╱108╱4619 
張又華 題盧忠烈七夕歌真蹟後 6╱112╱4779 
李學孝 跋宛陵集 5╱111╱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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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慎畛 題孫平叔中丞婆娑洋集 6╱113╱4808 
宋其沅 題歸雲蓭孫太初詩卷紀用原韻 6╱113╱4834 
莊宇逵 書哭皋文詩後 6╱115╱4933 
陳文述 雨夜題彭甘亭周忠武公墓紀事詩後 6╱114╱4883 
葉紹本 題朱笥河先生游玉華洞詩卷 6╱116╱4957 
汪仲洋 題惺甫夫子西行草後 6╱116╱4970 
夏翼朝 書劉文清公家言長卷後 6╱116╱4973 
吳存楷 書高青邱詩集後 6╱118╱5070 
吳存楷 題明妃出塞卷子 6╱118╱5070 
錢儀吉 題夢堂詩槀 6╱119╱5123 
郭尚先 題黃仲則集即效其體 6╱121╱5172 
吳慈鶴 題從舅戴春溪孝廉（鼎恆）詩集 6╱121╱5178 
張應昌 自題國朝詩鐸 6╱121╱5199 
張應昌 自題國朝詩正氣集 6╱121╱5199 
沈  濤 題樹廬老人文集 6╱121╱5204 
王仲溎 題安之弟詩詞近稿 6╱122╱5248 
王斯年 哭張船山先生即題序詩卷子 6╱122╱5271 
史臺懋 題友人南游詩後次韻 6╱123╱5296 
蔡鵬飛 自題詩集後 6╱124╱5315 
湯儲璠 讀黃宛陵詩集書後 6╱125╱5360 
吳振棫 書強忠烈手蹟卷後 6╱126╱5403 
翁心存 題王藝畇江南詞後并示香谷 6╱130╱5615 
陳  沆 古風一首贈魏默深即題北道集後 6╱128╱5492 
張清標 題杜茶村鐙船歌後 6╱129╱5584 
梅曾亮 題容靜止詩集 6╱130╱5596 
鄭開禧 題湯海秋（鵬）禮部浮邱閣詩草 6╱126╱5416 
丁  泰 題海門詩卷 6╱127╱5457 
余  焜 徐左甫遺稿題辭 6╱128╱5532 
潘德輿 題湯海秋儀部浮邱閣詩集 7╱132╱5715 
趙  函 書高忠憲遺札真跡後 7╱133╱5765 
程斐之 題朱酉生（綬）遺硯樓詩集 7╱134╱5784 
王  鵠 題東平詩稿 7╱134╱5813 
邵懿辰 題邊袖石詩本 7╱136╱5868 
李星沅 題湯海秋儀部詩卷 7╱136╱5896 
賈  臻 題越南阮勉審倉山詩集 7╱136╱5906 
許  楣 題江弢叔詩集 7╱137╱5951 
蔣湘南 書曾大（其嚴）詩冊 7╱138╱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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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湘南 題王孝廉（濟宏）後湖草堂集 7╱138╱6010 
何紹基 題吳子苾襄陽唐誌拓本 7╱139╱6029 
何紹基 林少穆丈出右庵相國書廬山記卷子書後 7╱139╱6030 
蔣德馨 跋英庭叔閩游詩卷 7╱138╱5980 
鄭  珍 書明孫文正公五律四首墨蹟後 7╱139╱6062 
鄭  珍 書樾峯書槀後 7╱139╱6072 
李學璜 題靈巖畢尚書詩集 7╱141╱6148 
程秉格 題李潛夫先生蜃園集後 7╱141╱6155 
李宗瀛 與澹仙論詩即題其集後 7╱140╱6097 
曾國藩 喜筠仙至即題其詩集後 7╱142╱6180 
曾國藩 陳慶覃詩鈔題辭 7╱142╱6185 
曾國藩 題彭旭詩集後即送其南歸 7╱142╱6189 
曾國藩 題朱伯韓侍御之尊人詩卷手蹟 7╱142╱6192 
楊炳春 題燉煌太守裴岑紀功碑拓本 7╱143╱6224 
潘曾綬 題顧丈南雅通政手櫝後 7╱143╱6249 
張金鏞 書顧梁汾寄吳漢槎塞外詞後 7╱144╱6287 
張金鏞 書吳祭酒集 7╱144╱6288 
馮譽驥 黎召民儀部以其先大父楷屏先生所藏玉板十三行

帖見示並賦五言古詩要余題識部少孤嘗值鄰火母

馮太夫人僅挈此帖出余感其事因賦長句以書帖後 

7╱145╱6326 

馮譽驥 題李恢垣銓部東陵于役詩後 7╱145╱6326 
黎兆勳 書郘亭詩後 7╱148╱6429 
傅  霖 題王侶樵詩集 7╱148╱6463 
趙  旭 輯桐梓耆舊詩略漫題 7╱148╱6476 
沈桂芬 題明周忠毅墨蹟即用公感事詩韻 7╱149╱6489 
馬新貽 方勉甫（恭釗）屬題邵位西先生手書詩冊 7╱149╱6500 
朱次琦 馮大（卉蒼）彙詩卷屬為點定因繫以詩 7╱149╱6508 
劉存仁 題亨甫食肉歎後 7╱149╱6525 
孫福清 題瑞邸所藏宋文丞相蕉雨琴拓本 8╱153╱6674 
許宗衡 書潤臣詩集後 8╱153╱6695 
彭瑞毓 書余旬甫詩冊後 8╱153╱6697 
馮秀瑩 題孫鐵珊橫雲書屋集 8╱154╱6713 
沈寶森 書劍南詩後 8╱154╱6724 
吳大廷 題顧亭林先生詩集後 8╱154╱6744 
楊  峴 題沈公周（謹）詩槀後 8╱154╱6748 
翁同龢 題陳司業（祖范）詩冊 8╱155╱6755 
翁同龢 題何子貞篆冊為趙生仲舉 8╱155╱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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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玉 題趙桐孫（銘）鴻爪集 8╱156╱6800 
張九思 編羅洋詩目錄因題其後 8╱158╱6914 
蔣曰豫 書己未槀後 8╱159╱6945 
張道原 題端木叔總詩後 8╱159╱6959 
周  音 敬題通甫師詩集後時師新自都歸 8╱159╱6963 
程  畹 題李小湖廷尉師（聯）好雲樓詩集 8╱159╱6966 
許庚身 題文恪公送楊邁公中丞還朝詩冊 8╱161╱7008 
許振禕 題鄧彌之白香亭詩稿 8╱161╱7036 
王先謙 題龍皞臣詩草 8╱163╱7080 
曹秉哲 題孫忠靖公遺像並墨跡詩冊 8╱163╱7092 
勞乃宣 題自訂年譜後 8╱165╱7172 
張佩綸 書陸月湖先生手校宣公奏議後 8╱165╱7175 
汪  芑 題陳子弢孝廉（鈷）詩文集 8╱169╱7371 
陳  書 題淮雨集 8╱170╱7425 
謝章鋌 題黃九煙（周星）集後 8╱171╱7470 
盛  昱 題所得黃小松厯下日記冊子 8╱172╱7478 
郭曾炘 自題集遺山律句百首後 8╱172╱7493 
郭曾炘 書鈔本社詩後 8╱172╱7494 
郭曾炘 鈔吳野人陋軒詩一冊書後 8╱172╱7500 
左紹佐 題翁文恭公（同龢）家書遺札為孫失鄭吏部（雄）

作 
8╱172╱7517 

王頌蔚 書伯蘭員外（孚馨）詩集後 8╱172╱7523 
黃紹箕 題林文忠日記 8╱172╱7531 
司炳煃 題張叔平紅崖碑後 9╱175╱7634 
葛金烺 題張船山詩集後 9╱175╱7658 
葉在琦 題林文忠公京師日記 9╱176╱7686 
曾習經 題周子元遺詩 9╱177╱7745 
白永修 題少隅詩卷 9╱175╱7657 
李希聖 題辛丑年詩後 9╱178╱7799 
李希聖 題陸放翁集後 9╱178╱7801 
林  旭 外舅哀餘皇詩題後 9╱178╱7809 
陸惟燦 書夢華先生詩集後 9╱181╱7930 
甘樹椿 書怡亭銘拓本後 9╱181╱7934 
周曾錦 金滄江（澤榮）崧陽耆舊集題詞 9╱182╱8023 
鞏  年 題邵飛飛詩卷 9╱185╱8311 
胡  緣 題明小泉居士戈止賞鞠吟後 9╱186╱8378 
蔣  徽 題潘伴霞漱芳閣詩稿 9╱186╱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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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  媺 題梁溪孫旭英峽猿集 9╱186╱8466 
王  淑 題宛懷伯母詩鈔即次卷中和東坡定惠院海棠韻 9╱186╱8470 
宗  粲 題沈竹齋太守夫人慈暉館詩草 10╱188╱8585

王采蘋 題綩紃從母師綠槐書屋詩槀 10╱190╱8712

梁  靄 題蘭史詩草 10╱190╱8748

汪韻梅 題來禽仙館槀 10╱191╱8758

汪韻梅 題先妣鄒太夫人味蔗軒遺集 10╱191╱8758

徐熙珍 題吟紅閣詩鈔 10╱191╱8784

包蘭瑛 題京江鮑氏三女史詩合槀 10╱191╱8792

俞慶曾 題階弟小竹里館詩後 10╱191╱8804

俞  玟 戲題落葉詩後 10╱191╱8809

趙錄縝 題綠窗詩草 10╱191╱8815

曾  懿 季碩五妹以詩見示題其卷後 10╱192╱8826

張元默 題瓶社詩錄後 10╱192╱8881

張元默 書張樵野侍郎鐵舋樓詩續鈔後 10╱192╱8882

梅成棟 津門詩鈔輯成題以長句 6╱114╱4900 

閱 讀 自 己 著 作 

清高宗 檢近槁偶誌 1╱2╱23 
文  昭 晚晴氣爽鐙火可親偶繙近詩甲乙編次因成一律 1╱9╱189 
朱  珪 除夕檢點詩草 4╱80╱3323 
吳貽誠 檢書吟 4╱85╱3554 
吳慈鶴 舟中檢錄舊作感賦長句 6╱121╱5178 
黃文琛 涼夜檢埋舊書感賦 6╱131╱5662 
李振鈞 檢詩槀偶成 7╱135╱5820 
劉因之 冬夜檢書得舊詩槀選錄之 8╱152╱6643 
董文渙 檢舊書有感 8╱155╱6778 
郭曾炘 檢藏書感賦 8╱172╱7491 
史濟莊 久不作詩偶見舊槀戲成短章 10╱192╱8872

 

 

自 我 讀 書 心 境 抒 寫 
作者 詩     題 冊數/卷數/頁數 

清世宗 春園讀書 1╱1╱17 
弘  晝 秋日讀書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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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友 讀書夜靜聞鐘聲從白月來 1╱16╱430 
趙吉士 重九偕許有介山居讀書 1╱25╱843 
李光地 讀書有感 2╱36╱1315 
李瑞徵 秋夜讀書 2╱37╱1392 
李  符 翻書 2╱41╱1583 
張  曾 步江同紫芝焦山讀書寄懷 4╱86╱3568 
朱彝尊 齋中讀書十二首 2╱44╱1680 
汪  琬 讀書 2╱45╱1725 
陳遇夫 瀛洲亭秋夜讀書 2╱49╱1929 
邱嘉穗 自龍川遣同七弟球讀書舟中 3╱59╱2437 
齊召南 除夕前一夜齋宿起居注館燃燭校書有述 4╱71╱2957 
汪  沆 讀書示查生善長三首 4╱73╱3016 
甘運源 夏日讀書 4╱78╱3231 
蔣士詮 舟中讀書 4╱88╱3654 
伊朝棟 讀書二首 5╱93╱3895 
汪  縉 中峯讀書 5╱97╱4062 
呂兆麒 讀書有感 6╱117╱5014 
徐有壬 齋中讀書 7╱135╱5835 
蔣湘南 讀書 7╱138╱6008 
周壽昌 夜坐攤書不寐賦此卻笑 7╱147╱6394 
周壽昌 偶書 7╱147╱6394 
周壽昌 鐙下校書畢即書其後 7╱147╱6396 
張憲和 嬰山讀書 8╱157╱6831 
王  瑋 夜讀 8╱168╱7357 
郭曾炘 雨夜不寐雜取案頭書讀之 8╱172╱7502 
李慈銘 京邸冬夜讀書 8╱173╱7546 
梁鼎芬 齋中讀書 8╱173╱7570 
趙金鑑 寒夜讀書 9╱178╱7982 
嚴  復 論書 9╱182╱8015 
葛  宜 寄日觀讀書靈鷲 9╱183╱8092 
彭  氏 課兒輩夜讀 9╱184╱8163 
李  氏 夜聞二子讀書 9╱184╱8177 
莊德芬 初夏東軒讀書 9╱184╱8200 
莊德芬 夏日讀書示兒 9╱184╱8200 
何玉瑛 閨中讀書 9╱185╱8294 
沈  彩 夜讀 9╱185╱8329 
袁  綬 夜讀示二兒 10╱187╱8498 

 195



方芳佩 閱書有作 9╱185╱8274 
夏伊蘭 夜讀 10╱188╱8566 
盧德儀 秋夜課廉兒讀詩 10╱190╱8701 
吳  芷 秋窗夜課風雨鳴檐百端交集淒然成詠 10╱190╱8706 
王采蘋 秋窗夜讀 10╱190╱8712 
劉文嘉 讀書 10╱191╱8818 
慕昌溎 雨夜讀書 10╱192╱8846 
慕昌溎 初夏讀書雜詠三首 10╱192╱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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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清詩紀事》中讀書詩 

讀經 
頁碼 作者 詩      題 

616 清聖祖 懋勤殿讀尚書無逸篇有作 

690 尤侗 論語詩浴乎沂風乎舞雩 

1659 舒位 讀論語詩六十首錄一 

 

 

讀子 
頁碼 作者 詩     題 

521 王士禛 戲題蒲生聊齋誌異卷後 

1976 明義 題紅樓夢 

2981 陳寶琛 讀孟子 

3657 吳保初 題迦因傳 

3782 馬君武 戲和東歐女豪傑 

3821 羅孝高 東歐女豪傑 

4005 江毓貞 讀同情夢傳奇書後 

4005 江毓貞 讀東歐女豪傑說部書後 

4017 張竹君 題東歐女豪傑說小說後 

 

 

讀史 
頁碼 作者 詩作 

126 朱士稚 讀史詩（句） 

155 李明嶅 讀明紀十六首錄五 

180 陶澂 讀新唐書 

386 吳偉業 讀史偶述四十首錄三 

387 吳偉業 讀史有感八首錄三 

425 李敬 讀水經注懷洞庭 

626  田雯 題陸賈傳 

716  陳維崧 讀史雜感二十首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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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 史申義 讀史 

1001 唐惲宸 讀三國志有感 

1054 張茂稷 讀史偶感 

1748 徐琰 讀三國志 

1781 陳錫 讀秦紀 

1897 曹士俊 讀淮陰侯傳 

2032 清仁宗 讀通鑑紀事本末【甲申鼎革】 

2151 吳慈鶴 讀後漢書四首錄一 

2206 魏□ 讀史 

2396 柏葰 讀史有感 

2479 魯一同 讀史雜感五首 

2556 王柏心 讀史 

2557 王柏心 後讀史 

2573 魏源 讀國史館列傳十六章 

2703 張鴻基 讀史有感 

2901 陳重 讀史雜感十六首錄十首 

2955 張之洞 讀史四首其四 

2955 張之洞 讀宋史 

2956 張之洞 讀史絕句二十一首其十二 

2981 陳寶琛 讀漢書 

3702 潘飛聲 讀鄭成功傳 

3740 王國維 讀史二十首 

3743 王國維 讀史二首 

3936 倪瑞璿 閱明史馬士英傳阮大鍼附 

3961 吳靜 讀資治通鑑 

270 殳丹生 乙將軍歌題劉公？所作傳後 

437 施閏章 書太守錢侯傳後        

731 楊賓 題陶秋水傳後 

1119 夏之蓉 書張葆孺先生傳後 

1137 史中 書僕固懷恩傳後 

1181 陳兆崙 書熊孝眼先生傳後 

1237 全祖望 題史閣部傳後 

1308 楊鸞 書江烈婦傳 

1731 歐陽輅 題呂氏家傳後 

1783 朱彭 題兄弟死義傳後 

2097 朱存 題孀婦俞氏傳後 

2176 徐謙 書王孝子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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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 朱綬 題丁子復劉烈婦傳後 

2466 朱琦 王剛節公家傳書後 

2580 徐薡 書李順福傳後 

3938 楊芬 題維揚張烈婦傳乙酉城破時積薪自焚死 

讀金石碑文 

1664 舒位 題儀徵張孝女碑後 

2357 趙紹祖 讀天發神讖碑聯文 

2389 趙允懷 書諸稽郢墓石搨本後 

2807 王闓運 擬焦仲卿詩一首李青照妻墓下作并序（嘉慶十一年冬十有一月

晦日湖北傭人李青照妻為主逼逃復遇欺陵攜子赴湘而死夫亦自經經墓

讀碑作詩云尒 ） 

4001 江鴻禎 王右軍書曹娥碑搨本歌 

 

 

讀集 
頁碼 作者 詩作 

558 宋犖 觀桃花扇傳奇漫題六絕句錄二 

626 田雯 讀溫飛卿集 

765 唐孫華 讀列朝詩選 

1439 曹錫寶 讀鈍吟集 

1485 孫顏 讀板橋雜記有感 

1490 楊學易 顧俠君選元百家詩以元遺山先生冠其首因題於後 

1754 趙廷樞 閱桃花扇傳奇感南朝事作長句賦之 

2531 曾國藩 讀李義山詩集 

2662 康發祥 讀桃花扇傳奇書柳敬亭事 

2993 張佩綸 讀樊川集有感 

3003 譚宗浚 讀宋芷灣詩集 

3328 曾廣鈞 讀蜀碧雜感哀端忠愍也 

3420 蔡元培 讀越縵堂日記感賦 

觀讀古、今人文章、詩作                                       

頁碼 作者 詩作 

7 邢昉 讀祖心再變紀漫述五十韻 

57 傅山 甲午獄祠除夜同難諸子有詩覽之作此 

64 朱鶴齡 讀梅村永和宮詞有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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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顧炎武 讀李處士顒城紀事有贈 

121 歸莊 大學士臨桂伯瞿公之殉難也祚明既作長律三十韻弔之已

而得公與張別山司馬臨難唱和之作八首復次韻如其章數

亦不盡同前詩之旨或不嫌言之重辭之複也 

124 歸莊 萬年少嘗作狗詩六首罵世戲和之亦得六章每章各有所指云 

327 錢謙益 讀梅村宮詹豔詩有感書後四首有序 

350 龔鼎孳 讀韞林集有悼顧夫人善持君四絕句感而遙和 

363 吳偉業 讀友人舊題走馬詩於郵壁漫次其韻 

439 施閏章 見宋荔裳遺詩淒然有作 

467 王士祿 讀孟襄陽詩有作 

469 查詩繼 讀元道州舂陵行有感呈上官 

479 王揆 讀山翁大師新蒲綠依韻柬寄 

515 王士禛 奉和李侍郎讀水經注懷洞庭之作 

516 王士禛 讀費密詩 

535 侯匕乘 和沈明府穀藟歌 

610 章亦至 讀晤蕉集菌草 

657 王士祜 和李退庵讀水經注憶洞庭 

753 梁佩蘭 秋夜宿陳元孝獨漉堂讀其先大司馬遺集感賦 

759 竇克勤 讀閑止書堂集詩 

764 唐孫華 讀梅村先生鹿樵紀聞有感 

779 成永健 讀晚村先生梅花詩跋後 

840 查嗣庭 讀素公南巡絕句為補其未備十首存四 

862 顧嗣立 讀洞庭吳烈婦施氏遺詩 

888 厲鶚 桑弢甫水部買得元人百家詩後有小牋黏陳氏坤維詩蓋故

家才婦貧以鬻書者惜不知其里居顛末爾讀之有感次韻一

首并徵好事者和焉 

923 曹寅 讀洪昉思椑畦行卷感贈兼寄趙秋谷宮贊 

980 徐豫貞 讀閻古古先生遺稿感賦 

993 劉彬 讀殘明遺事漫紀十二首錄五 

1013 金埴 覽先生題壁有感 

1027 王贄 顏習齋尋父詩 

1083 劉統勳 和沈歸愚記恩詩 

1132 顧詒祿 詠陸放翁示兒詩句 

1191 迮雲龍 讀黃將軍逸事 

1293 袁枚 讀胡雲波觀察貤封嫂氏奏疏有作 

1304 裘曰修 恭讀御製土爾扈特歸順記書後 

1313 申甫 讀宋詩絕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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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 翁方綱 刻程湟溱海日堂集成偶閱蠶尾後集得漁洋先生題集後詩附

刻於卷次韻二首 

1390 賈虞龍 暑夜檢亡友龔予鮮遺詩愴然感懷 

1476 趙翼 近日刻集者又十數家翻閱之餘戲題一律 

1627 曾燠 讀洪稚存萬里荷戈百日賜環二集題其後 

1628 王友亮 讀娵隅集感賦 

1702 洪亮吉 讀長慶集寄孫大 

1806 吳文溥 觀涇渠美葛明府長歌 

1829 金學蓮 讀李昌谷詩 

1830 金學蓮 書陸放翁詩後 

1883 蔣夔 讀張雲裳詩有感 

1988 秦玉堂 讀也雲詩稿 

1989 冒芥原 讀片石詩絕句 

2038 邵葆祺 讀隨園詩話寄子才 

2146 黃安濤 讀籜石齋集感作 

2191 汪遠孫 讀浙西六家詩 

2197 李惺 二百年來詩人無出黃仲則之右者頃得陳元孝詩讀之因題 

2198 吳清鵬 讀漁洋集戲題 

2219 張廷杖 讀李仁圃明府行述 

2280 鮑廷博 和方蘭坻題其小橫卷詩 

2294 李寅熙 讀笛漁小稿 

2423 莫友芝 讀漁洋評定宋荔裳入蜀詩卷有懷 

2502 黃玉階 讀鄺湛若赤雅有懷三十三首錄六 

2604 孫衣言 讀吳柳堂遺疏感賦 

2659 佘梅 聽屠生說馬僧事證之隨園所書者紀以古詩 

2673 江湜 讀沈山人詩感賦 

2738 孫頤 和許敬齋金陀園小集詩 

2784 李鴻裔 讀越南志書後 

2798 王楷 讀船山詩 

2857 陸懋宗 讀吳稼翁作有感昔年雅集復衍其意以題喻梅丈遺像 

2944 朱寯瀛 讀放翁詩集句 

2952 張之洞 讀盛伯熙集 

2956 張之洞 讀白樂天以心感人人心歸樂府句 

3205 李慈銘 偶閱放翁詩集多及三山紅橋余舊居三山又疇所在也慨然有作

3360 沈宗畸 讀梁長明比部廣照請收回粵漢鐵路權疏敬題長句誌仰二首 

3388 沈兆煒 集義山詩哭北山 

3459 冒廣生 讀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顧太清遺事輒書六絕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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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5 黃錫朋 閱緗綺樓詩集絕句 

3535 張鴻 讀張文襄詩 

3552 李景堃 枕上閱石遺室師友詩錄寄懷 

3567 汪榮寶 希馬出示先德文慎公詩集因題三首錄一 

3645 孫景賢 讀海鹽王菫廬遺詩賦呈稷堂昆仲 

3655 吳保初 讀陳石遺詩集遂和其論詩原韻 

3700 潘飛聲 印度洋上讀嶠雅兩當軒兩集合賦一詩 

3773 陳衡恪 讀海藏樓詩 

3944 戴佩荃 讀陳坤維賣供饘粥詩有感 

3983 張印 讀阮雲臺先生西洋米到紀事有感 

3996 許誦珠 讀吳絳雪詩 

4002 王香禪 讀香草箋 

4014 林芳 讀石遺先生遊山詩因之神往次韻奉和 

4014 戴禮 集元遺山句題吳蓮溪太史述懷集唐詩後七律六首 

4038 顯鵬 讀屈翁山集  

題、書序跋、書（詩）後                                       

頁碼 作者 詩作 

88 徐夜 再題阮亭秋柳詩卷 

165 董說 題張文通先生古今經傳序略 

168 吳騏 書李舒章詩後 

171 顧景星 書佟卜年遺文後 

202 萬斯選 題錢清溪少參遺冊 

234 吳祖修 書牧齋詩後 

234 吳祖修 書梅村詩後 

243 談亮 書瀝膽將軍遺事後 

293 潘彥登 題徽州郡六忠臣詩後 

327 錢謙益 書夏五集後示河東君 

422 宋琬 題林鐵厓敘鐵冊子 

516 王士禛 題尤展成新樂府四首錄三 

517 王士禛 題施愚山賣船詩後 

521 王士禛 再題研山絕句示竹垞 

524 王士禛 門人周榮銘翰林寄袁海叟集書後 

525 王士禛 題木石髮詩卷 

534 李念慈 書汪五河為其母輓詩後 

560 劉中柱 題桃花扇傳奇 

566 卓天寅 題吳貞媛清軌堂遺集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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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田雯 題桃花扇傳奇六首錄其一 

683 朱彝尊 題錢宗伯謙益文集後集杜 

725 黃虞稷 書影梅庵憶語後 

727 李良年 題騰笑集 

746 鄧廷喆 題張文烈感賦 

757 鄭梁 題山陽戴晟西洮寤硯齋集 

770 阿金 自題詩卷 

825 查慎行 題御書程明道詩 

839 彭維新 題青墩卷 

845 戴名世 題朱彝尊手書詩冊 

852 張大受 題楝亭詩後 

854 缪沅 書拜鵑詩後十六首 

886 厲鶚 題三弟子山遺詩後 

902 黃之儁 自題唐香屑集後 

906 王特選 題桃花扇傳奇六首錄其四 

926 趙善慶 題尊水園集後句 

935 田霢 題萬松巖詩卷後 

940 沈元滄 題屈子詩外二首 

980 徐豫貞 書白耷山人紀遊遺稿後 

980 徐豫貞 題呂晚邨東莊詩鈔後 

991 沈受宏 題郭斯士遺像及手書詩狀冊 

1015 金埴 題桃花扇後 

1022 陳于王 題桃花扇傳奇 

1030 孔傳鋕 題桃花扇歌 

1053 鄧鉽 題殉節錄 

1088 嚴遂成 題怨綺綠和商寶意太守 

1105 倪國璉 題曉亭侍郎紀略詩後 

1136 周孝學 書牧齋集後 

1164 清高宗 題錢謙益初學集 

1178 杭世駿 題張大參廷杖春暉堂集後 

1178 杭世駿 題許上舍承祖雪莊漁唱三絕句錄一 

1220 汪沆 題曹六圃選宋百家詩存後 

1243 鄭燮 題陳孟周詞後 

1287 袁枚 題風懷詩後 

1296 袁枚 謝趙耘菘觀察見訪湖上，兼題其所著甌北集二首 

1299 袁枚 題浣青夫人詩冊五首錄二 

1329 張若澄 題汀風閣集後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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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 錢載 題王學正延年紀夢詩後 

1360 錢載 題劉閣學綸塞上新詩後二首錄一 

1371 翁方綱 題西齋洗馬詩卷呈楚帆給諫并寄冶亭漕師二首 

1389 朱休度 題遺山集 

1408 王昶 題潭州鐵佛寺塔柱文後 

1426 蕭霖 題譚桂嶠明府平傀儡山賊記卷後 

1442 彭元瑞 題法時帆嗣母韓夫人雁字詩卷四首 

1448 童鳳三 題黃石齋先生手書詩冊 

1457 孟超然 書趙秋谷飴山集後句 

1476 趙翼 題袁子才小倉山房集 

1477 趙翼 題吳梅村集二首之二 

1479 趙翼 題岫雲女史雙清閣詩本五首 

1480 趙翼 題竹垞為袁趙兩家息詞後 

1480 趙翼 題女史駱佩香聽秋軒詩集 

1480 趙翼 子才以雙湖太守禁妓作詩解之戲題其後 

1480 趙翼 題隨園詩冊 

1518 戴璐 題汪民部襭芳集後 

1550 陳朗 題王節婦松石居詩 

1577 秦瀛 題嚴樂園愍農詩後 

1578 秦瀛 題劉扶山詠梅詩 

1606 管世銘 題海峯詩鈔後 

1613 法式善 題小倉山房集後 

1621 趙懷玉 題夕陽詩後 

1625 汪學金 書侯朝宗先生集後 

1627 曾燠 題消寒九九吟後 

1646 孫星衍 題王芳玉集 

1649 顧敏恒 題趙恭毅公頌德遺冊 

1650 顧敏恒 題心城詩稿 

1660 舒位 題梧門先生三君詠後并寄 

1661 舒位 書鄭玉峯太守塞上吟卷後 

1667 王芑孫 題石庵先生書卷四首 

1685 伊秉綬 題明孫節愍遺書冊後 

1690 石蘊玉 刻船山詩草成書後 

1693 張問陶 題彭田橋詩後蕙文 

1708 洪亮吉 題王芳玉詩集句 

1709 韓廷秀 題劉霞裳＇兩粵游草 

1715 王蘇 題金檜門德瑛先生自書觀劇詩冊 

 204



1744 李國柱 題仲翰村詩 

1773 劉大觀 題籜石夫子詩集後 

1779 蔡環黼 自題詩稿 

1800 顧列星 漫題舊雨遺音集 

1899 錢泳 書阮雲臺題滄江虹篷板詩後 

1948 曹霑 題敦誠琵琶行傳奇句 

1953 顧衡文 題嵇留山先生抱犢山房遺稿四首 

1960 王鼎襄 題安南黎侗北行叢紀三首 

1977 陸小巖 戲題秋雲賦後 

1998 趙基 題沈清瑞遺集 

2011 徐大椿 題詩卷後句 

2012 侯光第 題孫寶嚴方伯于役集後 

2033 清仁宗 題知足齋集句 

2058 許宗彥 題張太守問陶船山詩草 

2073 陳文述 書夏內史玉樊集後 

2074 陳文述 題查伯葵撰李易安論後 

2078 梅成棟 自題津門詩鈔 

2080 宋翔鳳 題張仲雅簡松草堂集句 

2081  崔旭 題船山詩草句 

2086 葉紹本 題朱笥河先生游玉華洞詩卷 

2087 夏翼朝 書劉文清公家言長卷後 

2095 陶澍 題敬恕堂詩稿 

2112 姚元之 題崔孝廉念堂詩集 

2120 胡敬 為阮文達題兩浙輶軒錄 

2121 時銘 編次舊詩自題句 

2158 沈濤 題樹廬老人文集 

2160 林則徐 題陳宏範手書詩冊 

2180 祁寯藻 題香山集後感帥中丞事 

2181 祁寯藻 題張亨甫松寥山人詩集 

2183 祁寯藻 題羅田陳九香瑞琳食古研齋詩集 

2209 張祥河 題卜魅集 

2210 馮登府 題瓴甋錄 

2216 袁堂 題江蓭集 

2217 張廷杖 題汀風閣詩集 

2220 邵志純 題夜明竹記後 

2233 夏儀 題周雲門集 

2252 王汝玉 題周翰西先生不易草堂詩稿為張澹娛光熊作戊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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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 屈培基 題汪東山秋影樓詩集二絕 

2280 鮑廷博 題國寶新編後 

2288 錢孚威 題嚴石閭東里小草後 

2289 張清標 題杜茶村燈船歌後 

2293 潘文本 題張春巖師詩後 

2295 朱春生 題郭頻伽江葊集 

2296 汪适孫 題黃韻珊帝女花傳奇 

2319 王城 題延青堂集 

2321 施嵩 題周鐵巖負骨歸葬記後 

2325 周蓉 題熊雲亭憐香詞後 

2326 單可基 題商山鸞影詞後四首錄一 

2351 陳偕燦 書少穆先生留別滇中同人詩後 

2367 梅曾亮 題黃修存詩稿 

2391 趙允懷 書周清泰水災雜記後 

2392 趙允懷 書于公德政刻本後 

2430 賈臻 題越南阮勉審倉山詩集 

2432 左宗植 題馮樹唐彭萬紀事詩 

2441 吳頡鴻 題汪逸雲鬗雲軒詩稿 

2443 黎吉雲 題彭雪琴茂才從軍詩後 

2505 徐榮 葛壯節家書題後 

2506 沈衍慶 題湛溪詩鈔 

2527 陳良玉 書趙沅青兵備疏草後 

2532 曾國藩 題彭旭詩集後即送其南歸二首之二 

2545 曾國藩 題俞蔭甫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後 

2580 徐薡 題隨園集 

2606 俞樾 題劉松嵐觀察大觀弔武虛谷先生墓詩手卷 

2608 俞樾 題曾文正公手書一冊後 

2608 俞樾 題唐六如集即贈易笏山方伯笏山自言六如後身也 

2609 俞樾 題三女史詩草 

2611 吳可讀 題少梅聽鸝軒詩卷 

2663 于源 題元刊斷腸集 

2688 韓崇 題朱伯韓觀察琦怡志堂詩集 

2697 陳雲章 題李澹巖詩卷 

2701 鄭德懋 題毛子千友紅詩草 

2724 李矞雲 題周二南詩集 

2726 金鍔 書壯列伯李忠毅公長庚小傳後 

2759 張樹鵠 題沈霅民本事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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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9 朱楚生 題漪瀾詩後 

2786 方昌翰 題漆園詩鈔 

2837 翁同龢 題陳司業祖范詩冊 

2842 翁同龢 題逸休先生詩草 

2902 韓印 題蓼莪吟稿 

2905 李欣榮 題蘭史西海紀行草 

2921 杜雋 書樊榭集後 

2959 楊子恂 題鄧彌之白香亭詩稿錄二首 

2963 王先謙 題程其瑜集 

2965 王先謙 再題金檜門觀劇絕句遺冊 

2965 王先謙 題王船山先生書卷 

2971 濮文暹 題通記通傳後 

3002 盧崟 題白門新柳記後 

3004 張百熙 潮洲劉教授鳳輝以所輯東坡居士居儋錄見貽意有所感遂

題其後 

3004 張百熙 意有未盡再題二律 

3022 李文泰 題李竹農詩集句 

3034 李景豫 題謝宣城詩後 

3095 陳書 題淮雨集 

3096 陳書 題漁洋精華錄 

3097 陳作霖 書陳南州孝廉烟霞洞題壁詩後 

3152 袁昶 題黃公度集後 

3165 樊增祥 讀王壬秋采芬女子墓誌題後 

3174 樊增祥 題易實甫詩稿 

3182 謝章鋌 題黃九煙周星集後 

3200 顧印愚 題王樵也詞後 

3205 李慈銘 冬夜題曉湖因樹書屋詩集二首 

3207 李慈銘 題燕子箋後二絕句 

3217 沈曾植 題漸西村人初集 

3224 沈曾植 題沅叔詩稿即送北歸 

3226 梁鼎芬 題伯翰遺詩 

3259 陳衍 題鄭太夷詩卷後 

3263 陳衍 題易實甫魂西集戲效其體用魂西二字為韻 

3290 沈瑜慶 林文忠手札題後 

3339 惲毓鼎 書許竹篔袁爽秋疏後 

3354 金兆蕃 寄題翁覃溪學士四庫提要手稿 

3355 金兆蕃 題裘文達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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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3 孫雄 題楊雲史詩稿 

3457 李宣龔 題葉損軒寫經齋詩後 

3463 夏敬觀 題羅掞東平書詩卷三首錄一 

3501 桂念祖 題慧居士集 

3506 王式通 題稻田彥楨百百宋樓藏書源流考十二首 

3541 陸光熙 自題丙午歲日記 

3543 陸光熙 題人境廬遺集 

3556 陳兆熙 題白門新柳記後 

3559 楊莩甲 書悟香詩後 

3566 汪榮寶 題廣雅集五首錄四 

3656 吳保初 客鄂中題周彥升廣文詩卷 

3658 廖恩燾 自題粵謳集 

3665 李宣倜 疑盦屬題樊榭宋詩紀事手寫稿 

3667 楊錫章 題小說家言二絕 

3675 江瀚 題堯生石景山詩後 

3681 黃禮耕 題汪午村遺帙 

3703 潘飛聲 題梅窩詩鈔句 

3765 黃興 題悟庵遺著 

3788 蘇曼殊 題拜輪集 

3791 龐樹柏 哭黃摩西先生即題其遺稾 

3800 李巂 題林樵隱詩集五古三章錄一 

3841 莫自修 題老劍文稿 

3843 陳韶 自題看花記後 

3846 聶其煒 書再生錄後 

3860 凌霞 題定圃廣庚申紀事後 

3887 蔡玉傾 題侯太夫人詩 

3950 陳坤維 題元百家詩 

3951 章君曼 題永齋當壚曲後 

3970 邵廣仁 題黃仲則悔存齋詩稿後 

3972 姚畹貞 題宋刻劉後村集殘本 

3987 汪端 題李空同集句 

3987 汪端 題王鳳洲集句 

3987 汪端 題顧亭林集句 

3994 冒文蕙 題嶺南雜事詩鈔 

3999 陸惠 題蕭山股堰祠碑記後 

4000 梁靄 題蘭史詩草 

4005 單士釐 簪花閣集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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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7 陳擷芬 題桃溪雪傳奇 

4018 周紅梅 題黃書後 

4039 元璟 題屈翁山詩集 

4060 太虛 題中嶽詩存  
 

 

 

 

 

 

自我讀書心境抒寫 
頁碼 作者 詩作 

1082 席鏊 讀書謠 

1962 胡寯年 寒夜讀書 

2521 鄭珍 讀書牛欄側三首 

3034 程頌藩 旅夜讀書有述寄諸弟 

3207 李慈銘 京邸冬夜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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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清代重要作家別集中讀書詩 

讀經 
 陳子龍 春雨病坐讀左氏春秋 
 袁枚 讀論語有感二首 
 查慎行 讀易至蹇卦左足適病風作此自解 
 厲鶚 十二月十五日雪中同敬身集谷林南華觀蜀廣政石經殘本宋廖

瑩中世綵堂刻韓集作 
 朱彝尊 春日讀春秋左氏傳心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說偶憶草廬吳氏

〈讀尚書〉絕句（原詩：「前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若論伏生功，

遺像當鑄金。」）因用其韻 
 洪亮吉 歸臥孫大書齋讀所著山海經音義卻寄一首 
 曾國藩 題唐本說文木部應莫郘亭孝廉 
 沈曾植 題宋槧龍龕手鑑 
 何紹基 題鄭氏世允藏蜀石經左傳殘本 
 陳衍 代題北宋石經殘本長句三十二韻 
 陳衍 題醫隱所藏蜀石經左傳殘本 
 陳衍 題北宋石經禮記冊殘本七言十八韻 
 
 

讀子 
 袁枚 齒疾半年偶覽唐人小說有作 
 趙翼 題子才續齊諧小說 
 查慎行 讀莊子內篇八首 
 陳衍 讀宋人小說 
 陳衍 為剛父題唐人寫經卷 
 張問陶 讀道藏口占 
 張問陶 冬夜讀華嚴經畢留記（十一月二十一夜） 
 張問陶 辛亥日讀班昭女誡有感 
 姚鼐 魏三藏菩提流支在胡相國第譯金剛經刻石拓本 
 查慎行 讀楞嚴經二首 
 王士禛 感宣和遺事有作 
 王士禛 讀宋胡忠簡公經筵問答題後二絕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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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鶚 除夕雪中讀唐摭言四首 
 何紹基 題雨舲所藏聖教序第二本 
 何紹基 題雨舲中丞聖教序第一本 
 沈曾植 題聖教序帖 
 鄭孝胥 題雷峰塔經卷 
 

 

讀史 
 陳子龍 讀武紀二首 
 陳恭尹 讀秦紀 
 錢謙益 戊寅元日偶讀史記戲書紙尾 
 錢謙益 春夜讀漢書寄南海陳侍郎 
 張問陶 讀史作 
 張問陶 讀司馬相如傳 
 張問陶 題河渠書後 
 屈大均 讀史贈陳獻孟並送其行 
 屈大均 題伍子胥傳贈友 
 屈大均 讀陳勝傳 
 屈大均 讀史記有作 
 屈大均 讀史三首 
 屈大均 讀史答陶苦子 
 屈大均 讀荊軻傳有作六首 
 屈大均 讀陳巖野先生政要 
 黃景仁 讀史偶書 
 姚鼐 讀史 
 吳偉業 讀史雜詩四首 
 吳偉業 讀史雜感十六首 
 吳偉業 讀漢武帝紀 
 吳偉業 讀光武紀 
 吳偉業 讀史偶述四十首 
 吳偉業 讀史有感八首 
 吳偉業 讀端清鄭世子傳 
 吳兆騫 讀漢紀偶成 
 吳兆騫 李斯泰山石刻題後 
 王士禛 讀史雜感八首 
 王士禛 詠史小樂府三十首（讀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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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禛 舟中讀南史偶感 
 王士禛 讀漢書 
 王士禛 書唐鑑後三首 
 王士禛 讀南史 
 王士禛 讀史 
 王士禛 題王敦傳後 
 王士禛 題黃頊傳冊 
 王士禛 書宋劉跛子傳後 
 洪亮吉 讀實錄第二 
 洪亮吉 讀馬令南唐書 
 洪亮吉 有讀晉書偶成 
 洪亮吉 讀史六十四首 
 厲鶚 讀水經注寄金壽門 
 厲鶚 讀五代史二首 
 厲鶚 書沈約宋書後 
 厲鶚 讀史十首 
 袁枚 讀寒朗傳 
 袁枚 讀史雜詩十首 
 袁枚 讀王荊公傳 
 袁枚 讀淮陰侯傳 
 袁枚 讀史有感三首 
 袁枚 讀北魏書有感 
 袁枚 讀孔子世家 
 袁枚 讀唐書 
 袁枚 戲題高顃傳 
 袁枚 讀張朝傳 
 趙翼 閱史戲作 
 趙翼 讀史六首 
 趙翼 閱明史有感於流賊事 
 趙翼 閱三國志蜀向朗仕諸葛丞相長史免官後優游無事垂三十年潛

心典籍年踰八十猶手自校刊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古義不干

時事人皆重之余出處蹤跡頗似之所不及者官職聲名耳昔東坡

慕香山謂生平似其為人固詩中屢及之然晚途尚有不同者不如

余之與巨遠無一不相肖也爰作詩以誌景附之意 
 趙翼 閱歐陽五代史多戰爭之事夜遂夢身履行間蓋神不守宅有此迷

離惝恍之境尤屬衰至之徵也詩以記之 
 趙翼 讀宰輔編年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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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翼 閱明史有感於萬安罷相道上看三台星事 
 趙翼 葉保堂明經多購抄本，異書內有馮夢龍甲申紀聞、陳濟生再

生紀略王世德崇禎遺錄、程源孤臣紀哭等書，皆明末說部中

所記時事，可與明史互相參訂者也。楊舍寓齋無事，借以遣

日，偶有感觸輒韻之 
 梅曾亮 讀史感作 
 宋湘 讀史 
 宋湘 讀李密傳同馬秋藥前輩二首 
 宋湘 書平原君傳後 
 宋湘 漢書摘詠五十五首 
 宋湘 後漢書摘詠六十八首 
 曾國藩 書朱皋亭家傳後 
 何紹基 題陸劭聞金石續編後為子受觀察作 
 鄭孝胥 題吳藹宸所譯墨索里尼傳後 
 鄭孝胥 題太平李君傳後 
 張之洞 讀宋史 
 王國維 讀史二十首 
 郁植 讀史偶感 
 
 

讀集 
 陳子龍 讀曲歌十二首 
 屈大均 讀先祖滄洲處士詩集（處士諱渶，善詩，著有《草蟲鳴砌集》，事一

百有餘歲之父母，以至孝聞） 
 屈大均 讀吳漢槎秋笳集有作 
 屈大均 讀吳野人東淘集 
 錢謙益 讀汪三遺民詩集 
 張問陶 讀桃花扇傳奇偶題十絕句 
 張問陶 華陰客夜讀卷詩閣詩文懷稚存 
 張問陶 李滄溟詩集 
 施閏章 讀曲歌九首 
 施閏章 篋中偶檢得陳說崖學士北鎮集有作 
 施閏章 讀漁洋山人集漫題（王阮亭集名） 
 吳偉業 毛子晉齋中讀吳匏庵手抄宋謝翱西臺慟哭記 
 吳兆騫 讀張司空所撰岱史奉贈 
 吳兆騫 讀張垣公先生所撰徵音集卻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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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禛 甓湖舟夜讀渭南詩集偶題長句 
 王士禛 讀蔡中郎集 
 王士禛 雜題近人諸傳奇後五首 

 王士禛 雨夜讀謝四溟集感題 
 洪亮吉 讀長慶集寄孫大 
 朱彝尊 讀曲歌 
 朱彝尊 巡撫宋公以新雕蘇詩施注見貽賦謝 
 鄭孝胥 十二月赴鄂舟中閱天演論 
 鄭孝胥 讀杭州瓜爾佳氏節孝忠義合傳乃金梁希侯家乘 
 鄭孝胥 讀國分青厓師題其後 
 袁枚 杭太守堇浦寄示嶺南集奉酬三十六韻 
 袁枚 讀昌黎集戲作 
 袁枚 邗江雅集詩三首 
 袁枚 讀白太傅集三首 
 趙翼 偶閱元人吳贊甫集有齋中雜詩戲次其韻 
 趙翼 查初白集中有門神詩戲效其體 
 趙翼 從吳民部寓齋借觀商寶意太守詩集為題長句 
 趙翼 偶閱查初白集中有汴梁雜詩八首但稱梁宋遺墟殊未詳考按汴

州自朱梁以宣武軍得天下始建為東都然溫僭立猶在洛也末帝

方即汴為京後唐仍遷於洛石晉至汴以其地便漕運乃定都焉漢

周宋因之劉豫受封亦嘗遷於此金海陵謀南伐宣宗避北侵又皆

來都此汴京沿革故事也爰補其缺而以明之周藩附焉 
 張舟 讀甌北集題贈 
 趙翼 燈下翻閱瘦銅詩集 
 趙翼 心餘詩已刻於京師謝蘊山太守覓以寄示展閱累日為題三律 
 趙翼 近日刻詩集者又十數家翻閱之餘戲題一律 
 趙翼 接同年李雨村觀察書乃嘉慶二年十一月朔日自綿州封發兼附

雨村詩話十六卷採拙詩獨多感賦四律寄答 
 趙翼 讀白香山陸放翁二集戲作 
 趙翼 雨村觀察自蜀中續寄詩話比舊增多戲題於後 
 趙翼 閱稚存百日賜環集再題 
 趙翼 檢閱近人刻集再題 
 趙翼 偶閱小倉山房詩再題 
 趙翼 閱竹葉蓭遺集 
 梅曾亮 讀山谷集 
 梅曾亮 讀東坡集偶書 
 梅曾亮 讀東坡集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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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曾亮 讀唐詩紀事 
 宋湘 讀杜工部集四首 
 宋湘 見張船山歸田詩卷因次其韻 
 曾國藩 讀李義山詩集 
 陳衍 讀漁洋詩話有懷伯嚴 
 陳衍 讀杜集戲題二首 
 陳衍 讀宛陵集戲題 
 舒位 讀文選詩九首 
 沈曾植 讀康樂集嘲逺公 

觀讀古、今人文章、詩作                                       

 施閏章 讀邢孟貞遺詩（邢家石臼湖，時稱「邢石臼」） 
 施閏章 觀張桐君遺憂五百字感賦 
 施閏章 讀王元倬孝廉南陔詩 
 施閏章 夜讀葉井叔明府詩留別（葉，秀水人，阻亂，家黃州，有《越吟

集》） 
 施閏章 江陵李浪山因人寄詩有謀笑軒讀史諸集 
 施閏章 袁州讀鄭谷詩 
 錢謙益 反東坡洗兒詩己巳九月九日 
 張問陶 冬夜讀李懷民五言律詩（名憲噩，以字行，山東 高密人） 
 張問陶 讀汪劍潭(端光)詩詞題贈 
 張問陶 八月廿四夜讀劍潭見示七律三首憤悶竟夕依韻書懷各歎所

歎要皆有生之累耳 
 張問陶 讀周倬雲(為漢)近詩題贈 
 張問陶 讀雪齋上人吟草即題尋梅招鶴圖後（泰州人，時寓虎丘之怡賢

寺） 
 張問陶 讀任華李賀盧仝劉叉諸人詩 
 張問陶 偶過有正味齋與穀人前輩飲菊花酒兼讀近作 
 屈大均 讀顧子忠紀賦贈 
 屈大均 讀李耕客龔天石新詞作 
 屈大均 讀杖人師武夷遺草因懷武夷虎嘯洞諸勝 
 屈大均 讀韓孝廉如琰討闖賊檄 
 屈大均 讀徐扶令和阮詠懷詩有作 
 屈大均 讀東都賦有作 
 黃景仁 夜讀邵先生詩 
 黃景仁 讀容甫近詩過以哀怨為體詩以廣之 
 鄭板橋 讀昌黎上宰相書因呈執政 

 215



 吳偉業 曇陽觀訪文學博介石兼讀蒼雪詩舊跡有感 
 吳偉業 讀楊文驄舊題走馬詩于郵壁漫次其韻二首 
 吳偉業 題鄗城魏石生懷古詩 
 吳偉業 讀陳其年邗下新詞四首 
 顧炎武 金壇縣南五里顧龍山上有太祖高皇帝御題詞一闕 
 顧炎武 讀李處士顒襄城紀事有贈 
 吳兆騫 讀古人詩有感 
 吳兆騫 得周虢叔鐘歌次韓昌黎石鼓詩韻 
 王士禛 同子底讀孫道相先生南征紀略 
 王士禛 讀西樵九青遊詩因懷開來 
 王士禛 讀寗益賢近詩示劉大公勈二首 
 王士禛 懷駿孫時讀其從姑幼玉遺詩 
 王士禛 昭陽舟中讀閨秀徐幼芬遺詩因寄李季子二首 
 王士禛 讀唐劉商秋夜聽巴童唱竹枝歌輒衍其意作四絕句傳之好事者

 王士禛 張友鴻歸自雲南，在京口寄予畫卷，自題詩云：「別一山川

氣候更，迢迢萬里不勝情；歸來蕭瑟餘詩卷，畫得煙霞寄

遠行。」覽之愴然，答以是詩 
 王士禛 鑾江舟中與鄒大觀彭十題句有懷 
 王士禛 癸卯除夕的林翁茂之金陵書適讀虞山先生列朝詩選載新安

吳非熊萬曆甲辰同翁遊武夷山時計至今甲辰六十年矣感成

一首附書為答 
 王士禛 讀范德機到官詩：「可使文人有愧辭」用其語戲題一絕 
 王士禛 陸放翁心太平蓭硯歌為畢刺史賦 
 王士禛 江上讀韋詩作二首 
 王士禛 讀費密詩 
 王士禛 讀唐簡討徐隱君九日長白山詩賦寄 
 王士禛 冬日讀唐宋金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於卷後凡七首 

 王士禛 讀家兄西樵九青遊詩有寄并懷萬開來先生 
 王士禛 家兄自汴寄泞渾汸詩昔坡公視子由於筠亦先有寄三猶子詩

有夜來夢見小於菟之句公自注云遲小字虎兒今汸亦字虎兒

因戲成一絕句奉呈 
 王士禛 讀秦簡討留仙巖處士蓀友唱和詩賦寄 
 王士禛 覽浣詩戲贈兼呈西樵 
 王士禛 蒙恩賜觀御製詩集恭紀十六韻 
 王士禛 恭和御製賜輔國將軍俄啟詩（八月二十日內直，同學士臣廷敬、

侍讀學士臣方藹、臣英、中書舍人陳士奇奉旨賦） 
 王士禛 左安門外讀宛陵先生詩卻寄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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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禛 答沈客子示洞庭新詩 
 王士禛 牧仲寄示秋日巡海雜詩 
 王士禛 讀文書天眼二絕句 
 王士禛 金天行讀開天傳信記作 

 王士禛 讀正統北狩事蹟感賦二首 
 王士禛 讀東坡無咎陌上花有感題後二首 
 王闓運 擬古十二首（間覽名篇都忘其神理之微不復潛思蓋二十餘載輒以暇

日比而興之意多於詞則今不及古者爾恐後不識又各序其篇云） 
 洪亮吉 雨窗讀何水部道生詩適有饋蟹者率賦一首即題卷末 
 洪亮吉 讀宋寶祐四年進士錄作（丁亥年。在崑山 徐秀才克莊家見之） 
 洪亮吉 讀黃二綺憶詩漫和四首 
 洪亮吉 雨夜偕孫大宿承恩寺十笏齋讀僧雨疇詩孫大賞其破樓鬼拜

自鳴鐘句相約為詩贈之竝寄偉然（偉然亦寺中詩僧） 
 洪亮吉 有讀傷麟賦而悲者為作二詩 
 朱彝尊 南安客舍逢陸郡伯兄(世楷)以縢王閣詩見示漫賦 
 朱彝尊 晉祠唐太宗碑亭題壁 
 朱彝尊 龔(百朋)自梗陽以詩見寄漫答二首 
 朱彝尊 讀葉司城(封)嵩游草賦贈 
 鄭孝胥 弔日本大將乃木希典詩（壬子秋八月，日本葬其天皇大將伯爵乃木希典夫

婦，皆自殺，列國震驚，歎日俄之戰。乃木以第三軍攻克旅順，名震一世，其二子皆戰

死。素喜為詩，或傳其軍中之作云：「征馬不前人不語，金州城外立斜陽。」又云：「愧

我無顏見父老，凱歌能得幾人還。」甚有唐人格法，遠神篤意，入人肝脾也） 
 鄭孝胥 石遺示早睡早起二詩 
 厲鶚 鮑西岡明府罷官後十二年復來宰長興頃從授衣處讀其詩集

作此奉懷 
 厲鶚 和吳敦復題重得先人舊藏宋刻丁卯集後 
 厲鶚 桑弢甫水部買得元人百家詩後有小牋黏陳氏坤維詩蓋故家

才婦貧以鬻書者惜不知其里居顛末爾讀之有感次韻一首并

徵好事者和焉 
 袁枚 讀蘗下吟感贈半野園主人二首 
 袁枚 魚門極愛萬柘坡遺集，余讀之中有與袁子才聽雨之作愴然

感舊為題一詩 
 袁枚 除夕讀蔣苕生編修詩即仿其體奉題三首 
 袁枚 讀胡雲波觀察貤封嫂氏奏疏有作 
 袁枚 讀道古堂集弔杭堇浦先生二首 
 袁枚 讀彭竹林司馬海洋獲盜詩，喜而有作 
 袁枚 讀悅親樓詩為祝芷塘給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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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枚 讀楊蓉裳駢體文喜而有作，時牧靈州寄來 
 袁枚 書香岩詩後 
 袁枚 讀嵇文恭公行狀覺前詩有未盡者，再補一首 
 趙翼 德州南有地名夾馬營查初白詩謂即宋祖所生地而以不能克

復燕雲致鄉社拋落邊鄙曾不如漢高之統有燕代詩中有微詞

焉按宋紀太祖生洛陽夾馬營張淏雲谷雜記及孫公談圃亦云

而釋文瑩玉壺清話并載夾馬營在西京太祖兒時埋一石馬於

巷內登極後還鄉掘得之登臺發矢矢落處即營為永昌陵而以

石馬預誌其地是夾馬營在洛陽此地特名偶同未可牽合又楊

誠齋揮麈錄謂南京應天寺本後唐夾馬營大中祥符二年以太

祖所生地建寺錫名云云其說稍歧然宋南京乃今歸德府亦非

德州地也詩以正之 
 趙翼 瀘溪道中沿江峭壁千仞其陡絕處多架木為椽上下皆無路可

入俗以為仙人屋其說無稽徐季方見聞錄云舟行沅江見萬仞

壁立猿猱不能到而懸崖之上有小舟一隻望之約丈許云云以

為奇幻及閱王新城尚書隴蜀餘聞及許纘曾滇行紀程乃知為

當時避兵者所居也查初白集亦稱初入滇境土人皆居懸崖峭

壁間緣梯上下與猿猱無異又有詩云忽憶少年日南走五溪窮

百蠻蠻人寄命巖洞裏多搆柴柵臨崢潺此亦一證璞函白沙灘

詩中疑為山鬼之類似未為得實爰用其韻紀之 
 趙翼 閒居無事取子才心餘述蓭晴沙白華玉函璞函諸君詩手自評

閱輒成八首 
 趙翼 讀陸放翁詩題後 
 趙翼 連日翻閱前人詩戲作效子才體 
 趙翼 閱近人詩稿戲題 
 趙翼 讀香山詩 
 趙翼 讀方干詩 
 趙翼 讀東坡詩 
 趙翼 和立崖詩，後檢杜少陵壯遊篇有「東到姑蘇臺，闔廬邱墓，

荒劍池石壁仄」等句，是子美先已遊此，而今莫有稱者，

爰再次韻以諗。立崖仰蘇樓畔更築一懷杜閣以傳遺蹟可乎 
 趙翼 讀王予中先生白田存稿敬書於後。吾師汪文端公嘗出先生

門，古人以親受業者為弟子，弟子所轉授者為門人。余於

先生淵源故有自也 
 趙翼 讀杜詩 
 趙翼 批閱唐宋詩感賦 
 趙翼 璞函娵隅集令嗣少鈍已為刊行翻閱之餘泫然有作 
 趙翼 杜牧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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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曾亮 東坡定惠院月夜偶出疊韻詩汪均之得其手稿墨迹二首共一

紙紙殘一角虞山錢宗伯補以細字 
 梅曾亮 讀山谷詩作 
 梅曾亮 讀杜詩作 
 陳子龍 讀倪鴻寶先生制虛八策疏有感 
 查慎行 讀張趾肇徐安序冬日感懷唱和詩次原韻二首 
 查慎行 三笑堂書阮亭先生題壁後先生題志云乙丑辛正四日同里阮

亭王某奉命祭告南海過東林三笑堂觀故友東癡先生題詩為

之憮然詩載南海集中 
 查慎行 偶閱楊次也賣花詩戲次原韻五首 
 查慎行 讀白耷山人詩和愷功三首 
 查慎行 壬戌秋自黔中歸張遠子游為作槐陰抱膝圖辛巳冬至夜偶一

展閱感歎之餘自作二絕句附諸君題詠後 
 查慎行 伏讀御製山莊書懷賜大學士詩恭次扇頭原韻 
 查慎行 冬夜讀亡友錢木蓭詩中有咏塵咏影二首嘆其學道有得追和

原韻 
 查慎行 寓樓讀陶詩畢敬題其後 
 查慎行 蠟梅宋以前未有賦者東坡山谷後山少游始見於吟詠率皆古

體而不入律王平甫陸務觀尤延之楊誠齋各有五七言律詩方

虛谷瀛奎律髓選附梅花類中雪窗批覽頗不愜意適友人折贈

此花信手拈筆非敢與前賢較工拙也 
 查慎行 偶閱楊誠齋南海集途中多賦桃花且有梅花應恨我來遲之句

余度嶺正值梅放時戲效其體作一絕 
 查慎行 晚過始興江口再效誠齋體二首 
 查慎行 偶讀東坡戒殺詩題其後 
 宋湘 適讀杜少陵寄五弟豐詩見其與四亡弟同名掩卷感絕 
 宋湘 舟中讀范文正公岳陽樓記 
 宋湘 舟中讀律 
 宋湘 制府梅坪先生頒示勦平臨安澧社江外逆夷紀事詩謹書其後

五首 
 何紹基 讀吳仲雲廉訪丈花宜館詩集似有所悟奉題集後 
 何紹基 回飲峨眉署春泉見示董書左忠毅公傳 
 何紹基 山谷浯溪碑詩以譽為毀然則中興頌三字何解非元顏兩公忠

愛意也研生和余詩曲徇山谷復草此以砭之 
 曾國藩 讀吳南屏送毛西垣之即墨長歌即題其集 
 陳衍 讀蘇戡登閱兵臺詩書後二首 
 陳衍 秋夜讀杜工部孟襄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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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衍 宰平夜至讀堯生蜀中寄詩去而門外雪滿矣 
 陳衍 讀泊園種竹詩絕愛其無竹一大事句次韻奉和 
 陳衍 連日讀杜詩有題 
 陳衍 除夕讀白詩恰逢六十二歲所作 
 陳衍 讀蘇詩 
 陳衍 讀虛心齋詩卷欲奉題一詩久之始就 
 陳衍 讀放翁遣舟迎子遹口號 
 沈曾植 石欽證剛詩詠斐亹讀之有見獵之喜晨興忍寒復得古體五首 
 沈曾植 絅齋和詩偉麗綿密老夫讀之縮手歎息三疊奉答並示留垞 
 沈曾植 入冬以來久廢吟事樊山寫示近作兩首依韻漫和 
 沈曾植 樊山以千葉蓮詩見示和答 
 瞿鴻璣 讀伯嚴金陵寓廬諸作感題  

題、書序跋、書（詩）後                                       

 陳子龍 題楊龍友倣襄陽雲山卷歌 
 查慎行 題余鴻客金陵覽古集 
 屈大均 題衛叔卿博臺 
 屈大均 題王山史獨鶴亭 
 屈大均 奉題方爾止戊申年正月初四日恭謁孝陵感懷詩後 
 屈大均 題朱朗詣遺集 
 屈大均 題梅村集 
 屈大均 題洪先輩廬居冊 
 屈大均 書廣東陳督學冊子 
 屈大均 書胡春坊述祖德詩後（令祖諱友信，萬曆初為順德令，築城禦寇，

有功德於民，廟食至今） 
 查慎行 研溪索題紅豆齋詩冊二首 
 查慎行 題惠研溪崢嶸集次汪蛟門原韻三首 
 查慎行 題田綸霞少參山薑詩後 
 查慎行 余作江州雜詩灌圓既垂和續為潯陽行感慨淋漓讀之使我心

側因推本意再成長律四十韻首言風土次序東晉以後迨明初

一一竊據事終於寧南乙酉之禍此州被亂情形始末略備休養

生聚其在斯時乎並邀恆齋太守同賦 
 查慎行 自題廬山紀遊集後 
 查慎行 題永福寺詩僧得川詩卷 
 查慎行 題吳震一中翰詩稾後 
 查慎行 題同年張蒿陸落葉詩卷後 
 查慎行 題四明萬遠冰雪集後故友貞一之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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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慎行 題東田志行詩草後即次見投原韻 
 查慎行 題陳方季詩冊 
 查慎行 自題癸末以後詩稾四首 
 查慎行 題杜集後二首 
 查慎行 題毘陵徐思肖詩卷後四首 
 查慎行 題武進楊笠乘孝廉詩卷二首 
 查慎行 自題粵遊草後 
 查慎行 題許鐵山楊泓淨秋日詠物唱和詩後二首 
 施閏章 題王阮亭漁洋山人集 
 施閏章 讀楚村集追悼丘海石（時索予序） 
 錢謙益 戲題徐元歎所藏鍾伯敬茶訊詩卷 
 錢謙益 書四靈詩集 
 錢謙益 戲書梅花集句詩（本朝沈行、童琥集，各三百餘首） 
 張問陶 題彭田橋詩後（蕙支） 
 張問陶 題張蒔塘詩卷時將歸吳縣即以誌別 
 張問陶 題同年洪稚存(亮吉)卷詩閣詩 
 張問陶 題馬雲隄豔雪樓詩（雲隄為文肅公之後，夫人及女公子皆能詩） 
 張問陶 題孫淵如(星衍)前輩雨粟樓詩 
 張問陶 題王鐵夫(芑孫)楞伽山人詩初集（夫人曹墨琴，名貞秀，能詩，

尤工楷法） 
 張問陶 邯鄲書稚存題壁詩後 
 張問陶 題何蘭士方雪齋詩集（道生） 
 張問陶 題愚亭(智瑩)受之(問彤)兩弟洛陽唱和詩後 
 張問陶 題朱少仙同年詩題後 
 張問陶 題譚子受詩 
 張問陶 重檢記日詩稿自題十絕句 
 張問陶 題翁宜泉元明十五權搨本冊（元權有總管府及真定路、益都路、

大都路官錘等字，又有蒙古字，多不可識。明權有工曹及應天府、濟

南府、杭州府、南京等字，皆有年號） 
 張問陶 題陳蔭山借樹山房詩草 
 張問陶 明宋忠烈公硃卷冊公裔孫湘屬題 
 張問陶 題邲陽明府鄭青墅(大謨)同年詩集（有《青墅讀史詩》十卷） 
 張問陶 題門人崔曉林(旭)詩（慶雲人，庚申分校所得士） 
 張問陶 題方鐵船工部(元鵾)詩兼呈穀人祭酒 
 張問陶 題姚伯昂詩（元之，庚申所取士） 
 張問陶 題方有堂(績)觀察詩集即贈 
 張問陶 題陳受笙秦隴以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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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問陶 題張東川太守退圃詩稿即贈 
 張問陶 題吳碧蓮降壇詩後（蜀女，隨父任之粵西，未字而卒，葬全之湘山

） 
 張問陶 題蓮花世界詩後 
 黃景仁 題汪松溪遺集并所著詩學汝為（實夫之父） 
 黃景仁 孫薇隱自句曲歸以詩示輒題於端即和其春日枉贈之作 
 黃景仁 題周上舍愛蓮出關詩後 
 黃景仁 題陸耳山學士家藏明陸文裕公書玉蕣詩卷 
 黃景仁 題翁覃溪所藏宋塹施注蘇詩原本（即宋商丘所藏本，後歸查初白

） 
 鄭板橋 題陳孟周詞後 
 姚鼐 跋馬雨畊破舟詩後 
 姚鼐 書樂志論後 
 姚鼐 題夢樓集二首 
 姚鼐 題釋果仲詩 
 姚鼐 題孫節愍武公先生鄉試被放後詩冊 
 姚鼐 題許令君逗雨齋集二首 
 姚鼐 戲題馬雨耕紀夢詩後 
 姚鼐 題戴夫人詩集 
 姚鼐 題方式亭詩冊 
 吳兆騫 題何蘭士(道生)詩卷 
 黃遵憲 再題實甫魂南集 
 王士禛 題高蘇門集  
 王士禛 題徐迪公集 
 王士禛 題尤展成新樂府四首 

 王士禛 愚山學憲以獨樹軒記見示題其後 
 王士禛 題秋厓環溪集 
 王士禛 題冒穀梁青若詩卷兼寄辟疆先生 
 王士禛 題施愚山少參賣船詩後 
 王士禛 又賦賣船詩二首 
 王士禛 題陶季登岱詩後 
 王士禛 題張魏公墨蹟後 
 王士禛 題汪季用百尺梧桐閣卷二首 
 王士禛 再題《梧桐閣卷》 
 王士禛 題昌黎詩後 
 王士禛 題顧樵水畫宗定九詩意（宗詩云：「青山野寺紅楓樹，黃草人家白

酒蒭。日暮江南堪畫處，數聲漁笛起汀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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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禛 題元氏長慶集後 
 王士禛 題木石髮詩卷（名翼宗，章丘人） 
 王士禛 題鈍翁洞庭詩後 
 王士禛 題吳漢槎秋笳集  
 王士禛 題黃鶴山樵破牕風雨卷（卷首四字分隸書古田作） 
 王士禛 題王元式國博秋思詩後（詩云：「茂陵秋雨人空臥，汾水西

風雁尚來。」） 
 王士禛 題武林閨秀顧氏詩卷後 
 王士禛 題家兄子側唱和詩後兼寄東癡先生二首 
 王士禛 題念東先生瓊花觀詩後（詩云：「錦帆千里赴雷塘，小杜風流事亦

荒。何處瓊花歸劫火，蕭蕭鴨腳滿長廊。」） 
 王士禛 題高澹人侍講扈從東巡日記 
 王士禛 題徐騎省集後二首 
 王士禛 題景州閩遊詩卷 
 王士禛 戲書蒲生聊齋誌異卷後 
 王士禛 再題研山絕句示竹垞 
 王士禛 題牧仲中丞述鹿軒詩卷二首 
 王士禛 題將樂令芃生錢公殉難錄後 
 王士禛 題門人朱子青(緗)詩卷 
 王士禛 題張仲子詩後（光啟字元明，濟南 章丘人，隱白雲湖上，一名郎中泊）

 王士禛 題李西涯樂府後即傚其體（追錄康熙以卯舊作） 
 王士禛 題歷友新詩卷後 
 王士禛 題尤悔蓭西堂集 
 王士禛 書元人楊奐詩後 
 王士禛 題謝四溟集 
 王士禛 題海日堂集後 
 王士禛 題高中丞畫衣記後（高中丞諱名衡，字平仲，崇禎辛未進士。觀政

京師，製羅衣寄內，自畫花卉其上，凡二十六種，作三十二叢。花葉隙

處題詩凡八首。張杞園待詔作記。高以御史按河南，有保汴城之功陞巡

撫告歸，夫婦同殉沂水之難，甚烈。） 
 王士禛 書汪蒼孚母吳封臂詩後兼以為壽二首 
 洪亮吉 題黃石齋先生手書詩卷 
 洪亮吉 送趙大令希璜之官夏邑即題其三十二峯詩集後 
 洪亮吉 題張同年問陶詩卷 
 洪亮吉 偪側行同金秀才學蓮作題亡友黃二悔存詩集後 
 洪亮吉 題金文學捧閶客窗續筆後 
 洪亮吉 送同年祝兵備曾至陜西軍營即題其山寺讀書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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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亮吉 書陶太守易朝天贈言冊後 
 洪亮吉 書汪少尹蒼霖民謠三章後并引 
 洪亮吉 贈巨超慧超即題二僧詩集 
 洪亮吉 題孫文學韶行卷後即送至浙江幕府 
 洪亮吉 趙兵備翼以所撰唐宋金七家詩話見示率跋三首 
 洪亮吉 跋唐豐溪處士呂從慶詩集後 
 洪亮吉 跋屠秀才掞  孚燈筆談 
 洪亮吉 題范秀才來鳳鐵琴詩草 
 洪亮吉 讀歸方伯景照猶女佩珊詩冊率跋一首時聞方伯已從戍所旋

里即以寄之 
 朱彝尊 題王給事(又旦)過嶺詩集 
 朱彝尊 題喬孝廉(崇烈)書離騷 
 朱彝尊 題梅生(庚)詩稾 
 鄭孝胥 題晚翠軒詩 
 鄭孝胥 題沈愛蒼正陽集（沈初少所作忽以二十餘日吟成二卷） 
 鄭孝胥 題孟蒓孫新著廣西邊事旁記 
 鄭孝胥 秋楚青屬題明人墨蹟三種 
 鄭孝胥 題朝鮮金澤榮東航本末 
 鄭孝胥 題林學衡詩本 
 鄭孝胥 題顧升痤琴銘及其妻莊寍書多心經，經後跋云：「顯慶三年

八月一日，莊寍為夫資福，書跋後。」又有二行云：「檢遺

篋，感深意，福無靈，人先棄。勒貞珉還資施升記」 
 鄭孝胥 江陵張芷衡女士絕命書題後 
 鄭孝胥 江陰趙煥文茂才殉節紀書後 
 鄭孝胥 題林文忠手書日記 
 鄭孝胥 題陳子言鶴柴詩稾 
 鄭孝胥 陳叔通屬題江弢叔墨蹟 
 鄭孝胥 宋廖氏世綵堂河東集書後 
 鄭孝胥 題杜茶邨自書詩卷 
 厲鶚 題七姬權厝志拓本 
 厲鶚 題華秋岳詩卷 
 厲鶚 題三弟子山遺詩後并序 
 厲鶚 題秋玉洞庭詩卷後 
 厲鶚 題東坡先生雪浪石盆銘拓本即用雪浪石詩韻 
 厲鶚 書拓湖張龍威長短句後二首 
 厲鶚 題汪貞女卷 
 袁枚 題蔣盤漪詩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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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枚 題竹垞風懷詩後 
 袁枚 題慶雨林詩冊 
 袁枚 題陳古漁詩卷 
 袁枚 題碎琴上人集 
 袁枚 題王少林北征集二首 
 袁枚 題樹齋贈別胡郎詩後二首 
 袁枚 題陳梅岑詩卷二首 
 袁枚 題蔣申吉蘇州竹枝詞 
 袁枚 題高南澗哭筠兒詩後三首 
 袁枚 題幽光集後 
 袁枚 謝趙耘菘觀察見訪湖上，兼題其所著甌北集二首 
 袁枚 題李蒓溪詩集四首 
 袁枚 題浣青夫人詩冊五首 
 袁枚 題張熙河孝廉梅花詩話即送游峨嵋  
 袁枚 題尚書西招雜詠詩後 
 袁枚 題元稹決絕詞 

 趙翼 題元遺山集 
 趙翼 尹制府幕中題袁子才詩冊 
 趙翼 題袁子才小倉山房集 
 趙翼 題吳梅村集 
 趙翼 題瘦生詩卷 
 趙翼 題戚繼光自寫詩卷中有「新月如鈎不釣魚」之句頗有風趣 
 趙翼 題閩遊草後 
 趙翼 題岫雲女史雙清閣詩本五首 
 趙翼 題竹垞為袁趙兩家息詞後 
 趙翼 題女史駱佩香聽秋軒詩集 
 趙翼 題徐惕庵晼杭遊草 
 趙翼 題金玠堂客窗偶筆 
 趙翼 題陳東浦藩伯敦拙堂詩集 
 趙翼 題黃陶庵手書詩冊 
 趙翼 子才以雙湖太守禁妓作詩解之戲題其後 
 趙翼 題嗇生徐州勘災散賑詩卷 
 趙翼 題曾賓谷運使邗上題襟集 
 趙翼 戲題任太守書後 
 趙翼 題洞庭尉程前川三百首梅花詩本 
 趙翼 題周松靄杜詩雙聲疊韻譜括略 
 趙翼 戲題白香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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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翼 題女史佩珊繡餘集即寄 
 趙翼 書劍南集海棠詩後 
 趙翼 書放翁詩後 
 趙翼 題稚存萬里荷戈集 
 趙翼 題楊雲珊詩卷 
 趙翼 孫九成秀才自金陵來訪不值留詩集見示即題其後 
 蔡湘 題甌北詩鈔 
 趙翼 題竹初自述文 
 趙翼 題左蘭成詩卷 
 趙翼 為徐山民待詔題其夫人吳姍姍遺稿 
 趙翼 題范鐵琴秀才詩卷 
 趙翼 題孫子瀟翰林詩冊 
 趙翼 題沈荀蔚蜀難敘略 
 趙翼 題管午思詩稿 
 趙翼 題明末肇高雷廉瓊五府巡撫李武舟家傳後 
 趙翼 題范哈園編修詩稿 
 梅曾亮 題戈載寶士四春詞 
 梅曾亮 題黃修存詩稿 
 梅曾亮 題龔璱人文集 
 梅曾亮 題溫明叔集 
 梅曾亮 題容靜止詩集 
 梅曾亮 題李榆村詩稿 
 梅曾亮 題陳蘊山詩集 
 梅曾亮 題桐城張元道詩稿 
 宋湘 題方有堂方伯詩卷 
 宋湘 題鮑覺生王楷堂兩同年詠史詩卷卻寄 
 何紹基 書題壁詩後 
 何紹基 書韓蘇石鼓歌後 
 何紹基 題裕餘山方伯湘江送別冊子 
 何紹基 邢醴泉翁留宿邢園出示存不存詩稿小詩書後 
 何紹基 林少穆丈出示石庵相國書廬山記卷子書後 
 何紹基 題孔宥函同年詩卷 
 何紹基 題李海帆觀察丈寄鴻堂詩集 
 何紹基 題陳少香大令偕燦鷗汀漁隱詩稾 
 何紹基 題虞文靖書訓忠碑記後 
 何紹基 晉孫夫人碑書後 
 何紹基 題宋芷灣丈尺牘卷為戴筠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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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紹基 題宋芷灣丈賦稿 
 何紹基 題楊忠烈公尺牘家書卷 
 何紹基 題張文敏折臂詩冊為詩舲作 
 何紹基 題張黑女誌 
 何紹基 題黃忠端詩草卷弼夫所藏 
 何紹基 傅青主先生哭子詩卷為李竹朋題 
 何紹基 題周穀田商城守禦記略 
 何紹基 題寄扇曲後 
 何紹基 題山谷鷺鷥帖 
 何紹基 題潘玉洤詩集 
 何紹基 題潘順之石湖嬾漁詩集 
 何紹基 題潘順之香雪詩鈔 
 何紹基 題坐位帖 
 何紹基 題智師千文 
 何紹基 題左景喬自書詩冊 
 曾國藩 喜筠仙至即題其詩集後 
 曾國藩 陳慶覃詩鈔題辭三首 
 曾國藩 書嚴太守大關賑糶詩後 
 曾國藩 書邊褎(袖)石詩集後二首 
 陳衍 題損軒吳門集後 
 陳衍 書孫仲容古籀拾遺後寄仲容兼謝札迻之贈 
 陳衍 題易實甫魂西集戲效其體用魂西二字為韻 
 陳衍 書初學集後 
 陳衍 題劉壯肅奏議後 
 陳衍 國學雜志題詞 
 陳衍 胡詩廬詩存題後 
 陳衍 題李西涯詩橫卷 
 陳衍 題吷庵詩稿後 
 陳衍 題山谷梨花詩後 
 陳衍 題痛心錄後五絕句 
 陳衍 題侯乙符詩後 
 陳衍 書夷平六十自述詩後 
 陳衍 書幹寶袖詩後 
 陳衍 書榜園吟稿後 
 沈曾植 題漸西村人初集 
 沈曾植 題吳漢槎放還投贈詩冊 
 沈曾植 題沅叔詩稿即送北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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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沈曾植 自題海日樓詩後 
 沈曾植 題病山仁先諸君游鄧尉詩後 
 沈曾植 為部畇題曾文正公尺牘 
 沈曾植 題蒼虯愔仲落花詩後 
 沈曾植 又一首為沅叔題 
 沈曾植 題知不足齋鈔本堂陰比事 
 沈曾植 題沅叔藏宋刊東萊先生詩集三卷外集三卷 
 沈曾植 題錫晉齋主人海上望雲詩卷 
 沈曾植 題黃忠端公尺牘 
 沈曾植 題明賢墨跡 
 沈曾植 題陸文烈公文節公遺書手卷 
 沈曾植 題陳益洲書沈宜人墓志卷子 
 潘德輿 書蘇公和陶公詩後  

讀金石碑文 

 錢謙益 華山廟碑歌題華州郭胤伯所藏西嶽華山廟碑 
 顧炎武 浯溪碑歌（有序） 
 查慎行 湯西厓前輩自洛中寄示重修香山寺記石刻拓本 
 王士禛 摩崖碑 

 王士禛 元祐黨籍碑 

 厲鶚 杭郡庠掘地得蘇文忠公表忠觀碑宋刻二片 
 厲鶚 曲陽孫晴崖明府寄北嶽廟李克用題名碑拓本 
 厲鶚 汪君任見示後周西嶽華山碑且索賦詩（天和二年万紐於瑾撰文

趙文淵字德本奉敕書） 

 袁枚 到廬山開先寺，讀王文成公紀功碑二十四韻 
 袁枚 引路者云杜霞寨最險，是前朝屯兵處。攀援而登，讀壁上

《吳中立碑記》不覺失笑 
 趙翼 元祐黨碑在桂林者今尚存沈魯堂太守搨一本見示援筆作歌

 吳兆騫 題熹平石經搨本次翁閣學(方綱)韻 
 宋湘 觀南詔碑有感 
 何紹基 定州行宮觀雪浪盆恭讀純廟御製詩碑敬賦用東坡原韻 
 何紹基 南海神廟觀韓碑 
 何紹基 題吳子苾襄陽唐誌拓本 
 鄭孝胥 題陶齋所藏痤鶴銘水拓本 
 王闓運 擬焦仲卿詩一首李青照妻墓下作并序（嘉慶十一年冬十有一月

晦日湖北傭人李青照妻為主逼逃復遇欺陵攜子赴湘而死夫亦自經經墓

讀碑作詩云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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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讀書心境抒寫 
 施閏章 讀書行贈張黃岳同年 
 張問陶 夏日讀書 
 張問陶 壬戌初春小游仙館讀書道興（閒居無所不學，始驚其神，繼知其無

用。知其無用用乃神） 
 張問陶 秋夜讀書 
 朱彝尊 齋中讀書十二首 
 黃景仁 秋日讀書不疏園贈主人汪實夫 
 姚鼐 夜讀 
 姚鼐 讀書難字過（難） 
 洪亮吉 讀書倦後偶題齋壁 
 洪亮吉 讀書 
 洪亮吉 九井山讀書歌為朱明經茲年賦 
 洪亮吉 山樓讀書雜詩 
 鄭孝胥 夜讀 
 鄭孝胥 病起讀經會 
 厲鶚 城西讀書雜興二首 
 袁枚 讀書二首 
 趙翼 讀書 
 趙翼 讀書苦忘以詩自娛 
 趙翼 閒居讀書作 
 趙翼 夜臥觀書 
 陳衍 讀書雜感十七首 
 康有為 澹如樓讀書 
 鄭珍 讀書牛欄側 
 李慈銘 京邸冬夜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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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自我著作 
 張問陶 高郵舟中檢閱辛未年詩有感 
 張問陶 自題題畫詩 
 張問陶 自題扁舟集 
 袁枚 讀前年除夕告存詩自嘲一首 
 袁枚 余三十三而致仕，有句云：「可惜巢與由，此身不肯老。」今

八十一矣，偶讀此句不覺失笑 
 袁枚 消暑無事，偶檢破簏得未刻古文九十餘篇。中有尚可存者理

而出之竟留其半，大概皆少作也。然非老耄之不能割愛，即

當時之過矜嚴。姑付開雕以質觀者 
 袁枚 病中不能看書，惟讀小倉山房詩集而已 
 趙翼 再題二十二史劄記 
 趙翼 除夕檢閱詩稿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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