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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石印丁本《营造法式》书末附录为基础，

并搜集附录所遗史料，加以梳理排列。对《营造法式》作
者李诫家世及生平，石印丁本《营造法式》的保存、传抄
情况，陶湘《识语》中所提其综合诸版所出版《营造法式》
之版本依托情况，及傅熹年《营造法式合校本》所依托版
本情况，分别列以表格。并结合陶湘《识语》等，对当下
学界有关《营造法式》作者名称究为李诫、李诚之辩，增
加一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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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given in the appendix (Fulu) to the photolithographic
reproduction of the Ding edition of Yingzao fashi(compiled
by the Ding brothers in the 19th century; published in
1920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Special focus in put on
the family history and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original
twelfth-century Yingzao fashi. While investigat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circulation history of the 1920
photolithographic reprint, the paper then studie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editor’s notes (Shiyu) to the
edition of Yingzao fashi by Tao Xiang (1870-1940) and in
Fu Xinian’s Yingzao fashi hejiaoben (Integrated version
of Yingzao fashi; published in 2019), presenting the
data found in the text in tables. This then provides more
informa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name of the
author of the twelfth-century text (Li Jie or Li Cheng).
Keywords: Yingzao fashi fulu; family background and
life of Li Jie; Yingzao fashi circulation and preservation
history; Yingzao fashi revision history; reception history
of Yingzao fashi editions

引言

造法式》，一个是朱启钤先生依据江苏图书馆藏丁本《营造

20 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一些现代意识渐趋觉醒

家传本，细加校订后出版的陶本《营造法式》。

的传统中国文人，不仅将知识的关注重点从诗词歌赋、文
章考据诸端，开始转移到济国利民的科学、技术与艺术层

法式》所出的石印本，另一个是朱启钤嘱陶湘先生集合诸
据《石印〈营造法式〉齐耀琳序》：“宋李明仲《营造
法式》刊本未见，今江苏图书馆所藏为张蓉镜氏手钞本，

面，而且也开始回顾中华民族自己的科学史、技术史、艺

卷帙完整，致称瑰宝，紫江朱桂辛先生奉使过宁，浏览图

术史。宋《营造法式》的重新发现与出版，即为一个典型

籍，深以尊藏秘笈，不获流播人间为憾。”[1]242 朱启钤先生

事例。

所作《前序》中亦提到：“启钤专使南下，道出金陵，承震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前，出现过两个近代新版的《营

岩省长约观江南图书馆，获见影宋本《营造法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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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三十四卷，为绛云楼劫余展转流传，归嘉惠堂丁氏，经
浭阳端匋斋收入图书馆。此书系宋李诫奉敕编进，内容分

建筑史学刊

别部居，举凡木、石工作，以及彩绘各制。至纤至悉，无
不详具，并附图样颜色，尺寸尤极明晰。惜系钞本影绘原
图，不甚精审，若能再得宋时原刻校正，或益以近今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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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之法，重加彩绘，当必更有可观。
”[1]245-246 此乃丁本《营
造法式》重印之缘起。
关于丁本《营造法式》，陶湘《识语》中提到：“光绪
丁未戊申间，浭阳匋斋氏端方总督两江，建图书馆，收钱
唐丁氏嘉惠堂藏书，有钞本《营造法式》，称为张芙川影宋。
民国八年己未，紫江朱桂辛氏启钤过江南，获见是书，缩
印行世。上海商务印书馆踵之。尺寸照钞本原式，惟以孙
黄诸跋证之。知丁本系重钞张氏者，亥豕鲁鱼，触目皆是。
吴兴蒋氏密韵楼藏有钞本，字雅图工，首尾完整，可补丁
氏脱误数十条，惟仍非张氏原书。”[1]251 可知丁本《营造法
式》中，不仅绘图不甚精审，而且因是重钞古影写本，其

图1

石印丁本《营造法式》

中讹误，亦为难免。
据陶湘《识语》：
“桂辛氏以前影印丁本，未臻完善，属
湘搜集诸家传本，详校付梓。湘按馆本，据天一阁钞宋录
入，范氏当有明中叶依宋椠过录，在述古之先，复经馆臣以
大典本补正，尤较诸家传钞为可据。惟四库书，分庋七阁，
文源、文宗、文汇，已遭兵炙。杭州文澜，亦毁其半。文渊
藏大内；盛京之文溯，储保和殿；热河之文津，储京师图
书馆，今均完整。以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互勘，复以晁、
庄、陶、唐摘刊本，蒋氏所藏旧钞本，对校丁本之缺者补
之，误者正之，讹字纵不能无，脱简庶几可免。
”[1]252-253
缩 版 石 印 丁 本《营 造 法 式》 出 版 于 1919 年（图 1），
陶本《营造法式》出版于 1925 年（图 2）。在丁本《营造
法式》书末，增加了一个《附录》，在陶本《营造法式》书
末，又增加了陶湘《识语》。

图2

陶本《营造法式》

重要的是，此《附录》及《识语》，对于《营造法式》
作者李诫的家世与生平，并丁本《营造法式》所依据之张芙

谈助》一则○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则○陈振孙《书录

川影宋本的传抄、保存情况，及陶本《营造法式》所依托的

解题》一则○陆友仁《研北杂志》一则○唐顺之《稗编》

诸家传本，都有所涉及。其中甚至谈及近年学界争论不休之

一则○钱曾《读书敏求记》一则○《四库全书总目》一则

话题：
《营造法式》作者究竟是“李诫”还是“李诚”？

○又《简明目录》一则○张蓉镜跋○张金吾跋○孙原湘跋

细读《附录》，对其中谈及的一些文献遗漏加以补充，
并对诸如李诫家世、生平，丁本《营造法式》源流，陶本
《营造法式》依托，甚至最新问世的傅熹年《营造法式合校
本》中所揭示出的更多有关《营造法式》版本及近代学者

○黄丕烈跋○陈銮跋○闻筝道人跋○褚逢椿跋○邵渊耀跋
○钱泳跋○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一则○丁丙《藏书志》
一则○石印《营造法式》齐耀琳序○朱启钤前序
陶湘“识语”

校订研究的信息加以梳理，或使我们对这部宋代建筑宏著
的完整样貌及近代学者在其中倾注的学术心血，有更深一
步了解。

近年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傅熹年《营造法式合校本》
（图 3）与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营造法式》（陈明达点
注本）（图 4，图 5），两书书末都附有这一源自其底本陶

1

丁本 / 陶本《营造法式》附录目录
宋故中散大夫李公墓志铭
崇宁本卷八第一前半叶

本《营造法式》书末所附之《附录》。陶本中所列史料文
献及跋，均可在这两本书末读到，《附录》之后为陶湘所撰
《识语》。
附录所涉内容，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营造法式》

年
2021

绍兴本校刊题名

作者李诫的家世与生平；二是石印丁本《营造法式》传抄、

诸家记载并题跋

保存情况，或者说是丁本《营造法式》所依据之张芙川影

期
1

《宋史》“职官志”一则、“艺文志”二则○晁载之《续

宋本源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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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华书局出版傅熹年《营造法式合校本》

图4

陈明达手钞本《营造法式》（王其亨藏）

2）补入 1925 年陶本《营造法式》出版时，阚铎先生
撰《李诫补传》。
关于诸书记载与题跋部分，又从史料中搜寻补充了以
下几则与《营造法式》或其作者李诫有关的历史信息：
1）叶梦得《石林燕语》一则
2）庄绰《鸡肋编》一则
3）陈槱《负暄野录》一则
4）马端临《文献通考》一则
5）陶宗仪《说郛》一则
6）翟灏《通俗编》三则
7）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一则
以陶本《营造法式》书末附录及陶湘先生《识语》为
基础，将其内容整理为三个表格，一为“李诫生平简表”
（表 1），一为“文献中所见《营造法式》与李诫记录、传抄、
保存情况”表（表 2），另一为“陶湘《识语》所言《营造
法式》版本及传抄概况”表（表 3），以冀使读者对李诫生
平与《营造法式》传抄、保存情况有概要了解。
图5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

3

李诫家世与生平资料补充

陶湘《识语》，叙述了陶氏受朱桂辛老所嘱，校订出版

李诫曾祖父，名李寅，曾担任尚书虞部员外郎，赠

陶本《营造法式》的缘由，及其所依托之诸家版本的简单

金紫光禄大夫。祖父，名李惇裕，曾任尚书祠部员外郎

情况。从内容看，陈明达与傅熹年两位先生所校订的两部

秘阁校理，赠司徒。《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仁宗天圣九年

《营造法式》之底本，都是陶本《营造法式》。

（1031）夏四月：“庚申，以书判拔萃选人李惇裕等四人为
京官，武举人李赡为三班借职。惇裕，至从子也。”[2]A 宋人

2

对《营造法式》附录的补缀

笔记中也提到此事：“天圣八年，应书判拔萃科者凡八人。

基于如上理解，在阅读丁本及陶本《营造法式·附录》

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则失其姓名。”[3]

与陶湘《识语》基础上，在此作一点补缀：
1）补入《宋史》中李诫父李南公及兄李 之传。
A

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0，“仁宗天圣九年”。

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试之，中选者六人，余襄公、尹师鲁、
《宋史》卷 355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有李诫父李南公与兄李
传，李诫本人无传。录其父、兄之传，以窥其家世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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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李诫

建筑史学刊

家世

李诫生平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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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李寅

祖父李惇裕

父李南公

兄李

尚书虞部员外郎

尚书祠部员外郎
秘阁校理

户部吏部侍郎
户部尚书等

秘阁校理
陕西转运使

赠金紫光禄大夫

赠司徒

左正议大夫

显谟阁待制

备注
其父与兄
在《宋史》中有传

李诫生平

备注

年、月

任职

前因

熙宁间
（1068—1077）

熙宁中敕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

早期

元丰八年
（1085）
元祐七年
（1092）

恩补郊社斋郎

绍圣四年
（1097）

迁承务郎

哲宗登基

以承奉郎

始入将作监

调曹州济阴县尉
为将作监主簿
元祐七年诏：颁将作监修成《营造法式》

绍圣三年
（1096）
入将作监为将
作监丞并编修
营造法式

升迁

为元祐法式

为将作监丞

以承事郎

敕以元祐《营造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
无术，三省同奉圣旨，着臣重别编修

十一月二日敕

元符中
（1098—1100）

建五王邸成

迁宣义郎

1099 年（？）

时公在将作且八年

官将作 8 年

自 1092 年起

已而

丁母安康郡夫人某氏丧

元符三年
（1100）

元符三年内成书，送所属看详

1099 年（？）
凡 24 卷（？）

书成

别无未尽未便，遂具

崇宁法式成

熙宁中敕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李诫以为未备，乃考究经史，并询匠工，以成此书，颁于列郡
崇宁元年
（1102）

将作少监

崇宁二年
（1103）

崇宁二年
（1103）冬

迁将作监

为将作少监

以宣德郎

进呈奉编修《营造法式》

为崇宁法式

正月十三日

《劄子》
以通直郎管修盖皇弟外第专一提举
修盖班直诸军营房等

请外以便养

为京西转运判官
复召入将作

崇宁三年
（1104）

不数月

为少监

再入将作

辟雍成，迁将作监
任将作监

再入将作后
又五年

年
2021

最后岁月

崇宁四年
（1105）

似自崇宁三年
（1104）至大观
三年（1109）

大观
（1107—1110）
某年

库部员外郎姚舜仁请即国丙已之地建明堂，绘图献上，仍令将作监李诫同舜
仁上殿，八月十六日，诫与舜仁进明堂图
迁将作监

迁奉议郎

迁承议郎

迁朝奉郎

辟雍成

尚书省

龙德宫棣华宅

朱雀门

迁朝奉大夫

迁朝散大夫

迁右朝议大夫

迁中散大夫

景龙门九成殿

开封府廨

修奉太庙

太后佛寺

初，正议疾病

挟国医以行

公赐告归

特赐钱百万

蔡京进呈

此为在将作监任内完
成工程即升迁情况

然上赐不敢辞，则以与浮屠氏为其所，
谓释迦佛像，以侈上恩，而报罔极

期
1

云服除

狱有留系弥年者

未几疾作

丁父忧

知虢州

公以立谈判

遂不起

家庭

年不详

公配王氏

封奉国
郡君

子男若干人

女若干人

二月壬申，卒

余不详

诫善画，得古人笔法。上闻之，遣中贵人谕旨。以“五马图”进，睿鉴称善。喜著书，有《续山海经》10 卷，《续同姓名录》2 卷，《琵
琶录》3 卷，《马经》3 卷，《六博经》3 卷，《古篆说文》10 卷

表2

文献中所见《营造法式》与李诫记录、传抄、保存情况

时期

撰者

文献

北宋

傅沖益

李诫墓志铭

北宋

李诫

《营造法式》

北宋

晁载之

《续谈助》

北宋

叶梦得

《石林燕语》

宋

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

宋

庄绰

《鸡肋编》

南宋

陈槱

《负暄野录》

南宋

陈振孙

《书录解题》

《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看详一卷，将作少监李诚编修

元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将作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看详》一卷，称将作李诚撰

近世

王謇

《宋平江城坊考》

王謇为近人，考引宋代文献，谈及《营造法式》“钩阑”

元

陸友仁

《研北杂志》

明

陶宗仪

《说郛》

木经，[ 宋 ] 李诫撰，一卷：“取正、定平、举折、定功”

明

唐顺之

《稗编》

李诫《营造法式》，惟屋楹数一条，为今本所无，录以备考

清初

钱曾

《读书敏求记》

乾隆

翟灏

《通俗编》

清

《四库全书总目》

清

记录、传抄、保存情况
收入程俱《北山小集》，注称为傅沖益作
宋崇宁刻本残叶（附于陶本《营造法式》附录）
崇宁二年将作少监李诫所编《营造法式》
元祐后诸司廨舍工程，李诫总其事，杀其间数，壮丽不逮前
将作《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皇朝李诫撰
详引《营造法式·看详》，诸作异名
元符中，咸阳获传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故将作监李诫

李明仲（诚）所著书，有《续山海经》十卷等

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目录、看详二卷，牧翁得之天水长公。予以四十千，从
牧翁购归。独此本流传人间
宋李诚撰将作《营造法式》三十四卷，[ 缝 ]（宋李诫木经）
《营造法式》三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书）宋通直郎试将作监李诫奉敕撰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宋李诫奉敕撰，原本颠舛失次，今从《永乐大典》校正

嘉庆

孙原湘

孙原湘跋
（1820 年）

今年秋，子和孙伯元以此本见示，云假之张月霄，月霄新得之郡城陶氏书肆者，伯元
手自钞录，并倩名手王生为之图样界画，从此人间秘笈，顿有两分。述古堂书目称，
赵元度得《营造法式》，中缺十余卷，先后搜访借钞，竭二十余年之力，始为完书

嘉庆

张镜蓉

张镜蓉跋
（1820 年）

传钱氏述古堂有影宋钞本，求之二十年，卒未得见。庚辰岁，家月霄先生得影写述古
本于郡城陶氏五柳居，重价购归，先祖假归手自影写图样界画，王君某任其事。琴川
张蓉镜识于小瑯環福地

道光

张金吾

张金吾跋
（1827 年）

同里家子和先生，购访二十年不获。文孙芙川见金吾藏本，惊为得未曾有，假归手自缮
录画绘之事。王君某任之，既竣事，出以见示，精楷远出金吾藏本上。时道光七年八月

道光

黄丕烈

黄丕烈跋
（1821 年）

余同年张子和有嗜书癖，故与余订交尤相得。子和有二丈夫子，皆能继其家声，所谓
能读父书者，今其冢孙伯元，以手钞《营造法式》见示，属为跋尾

道光

陈銮

陈銮跋
（1830 年）

张君芙川持示其所藏影钞宋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四卷，是书宋椠久亡，旧钞亦鲜传
本。芙川令祖子和观察尝购之不获。芙川借得而手钞之，摹观察像于卷首

︽营造法式·附录︾读补

父李
南公殁

大观四年
（1110）

最后岁月

23

续表

24

续表

建筑史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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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撰者

文献

记录、传抄、保存情况

道光

闻筝道人

闻筝道人跋
（1826 年）

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看详一卷，目录一卷，小瑯環福地影宋写本，小瑯環主
人之所藏也

道光

褚逢椿
1828 年

褚逢椿跋

琴川张君芙川所藏影宋椠李明仲《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目录、看详二卷，缮写工正，
界画细密，从月霄先生借钞

道光

邵雍耀
1828 年

邵雍耀跋

张君芙川，善承祖志，不惜重赀，勒成是编，缮写摹绩，一一精妙，诚艺林盛事也。顾
君心尚有嗛者，谓向在都门见明人钞本十卷至二十四卷，佹得之矣，以议价不谐而罢

道光

钱泳

钱泳跋

道光

瞿镛

《铁琴铜剑楼书目》

此本序后有平江府今得绍圣《营造法式》旧本，并目录、看详，共一十四册。绍兴十五
年五月十一日校勘重刊，盖始刻于崇宁，继刻于绍兴也。此书虽展转影钞，实祖宋本，
图样界画，最为清整

咸同
或同光

丁丙

《藏书志》

后张金吾得述古影写本，张蓉镜又从而影出者，卷末有平江府今得绍圣《营造法式》
旧本，并目录、看详共一十四册，绍兴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校勘重刊。左文林郎平江府
观察推官陈纲校勘，王 重刊五行，殆即所谓镂本也

民国

齐耀琳
1919 年

石印
《营造法式》序

宋李明仲《营造法式》刊本未见，今江苏图书馆所藏为张蓉镜氏手钞本，卷帙完整，
致称瑰宝，紫江朱桂辛先生奉使过宁，浏览图籍，深以尊藏秘笈，不获流播人间为憾

民国

朱启钤
1919 年

前序

启钤专使南下，道出金陵，承震岩省长约观江南图书馆，获见影宋本《营造法式》一
书，都三十四卷，为绛云楼劫余展转流传，归嘉惠堂丁氏，经浭阳端匋斋收入图书馆

右影钞宋椠李明仲《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目录、看详二卷，吾乡张上舍芙川所藏也

注：表中所列为陶本《营造法式·附录》中所列主要史料及跋，另有几处补缀，系自史籍中搜寻补入。

表3

陶湘《识语》所言《营造法式》版本及传抄概况

年
2021
期
1

时期

版本名

版本及流传、保存情况

北宋

元祐本

初修于熙宁（1068—1077）中，元祐六年（1091）成书。此为元祐法式

北宋

崇宁本

元符三年（1100）成书。崇宁二年（1103）镂版颁行，是为崇宁本

北宋

绍圣本

绍兴十五年（1145），知平江府王㬇得绍圣旧本，绍圣为哲宗年号，此本疑为元祐法式

南宋

绍兴本

绍兴十五年（1145），知平江府王㬇得绍圣旧本，疑与崇宁本校勘重刊，是为绍兴本

北宋

《续谈助》

南宋

《鸡肋编》

南宋

《郡斋读书志》

元

《说郛》

明

《稗编》

清

钱氏述古堂绍兴本

钱氏述古堂藏《营造法式》总三十六卷，书中如“桓”字，注曰：“犯渊圣”；御名‘构’字，注
曰“犯御名”，即绍兴本也

清

钱氏述古堂绍兴本

钱曾跋称，是书，牧翁得之天水长公；己丑春，从牧翁购归。牧翁又藏梁溪故家镂本，庚寅不戒
于火。独此本流传人间

清

绍兴本

孙原湘跋称，述古堂谓，赵元度得《营造法式》，缺十余卷，先后搜访借钞，竭二十余年之力，
始为完书。图样界画，费钱五万

清

陶氏五柳居
影写述古本

相传钱氏述古堂有影宋钞本，求之不得。庚辰岁，家月霄得影写述古本，于郡城陶氏五柳居

清

张芙川氏
影写陶氏本

庚辰岁，家月霄得影写述古本，于郡城陶氏五柳居，假归，手自影写图样界画，则毕仲恺高弟王
君某任其事

晁载之《续谈助》、庄季裕《鸡肋编》，各摘钞《营造法式》若干条。一在崇宁五年（1106），一
在绍兴三年（1133），当时已互相传钞，足征是书之珍重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三十四卷，未及目录、看详。陶宗仪《说郛》，摘钞《营造法式》看详
诸条，而题李诫《木经》

摘钞看详条目，末有屋楹数一条，为今书所无，岂熙宁初修本欤

版本名

版本及流传、保存情况

清

丁氏嘉惠堂藏
张芙川影宋本

光绪丁未戊申间，浭阳匋斋氏端方总督两江，建图书馆，收钱唐丁氏嘉惠堂藏书，有钞本《营造
法式》，称为张芙川影宋

民国

丁本、石印本

中华民国八年（1919）己未，紫江朱桂辛氏启钤过江南，获见是书，缩印行世

民国

万有文库本
（1933）

清

吴兴蒋氏
密韵楼藏钞本

清

常熟瞿氏铁琴铜剑
楼藏旧钞本

清

四库全书本

明

杨士奇编

明《文渊阁书目》，《营造法式》有五部，未详卷数、撰名

明、民国

民国初年
残本七册
因之荡然

明《内阁书目》有《营造法式》二册，又五册，均不全。据注，阙十二卷以下，清季迁内阁大库。
其注书于国子监南学，民国初年，由南学再迁于午门楼，又迁京师图书馆（即南学旧址）。《营造
法式》残本七册，因之荡然

江安傅沅叔氏

崇宁本残页
第八卷首页前半
宋椠宋印

江安傅沅叔氏曾于散出废纸堆中，检得《营造法式》第八卷首页之前半（李诫衔名具在，诚字之
误，更不待辨），又八卷内第五条全页，宋椠宋印，每页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字
数同。殆即崇宁本欤

浙江范氏

浙江范氏
天一阁藏本

《四库全书》内《营造法式》，系据浙江范氏天一阁进呈影宋钞本录入，缺第三十一卷。馆臣以永
乐大典本补全

四库全书藏本

文渊阁藏本
文溯阁藏本
文津阁藏本

惟四库书，分庋七阁，文源、文宗、文汇，已遭兵炙。杭州文澜，亦毁其半。文渊藏大内；盛京
之文溯，储保和殿；热河之文津，储京师图书馆，今均完整

朱桂老
属湘搜集

陶本营造法式

湘按馆本，据天一阁钞宋录入，范氏当有明中叶依宋椠过录，在述古之先，复经馆臣以大典本补
正，尤较诸家传钞为可据。以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互勘，复以晁、庄、陶、唐摘刊本，蒋氏所
藏旧钞本，对校丁本之缺者补之，误者正之，讹字纵不能无，脱简庶几可免。间有文义难通，明
知讹误，而各本相同，不敢臆改，则仍之而存疑焉

陶本

陶本营造法式版式

至于行款字体，均仿崇宁刊本，精缮锓木；书中篇目，仿大观本草体例，照刊阴文，以清眉目。
图样依绍兴本重绘，因界画不易分明，镂版难于纤密，则将版框照原本放大两倍绘成，影石缩印
如原式

陶本

明清宫殿与
宋《营造法式》
图之对勘

今北京宫殿建于明永乐（1403—1424）年间，图式缺如，无凭实验，爰倩京都承办官工之老匠师
贺新赓等，就现今之图样，按法式第三十、三十一两卷大木作制度名目详绘，增坿并注今名于
上，俾与原图对勘，觇其同异，观其会通，既可作依仿之模型，且以证名词之沿革

陶本

陶本营造法式彩画

又《营造法式》第三十三、三十四两卷，为彩画作制度，图样原书，仅注色名、深浅、向背，学
者瞢焉。今按注填色，五彩套印，少者四五版，多者十余版，定兴郭世五氏，夙娴艺术于颜料纸
质，覃精极思，尤有心得，董督斯役，殆尽能事

上海商务印书馆踵之。尺寸照钞本原式，惟以孙黄诸跋证之。知丁本系重钞张氏者，亥豕鲁鱼，
触目皆是
吴兴蒋氏密韵楼藏有钞本，字雅图工，首尾完整，可补丁氏脱误数十条，惟仍非张氏原书

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旧钞，亦绍兴本
《四库全书》内《营造法式》，系据浙江范氏天一阁进呈影宋钞本录入，缺第三十一卷。馆臣以永
乐大典本补全

注：表中《营造法式》诸版本，据陶湘《识语》等整理所得，知陶本乃集诸存本，细加校对、核正之本。

3.1

李南公传
李南公，字楚老，郑州人。进士及第，调浦江令。郡

猾吏恃守以陵县，不输负租，南公捕系之。守怒，通判为

提举京西常平、提点陕西河北刑狱、京西转运副使，入为
屯田员外郎。南公有女皆适人，而同产女弟年三十不嫁，
寄他妹家，为御史所论，罢主管崇福宫。
为河北转运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图请开迎阳埽旧

谢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置诸法。知长沙县，有嫠

河，于孙村置约回水东注，南公与范子奇以为可行，且欲

妇携儿以嫁，七年，儿族取儿，妇谓非前子，讼于官。南

于大吴北进锯牙约河势归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视，两人复

公问儿年，族曰九岁，妇曰七岁。问其齿，曰：“去年毁

以前议为非，云：“迎阳下瞰京师，孙村水势不便。”又为

矣。”南公曰：“男八岁而龀，尚何争？”命归儿族。熙宁中，

御史所论，诏罚金。

︽营造法式·附录︾读补

时期

25

续表

26

加直秘阁、知延安府。夏人犯泾原，南公出师捣其虚，

或因激愤如此，阚铎先生才特别撰写了《李诫补传》。

建筑史学刊

夏人解去。进直龙阁阁，擢宝文阁待制、知瀛州，拜户部

当是在宋人傅沖益所撰《宋故中散大夫李公墓志铭》基础

吏部侍郎、户部尚书。历知永兴军、成都、真定、河南府、

上的一段补充性文字。

郑州，擢龙图阁直学士。

傅沖益撰李诫《墓志铭》见于陶本《营造法式》附录。

初，哲宗主入庙，南公修奉，希执政指，请祔东夹室，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HISTORY

礼官争之不得。及更建庙室，坐前议弗当，夺学士，未几，

阚铎《李诫补传》见于《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第一
册第 9-14 页，兹不赘录。

复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

李诫于大观四年（1110）二月，卒于郑州。其时，距

南公为吏六十年，干局明锐，然反覆诡随，无特操，
识者非之。子 。[4]A

3.2

其父殁后不久。其父享年 83，诫殒没时疑仅 60 岁左右。李
诫殒后，其兄李

曾奉旨趋召，以其弟事与上闻，徽宗嗟

叹久之，诏别官其一子。李诫被葬于郑州管城县之梅山。

李 传
字智甫。第进士。绍圣间，知章丘县。陕西麦熟，

朝廷议遣官诸州，令民平偿逋负，

与余景在选中。将赐

对，曾布言于哲宗曰：“丰凶未可知， 、景皆刻薄，必因

4 附录中《营造法式》传抄、保存记录
之补缀

此暴敛，为民之忧。陛下临政以来，延见人士未多，如两

附录中所收历代文献提及李诫或《营造法式》之史

人者，惧不足以辱大对。”乃喻使戒饬。使还，为河东转运

料，或与《营造法式》传钞、保存有关的跋及 1919 年问

判官，徙陕西。进筑京师，讫役，除秘阁校理。以母忧去。

世之石印丁本序，已勾勒出史籍记录及历代传钞之梗概。

方建永泰陵，起使京西。谏官任伯雨言：
“祖宗之世，

这里仅补入附录中未收入的几则与李诫或《营造法式》

朝廷有大事，边鄙有兵革，将相大臣召为侍从，乃不得已

有 关 史 籍 资 料， 以 作 阅 读 陶 本《营 造 法 式》 附 录 时 之

夺情。今山陵事人皆可办，何至以一 隳事体哉？
”命遂格。

参考。

终制，以直龙图阁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复河湟， 与之异，
召为光禄卿。厚奏功，罢 守虢。坐尝言招纳未便，停官。
后数年，为陕西转运使。京兆麦价踊贵，

4.1

叶梦得《石林燕语》一则

与府县议

元丰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犹未就，仆丞并六曹寓治

从民和市，民弗肯损价。 移府勒上户闭籴，府帅徐处仁不

于旧三司。司农寺、尚书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迁

听，且责之。

怒，上章言处仁沮格诏令，陵毁使者。诏

入。新省揭榜曰“文昌府”，前为都省令厅，在中，仆射

黜处仁，而擢 显谟阁待制，代其任。鄜延帅钱昂奏：
“处

厅分左右，凡为屋一千五百八十间有奇。六曹列于后，东

仁本以官籴麦损价，与 争，乃为民久长之论，不当黜。
”

西向，为屋四百二十间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间有奇，合

诏以昂违道干誉，谪永州。 又代任鄜延，复徙永兴。伪为

四千一百间有奇。时首拜王禹玉、蔡持正为相，至元祐、

蟾芝以献，徽宗疑曰：
“蟾，动物也，安得生芝？
”命渍盆

绍圣间二人皆贬，其后追治元祐党人，吕申公、司马温公、

水，一夕而解。坐罔上，贬散官安置，三年复之。历数郡，

吕汲公、范忠宣、刘莘老皆贬，免者惟苏公一人而已。故

卒。[4]B

言阴阳者，皆谓凡居室以后为重，今仆射厅不当在六曹前。

另宋人笔记：司马光《涑水记闻》卷 14，邵伯温《邵

持正请迁，遂迁旧七寺监，移建如唐制。既那其地步，欲

氏闻见录》卷 11，桂万荣《棠阴比事原编》中都记录李南

速成，将作少监李诫总其事，杀其间数，工亦灭裂，余为

公事迹。清人吴广成撰《西夏书事》卷 32，民国戴锡章

祠曹郎，尚及居之。议者惜其壮丽不逮前也。[6]

撰《西夏纪》卷 14、卷 20、卷 22 亦提及李南公事迹。宋
人庄绰《鸡肋编》卷中，王明清《挥麈后录》卷 8，提及
李 。

4.2

庄绰《鸡肋篇》一则
崇宁中，李诫编《营造法式》云，旧例以围三径一、

《宋史》不为李诫立传，近代学者阚铎颇觉不平，在其

方五斜七为据，疏略颇多。今按《九章算经》：圆径七，其

撰《李诫补传·案语》中提到：“案李明仲起家门荫，官将

围二十有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棱径六十，

作者十余年，身立绍圣、元符文物全盛之朝，营国建国，

每面二十五，其斜六十有五。六棱径八十有七，每面五十，

职思其忧，奉敕重修《营造法式》，镂版海行而绝学之延，

其斜一百。圆径内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内取圆，

遂能继往开来，为不朽之盛业。自余所箸，如《续山海经》

径一得一，六棱八棱，取圆准此。

等书，虽已亡佚而覃精研思，亦可概见。夫薄技片长，一

又载名物之异曰：墙名五（墙、墉、垣、㙩、壁）。

经衍绎，靡不有薪尽火传之义，况审曲面执，智创巧述，

柱础名六（础、礩、磶、磌、磩、磉。今谓之石碇，

皆圣人之作，士大夫之事乎。明仲迁官，悉以资劳年格，
盖一心营职，不屑诡随，以希荣利。《宋史》囿于义例，斤
斤于道器之分，不为立传，亦何所讥？”

[5]13

年
2021
期
1

A
B

参见脱脱《宋史》卷 355，列传第一百一十四，“李南公传”。
参见脱脱《宋史》卷 355，列传第一百一十四，“李南公传”。

音顶）。
材名三（章、材、方桁）。
栱名六（閞、槉、薄、曲枅、栾、栱）。

爵头名四（爵头、耍头、胡孙头、 䗥头）。

4.4

《将作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看详》一卷

平坐名五（阁道、墱道、飞陛、平坐、鼓坐）。

晁氏曰：皇朝李诚撰。熙宁中，敕将作监编修法式。

梁名三（梁、杗廇、欐）。

诚以为未备，乃考究经史，并询讨匠氏，以成此书，颁于

柱名二（楹、柱）。

列郡。世谓喻皓《木经》极为精详，此书殆过之。

阳马名五（觚棱、阳马、阙角、角梁、梁枺）。
侏儒柱名六（棁、休儒柱、浮柱、棳、上楹、蜀柱）。
斜柱名五（斜柱、梧、迕、枝摚、叉手）。

陈氏曰：熙宁初，始诏修定，至元祐六年书成。绍圣
四年命诚重修，元符三年上，崇宁二年颁印。前二卷为
《总释》，其后曰《制度》、曰《功限》、曰《料例》、曰《图

栋名九（栋、桴、檼、棼、甍、极、槫、檩、櫋）。

样》，而壕寨石作，大小木雕旋锯作，泥瓦，彩画刷饰，又

搏风名二（荣、搏风）。

各分类，匠事备矣。[9]A

柎名三（柎、复栋、替木）。
椽名四（桷、椽、榱、橑。短椽名二。梀、禁楄）。
檐 名 十 四（檐、 宇、 樀、 楣、 屋 垂、 梠、 棂、 联 櫋、
橝、庌、庑、槾、檐㮰、庮）。
举折名四（陠、峻、陠峭、举折）。

4.5

陶宗仪《说郛》一则
木经﹝宋﹞李诫撰
取正
取正之制：先于基址中央，日内置圜版，径一尺三寸

乌头门名三（乌头大门、表楬、阀阅。今呼为棂星门）。

六分，当心立表，高四寸径一分，画表景之端，记日中最

平棊名三（平机、平橑、平棊。俗谓之平起，以方椽

短之景，次施望筒于其上，望日星以正四方。

施素版者，谓之平闇）。

望筒长一尺八寸，方三寸［用版合造］。两罨头开圜

斗八藻井名三（藻井、圜泉、方井。今谓之斗八藻井。
）。

眼，径五分。筒身当中，两壁用轴安于两立颊之内，其立

钩阑名八（棂槛、轩槛、栊、梐牢、阑楯、柃、阶槛、

颊自轴至地，高三尺，广三寸，厚二寸。昼望以筒指南，

钩阑）。

令日景透北。夜望以筒指北，于筒南望，令前后两窍内正

拒马叉子名四（梐枑、梐拒、行马、拒马叉子）。

见北辰极星。然后各垂绳坠下，记望筒两窍心于地以为南，

屏风名四（皇邸、后版、扆、屏风）。

则四方正。

露篱名五（樆、栅、据、藩、落。今谓之露篱）。

若地势偏袤，既以景表望筒取正四方，或有可疑处，

涂名四（垷、墐、涂、泥）。

则更以水池景表较之。其立表高八尺，广八寸，厚四寸，

階名四（階、陛、陔、墒）。

上齐［后斜向下三寸］，安于池阪之上。其池阪长一丈三

瓦名二（瓦、㽇）。

尺，中广一尺，于一尺之内随表之广，刻线两道。一尺之

砖 名 四［甓、 瓴 甋、 瑴、 㼾 砖。 又 云，《史 记》 居 千
章 之 萩（注： 章， 材 也）。《说 文》 栔（注： 栔， 櫼 也，
音至）］。
按：构屋之法，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
因而用之。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
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材上加栔者，

外开水道，环四周。广深各八分。用水定平令日景两边不
出则线，以池版所指及立表心为南，则四方止［安置令立
表在南也。版在北，其影夏至顺线长三尺，冬至长一丈三
尺。其立表内，向池阪处用曲尺櫎，令方正］。
定平
定平之制：既正四方，据其位置于四角各立一表，当

谓之足材。其规矩制度，皆以章栔为祖。今人以举止失措

心安水平。其水平长二尺四寸，广二寸五分，高二寸。下

者，谓之失章失栔，盖谓此也。宋祁《笔录》：“今造屋有

施立桩，长四尺［安篡在内］。上面横坐水平，两头各开

曲折者，谓之庸峻。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观者，谓之庸

池，方一寸七分，深一寸三分［或中心更开池者，方深

峭”。盖庸峻也。今俗谓之举折。[7]

同］。身内开槽子，广深各五分。令水通过于两头，池子内

4.3

陈槱《负暄野录》一则
秦玺文玉刻
《古器物铭》载此玺文，云得于河内向氏家，《援集古

各用水浮子一枚［用三池者，水浮子或亦用三枚］，方一寸
五分，高一寸一分。刻上头令侧薄，其厚一分，浮于池内，
望两头水浮，桩子之首遥对立表处，于表身内画记，即知
地之高下［若槽内如有不可用水处，即于桩子当心施墨线

印格》所载谓是秦玺。按《金石录》：元符中，咸阳获传

一道，上垂绳坠下，令绳对墨线心，则上槽自平与用水同。

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故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二

其槽底与墨线两边用曲尺较，令方正］。

本，以一见遗。又蔡绦《铁围山丛淡》载：元符所得乃汉

凡定柱础取平，湏更用贞尺较之。其贞尺长一丈八尺，

玺，其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字。今此玺文乃曰

广四寸，厚二寸五分。当心上立表，高四尺［广厚同上］。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二文不同，则知赵明诚盖未尝见秦
玺也。[8]
A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29，经籍考五十六，“子（杂艺术）”。

于立表当心自上至下施墨线一道，垂绳坠下，令绳对墨线
心，则其下地面自平［其真尺身上平处，与立表上墨线两

︽营造法式·附录︾读补

枓名五（楶、栭、栌、㭼、枓）。

马端临《文献通考》一则

27

飞昂名五（櫼、飞昂、英昂、斜角、下昂）。

28

边，亦用曲尺较，令方正］。

4.7

举折
建筑史学刊

举折之制：先以尺为丈，以寸为尺，以分为寸，以鞪

《营造法式》三十四卷

为分，以豪为鞪，侧画所建之屋于平正壁上，定其举之峻
慢，折之圜和，然后可见屋内梁柱之高下，卯眼之远近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HISTORY

［今俗谓之定侧样，亦曰点草架］。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一则
宋李诫奉敕撰。山西杨氏新刻丛书本。昭文张氏有影宋

本，末有“平江府今得《绍圣营造法式》旧本，并《目录勘详》
共一十四册，绍兴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校刊重刻”一条。[12]

举屋之法：如殿阁楼台，先量前后橑檐方心相去远近，
分为三分［若余屋柱头作或不出跳者，则用前后檐柱心］。
从橑檐方背至脊槫背，举起一分［如屋深三丈，即举起一
丈之类］。如甬瓦厅堂，即四分中举起一分，又通以四分所

5 傅熹年《营造法式合校本》所附刘敦
桢跋等

得丈尺，每一尺加八分。若甬瓦廊屋及瓪瓦厅堂，每一尺
加五分。或瓪瓦廊屋之数，每一尺加三分［若两椽屋不加，
其副阶或缠腰，并二分中举一分］。

陶本《营造法式》问世之后，刘敦桢先生曾对故宫本
《营造法式》
（图 6）做校对，并对陶本《营造法式》做批注，
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中，对《营造法式》原文亦

折屋之法：以举高尺丈，每尺折一寸，每架自上递减

有校订。傅熹年先生在诸版本及刘敦桢校订与梁思成注释

半为法。如举高二丈，即先从脊槫背上取平，下屋橑檐方

之《营造法式》文本基础上所做《营造法式合校本》，使这

背其上，第一缝折二尺，又从上，第一缝槫背取平，下至

部历史巨著以更接近原貌的形象逐渐展示出来。

橑檐方背，于第二缝折一尺。若椽数多，即逐缝取平，皆

傅熹年先生在《营造法式合校本》中所做题录及序言、

下至橑檐方背。每缝并减上缝之半［如第一缝二尺，第二

对所用版本的描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由此不仅可以

缝一尺，第三缝五寸，第四缝二寸五分之类］。

了解现存《营造法式》诸版本各自价值，也可了解朱启钤、

簇角梁之法：用三折，先从大角背自橑檐方心身向上，至
枨杆卯心，取大角梁背一半，并上折簇梁，斜向枨杆举分尽

刘敦桢、梁思成、单士元诸前辈在《营造法式》校订方面
做出的贡献。

处［其簇角梁土下并出卯中，下折簇梁同］。次从上折簇梁尽

梁思成先生及其团队对《法式》文本，无论在校订还

处量至橑檐方心，取大角梁背一半，立中折簇梁斜向上，折

是在理解诠释上的研究性贡献，已凝结在《营造法式注释》

簇梁当心之下。又次从橑檐方心立下折簇梁，斜向中折簇梁当

（图 7）这部宏著中。傅熹年先生《营造法式合校本》中也

心，近下令中折簇角梁上一半，与上折簇梁一半之长同，其折

凝入了刘敦桢等先生在文本校订上的贡献。
表 4“傅熹年《营造法式合校本》所涉版本一览”，既

分并同折屋之制。唯量折以曲尺于弦上，取方量之用瓪瓦者同。
定功

是对傅熹年先生《营造法式合校本》之版本依据的一个简要

《唐六典》：凡役有轻重，功有短长。注云：以四月五

概览，也将其对刘敦桢等先生参与《营造法式》诸版本校订

月六月七月为长功，以二月三月八月九月为中功，以十月

工作的相关记录作了一个简单图表展示。对于从事《营造法

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为短功。

式》版本及源流研究者，或可起到一点扼要提示作用。

看详：夏至日长有至六十刻者，冬至日短有止于四十
刻者。若一等定功，则在弃日刻甚多。今谨按《唐六典》
修立下条。
诸称功者谓中功以十分为率，长功加一分，短功减
一分。[10]A

4.6

6

关于“李诫”与“李诚”之辩
当代建筑史学术圈，围绕《营造法式》作者名称，究

为李诫，或李诚，争论有年。这一争论可能源自现存版本
中，既有“李诫”，亦有“李诚”，其原因可能因两字在形

翟灏《通俗编》三则

式上的微差，历代传抄影写出现讹误。

［大小木、石作、锯作］
（文献通考）宋李诚撰将作《营

其实，这一问题在历史上已经出现。南宋藏书家陈振

造法式》三十四卷，其壕寨，石作，大、小木雕、旋、锯

孙（1179—约 1261） 在 其《书 录 解 题》 中， 就 称：“《营

作，泥瓦，彩画刷饰，俱各分类为书。[11]B

造法式》三十四卷，看详一卷，将作少监李诚编修。”[1]252

［缝］
（宋李 诫 木 经） 椽 数多， 即逐 缝 取平， 每 缝并灭

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宋人晁氏言，亦以李诚称之：

上缝之半， 若第一缝二尺，第二缝一尺， 第三缝 五寸之类

“晁氏曰：皇朝李诚撰。熙宁中，敕将作监编修法式。诚

（按）缝去声，今木工计屋，每隔一柱，谓之一缝是也。[11]C

以为未备，乃考究经史，并询讨匠氏，以成此书，颁于

［卯眼］亦见〔木经〕。（按）程子语录：榫卯员则员，

列 郡。”[9]E 但 未 知 其 引 原 文 究 为 何 字？清 人 翟 灏（？—

[11]D

1788），引《文献通考》，也引为李诚：“（文献通考）宋李

榫卯方则方，卯、盖即卯眼。

年
2021
期
1

A
B
C
D
E

参见陶宗仪《说郛》卷 109 上，“木经”。
参见翟灏《通俗编》卷 21，艺术，“大小木石作锯作”。
参见翟灏《通俗编》卷 24，居处，“缝”。
参见翟灏《通俗编》卷 24，居处，“卯眼”。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29，经籍考五十六，“子（杂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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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故宫影宋本《营造法式》
（故宫博物院）（左）
图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
卷上（右）

诚撰将作《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其壕寨，石作，大、小

纸堆中，检得《营造法式》第八卷首页之前半（李诫衔名

木，雕、旋、锯作，泥瓦，彩画刷饰，俱各分类为书。”A

具在，诚字之误，更不待辨），又八卷内第五条全页，宋

B

然《宋史·艺文六》则称：“李诫新集《木书》一卷” ，
显称“李诫”。北宋人晁载之《续谈助》中记为：“右钞崇

椠宋印，每页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字数同。
殆即崇宁本欤。”[1]220

[1]219

宁二年正月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李诫所编《营造法式》。”

陶湘《识语》中特别提到：“江安傅沅叔氏曾于散出废
表4

本文无意加入当下学界有关李诫、李诚名称之辩，只
是将相关资料列出，以供参考。

傅熹年《营造法式合校本》所涉版本一览

序号

版本名

版本或资料来源及保存状况

备注

1

陶本

1925 年出版陶湘版《营造法式》

合校本底本

2

南宋绍定刊本残卷

国家图书馆藏

传世仅存

3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明范氏天一阁藏抄本，亦源于南宋绍定本

四库全书总目

4

瞿氏旧藏清前期钞本

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瞿镛藏书

《营造法式》附录

5

明钞本《续谈助》

源于北宋崇宁二年成书后最初刊本摘抄本

等四种

6

清钞本《续谈助》

源于清初钱曾藏传抄宋本

故宫藏抄本

7

张蓉镜钞本

上海图书馆藏（据传钞钱曾本影写）

《营造法式》附录

8

梁思成先生注释本

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正文及注

《梁思成全集》第七卷

9

刘敦桢先生批陶本

傅熹年《营造法式合校本》首页题注提到

合校本《营造法式》序

10

刘敦桢校故宫本

承刘先生慨允熹年过录于自藏石印丁本上者

1963 年

11

刘敦桢校勘记录

《宋·李明仲〈营造法式〉校勘记录》

《刘敦桢全集》第十卷

12

朱启钤先生批陶本

朱启钤先生批校陶湘本的批注

据王世襄传抄本

13

傅熹年藏石印丁本

过录刘敦桢先生《校故宫本〈营造法式〉跋》

合校本《营造法式》序

注：表中所列版本及资料均依据于傅熹年先生《营造法式合校本》首页题注及“合校本《营造法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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