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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文档整理研究】

李鸿章文档整理研究续议
刘 申 宁
( 深圳市委党校, 广东 深圳

518021)

笔者多年来致力于李鸿章文档的整 理研究工作。曾于

军, 光绪年间经李鸿章推荐任清廷驻 英、
法等国大使。李鸿

《中华文 史论丛》第 52 辑( 上海古 籍出版 社 1993 年 12 月

章致刘瑞 芬的函, 内容涉及 在英购买 铁甲舰事 宜, 较为重

版 ) 发表 《
关于 李鸿章文稿 的发掘与 整理》一文, 对李鸿 章

要。

幕僚 吴汝纶和李 鸿章家人 等整理刊印 李鸿章各 类文稿 的

1996 年, 由于《
李 鸿章全集》编纂的需 要, 任 雅君女士

情况, 予以介绍和考论。因本人作为执行编委之一参加 新

在上海博物馆的藏书室发现了李鸿章致吴大澄手札。吴大

的《李鸿章全集》
的编纂工作, 近几年来了解到一些有关 新

澄, 字清卿, 江苏吴县人, 同治进士, 官至湖南巡抚。这批书

的情 况, 对李 鸿章文档 整理研究有 些新的 心得体 会, 特 作

札共 51 通, 皆 无准确时间, 笔 者据内 容考订, 信札 起自同

“续议”
, 以为前文之补充。

治十年, 终至光绪九年, 所涉内容多政务、
河工 诸事。

一

1997 年 7 月 20 日, 笔者 在 广 州白 天 鹅宾 馆 举行 的
“
广 州嘉德 1997 年夏季艺 术品拍 卖会”上, 发现了 一批李

1992 年, 由 安徽 教 育出 版 社 牵头, 开 始 了大 规 模 的

鸿章致薛福辰手札。薛福辰, 字抚 屏, 李鸿章同年薛晓帆之

《李鸿章全集》
的编纂工作, 收藏于各处的李氏文稿也陆 续

子, 同治七年入李幕, 乃李鸿章之至交。这批书札共 34 叶,

进入了整理阶段。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有 李氏函稿底

19 通, 其中 16 通为李 氏亲笔所书, 除 1 通 残缺外, 其余皆

簿 18 册, 皆有李鸿章的亲笔批改和所书“
照缮”等字样。这

保存完整, 弥足珍贵。在当天的拍 卖中, 这批书札被日本静

批底 簿共收有李 氏函稿约 1700 余 通, 时 间自同 治初年 到

观堂株式会社的陆宗润先生拍得。笔者征得陆先生 允许,

光 绪中期, 除 极少数 函件 被收 入吴 汝纶 所编 之朋 僚函 稿

在白天鹅宾馆将这批手札悉数复印, 得以保留文字。

外, 其余皆未曾发表。

此外, 李鸿章的文稿还分散收藏 于国内诸多单位。如

南京图书馆所藏晚清名人手札中, 保存有不少李鸿 章

北京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 馆、
安

的手书函札, 早在 60 年代, 江世荣先生曾将其整理后编 入

徽省图书 馆、
安徽 师范大学 图书馆、安徽省 博物馆 等单位

《捻军史料丛刊第三集》
, 题名为《
李鸿章 信稿补遗》
。这 批

均收藏有李鸿章的部分函札和文稿。另外, 在广西、广东、

信稿 多为李鸿章 同治年间 所撰, 史 料价值 较高, 可惜的 是

湖北、
山东和辽宁等地也有少量李鸿 章的书札保存在有关

江先生当年在整理这批函稿时, 出于选编捻军史料的需 要

单位。天津收有李鸿章有关治河赈灾的文稿资料, 十分丰

对李氏函稿做了较大规模的删节, 使人难以看清李氏函 稿

富。保存李氏奏稿、
公牍最多的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其

的全貌。1994 年, 笔者曾 专程前往南 京图书馆, 意欲核 对

中有不少李鸿章所上的密折和附片, 均为《
李文忠公 全集》

这批函稿, 但发现这批函札已不在馆藏, 去向不明 。

所未收。如《
军务人事档》中, 有李鸿章于同 治四年保举淮

中国 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 究所图书 馆收藏 有李鸿 章

军重要将 领的密折 附片, 所 保举之人 有“
南 赣镇总 兵王永

未刊函札 8 函, 共 有 218 件, 其 中李氏遗 文 5 件, 函稿 213

胜、
苏松镇总兵杨鼎勋、徐州镇总兵董风高、皖南镇总兵张

通。这批函稿中有部分函件为李鸿章亲笔 手札, 且经过 收

振邦等。以上所有李氏文稿资料, 由于长期散置各地, 未能

藏者的装裱, 保存完好。函稿的撰写时间自光绪二年至 十

整理使用, 非常可惜, 加之李鸿章函稿多由幕僚起草 , 底簿

三年, 内容多为政务、
交往等, 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则由文案保管, 由于文案时常更换, 函稿底簿管理不 善, 常

湖南 省社会 科学院 图书馆 收藏 有李鸿 章手 札散 件 1

被携走。李氏逝世后, 幕僚文案星 散, 函稿底簿也随之散于

包, 经过整理 后统计, 共有李 氏手札 58 通, 其中 有 3 通 曾

各处。
所 以, 李氏文稿的整理多年来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时

收入吴氏所编朋僚函稿。这批手札多为光绪年 间李鸿章致

至今日, 人们研究 李鸿章以 及晚清的 历史, 还不得 不借助

刘瑞芬等人函。刘瑞芬, 字芝田, 安徽合肥人 。早年参加淮

于吴汝纶在 90 年前所做的工作。

〔收稿日期〕1999

0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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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吴汝纶逝世之后, 所有李氏文档皆交李经迈保 管。李
经迈谢世前, 又将文档转交其子李国超经管。上海解放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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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鸿章文稿选取时所留下的朱红笔迹。书页中对入选者
和删节者皆有所圈记, 成为今日校勘 《
李文忠公全集 》
的最
佳底本。这批材料数量之多, 令人惊讶。全部文稿资料按类
别分为奏稿、
电稿和函稿三部分。

夕, 李国超离开大陆时未能将所有文档携走, 弃之 沪上。50

奏稿按年编排, 大体每月 1 册, 共有 348 册, 另有奏稿

年代初, 李鸿章的这批珍贵文档资料开始流散于民 间。幸

散页 1 巨册和 《
督粤奏稿》6 册。此外, 在该馆的 长乐路藏

赖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 独

书楼 还藏 有《李鸿 章奏稿 》的抄本 5 册, 均 为同 治年 间所

具慧 眼, 及时 发现了这 批珍贵的历 史资料, 先尽 力搜求 于

奏。此抄本中有诸多附片和清单, 可以弥补 李氏早期奏稿

民间, 后又将已被上海市文管会接管的部分李氏文档转 移

附片和清单之缺佚。

至上海图书馆, 遂使李鸿章绝大部分的文档得以完好保 存

函稿名目较多, 分为: 《
洋务函稿》、
《海军函稿》、《
外部

至 今。60 年代, 顾 廷龙先 生曾组 织人 抄清 了部分 李氏 奏

函稿》
、《
朋僚函稿》和《
议迁南海子教堂奏 疏函稿》
等 五种。

稿, 准备出版一部《
李鸿章未刊奏稿》, 但迁 延多年, 未能 遂

《
朋僚函稿》又名《
李鸿章信稿》, 与金陵刻本 之《
朋僚 函稿》

愿。80 年代初, 顾廷龙先生又将这部分整理稿 交上海人民

有较大出入。《
外部函稿》和《
洋务函稿》内容相同, 并与金

出版社出版, 经与出版社交涉后, 决定出版 《
李鸿章全 集》
。

陵刻本《
译署函稿》出入不大, 三者实为 一书。三部函稿皆

1983～ 1987 年, 上海 人民 出版社 根据 这批 文档整 理出 版

起自同 治九年八月, 但截 止时间稍异, 《洋务函 稿》终于光

了《
李 鸿章全集》
电稿 1～3 册。该出版社原计划分为: 电稿

绪二十年三月; 《译署函稿》
则终于光绪 二十年十一月。另

4 册、
奏稿 8 册、函稿 5 册等三部分出齐该书。后由于种种

外, 吴氏在选编时删去头尾, 更改了个别字句。《海军函稿》

原因, 仅出了电稿 1～3 册便停版 , 电稿 第 4 册和奏稿 第 1

和《
议迁南海子教堂奏疏函稿》均同于金陵刻本, 只是个别

册已经制出纸型而终未印行, 殊觉可惜!

字稍有更改。除此之外, 上海图书馆还保留 有大量李氏未

1990 年, 安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 究所承担了 国家“八

刊函 札, 如: 《
曾 左胡李四 家尺牍》、
《李鸿章 李鹤章 手札》、

五”
社会 科学规划项 目《
李 鸿章与淮 系集团研 究》的课题。

《
李鸿章朋僚手札》、
《眉生友朋手札》
、《
龚 仰蘧亲友手札》、

后又在该课题组的基础上组建了“淮系集团研究中心 ”
,具

《应敏斋 友朋书札》、
《李鸿章 手札》
、《慰农友朋 书札》、《
曲

体承担对于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的研究 工作。笔者当时在

园所 留信札》、
《李鸿章等 尺牍》
、《曾国藩李 鸿章致 薛焕书

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李鸿章 的研究工作, 受 聘

札》
、《
钱芝门友朋手札》、
《李鸿章家书》
( 致方儿) 、
《李少筌

为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并担任研究中心 副主任, 负责四 出

尺牍 》( 致黄 昌 歧) 、《
曾 国 藩朋 旧 书 札》
、《
张 廉 卿 亲友 手

调查、征集有关李 鸿章的文稿 资料。1991 年, 笔者在上 海

札》
、《
孙衣言等友朋手札》、
《李鸿章致薛时雨手札》、《
李鸿

图书馆了解到上海出版《李鸿章全集》
搁浅 的消息, 遂向 安

章致 丁日昌手札》、《
李鸿 章与曾国藩 论军事书 》
、《李鸿章

徽 黄山书社和 安徽教育出 版社建议 出版《李鸿章全 集》一

致应 敏斋手札》、
《李鸿章 监临入闱诗 题咏集》、《
李 鸿章致

书, 1992 年, 安 徽淮系集团研究中 心与安徽 教育出版社 达

兄李瀚章书》
、《
李鸿章与张佩纶往来手札》等。以上大量函

成共同编纂出版《李鸿章全集》
的协议, 并由安徽教育出 版

札中, 大约收有李鸿章未刊函稿约千 余通。特别是《
李鸿章

社出 面, 邀请 时年 90 高龄的顾 廷龙先生 和著名 清史专 家

与张佩纶往来手札》
多至 14 册, 所 收函札约 600 通。这部

戴逸 先生共同担 任该书 主编, 同时召 集京、津、沪、
苏、鲁、

分函札起 自光绪九年, 直至 甲午以后, 对了 解这一 时期李

皖 等地的 专家 学者 20 余人, 组 织了 阵容 庞大 的编 委会。

鸿章所思所想之内心世界十分重要。

1993 年 4 月 23～ 25 日, 《李 鸿章 全 集》编委 会 在北 京 召

电稿分为《
总署要电》和《
中外往来要电》等。上海人民

开。会议由顾廷龙和戴逸先生主持, 具体讨论了《李鸿章全

出版社 出版的《李鸿章全 集》
电 稿 1～3 册, 已经发 表了其

集》编纂工作的有关事宜, 并修改通过了《李鸿章全集编 纂

中的绝大部分, 仅余下光绪二十六年 七月至二十七年九月

工作条例》、
《编纂体例》
和《编纂工作细则》
等有关文件。会

的电稿未能出版( 原准备作为第 4 册发 行) 。将上海 版《
李

议就编纂工作的分工、进程等问题作了部署。计划以 5 年

鸿章全集 》
电稿 1～3 册与上海 图书馆所藏 之电稿 底薄核

左 右的时间重 新整理出版 《
李鸿 章全集》, 初步估 计, 新 版

对后, 方知歧异颇多。该书不仅将原电的电 文程式用语概

《李鸿章 全集》的总字数约 有 2000 余万字, 可谓 中国历 史

行删去, 而且对电 稿中所附 函札的处 理也不尽 一律, 有的

上个人文集之冠。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李鸿章文 档

收入, 有的则略去。如《总署要电》
中曾收入 《
恭邸等 密函》

资料的整理工作就此展开了。

( 光绪二 十年九 月初七 日到) , 系 恭亲王奕 讠斤 在甲 午战争

新 编《
李 鸿章全集》虽然汇 集了国内 诸多单 位所藏 之

初期致李鸿章的密札。上海图书馆所藏之电稿底簿在该函

李氏文档, 但该书的主体版本仍然是上海图书馆所藏之 李

之后有李鸿章的复函及其附件, 而上 海版《
李鸿章全 集》
电

氏文档。这部分材料就是当年吴汝纶 选编《
李文忠公全集》

稿第 3 册 第 18 页 将《
恭 邸等密函》收 入, 但 却将李 氏的复

时, 所整理抄录的详本。今日该底本上仍保留着当年吴 氏

函和附件删除。重新整理出版的《
李鸿章 全集》
, 将对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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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作统一调整。

儒学问则 宗顾亭林、王怀祖 两先生。”王氏生于 乾隆年 间,

三

死于 1832 年, 而 曾国 藩 则在 1838 年 中 进士 后才 进 京做
官; 李鸿章“受业曾门”
更是在 1845 年, 这些 都是王怀祖死

自从曾国藩家书刊行以来, 人们得以藉其家书窥视 这

后多年之事。曾国藩决不可能对他的崇拜者死去多年而不

位理学家的内心世界, 从此家书便洛阳纸贵, 风行一时, 各

知, 李鸿章以湛学之士, 且又师事曾氏, 更不 会闹出要其表

种名人家书遂纷纷出笼。李鸿章是个很少 亲自写信的人,

弟追随隔世之人去做“
问业弟子”的大笑话。荒谬和离奇不

今日留存下来的亲笔书信并不多见, 其家书自然更是少 得

仅证实了这些家书的作伪, 同时也表 露了杜撰者水平的低

可怜。国内出版物在编者说明中曾特 别指出: “李鸿章家书

下。

刊刻传世的并不多见。因为他与家人所讲 私房话, 对世 道

1996 年, 华东 师范 大学 教授 刘学 照在 《
历 史 研究》上

人情 自有许多 真情流露, 颇值读者 体会品 味。
”故而 “
此书

撰文, 揭示了李鸿章家书作伪之事。刘先生 的考据功夫扎

自清 末以来以不 同形式广 为流传, 百余年 间, 世 人或诵 或

实, 文章极有说服力, 唯不足者, 则于李鸿章 书写家书之习

抄, 爱之不厌”
, 直接点出了这些家书的珍贵之处。

惯不甚熟悉, 故而偶有失足之处。如刘文 指出: “季弟是指

李 鸿章家 书 虽然 令人 珍爱 有加, 但 其来 源却 并不 清

最小的兄弟, 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是六 弟昭庆。
”“
但 第 61 函

楚。早在李鸿章晚年, 其幕僚吴汝纶就已开始整理李鸿 章

《致 季弟》说: ‘昨日高 升来, 知吾 弟患 温湿 症’, 紧接 着第

的文稿。吴氏于李鸿章去世的第二年即 1902 年刊行了《李

62 函《致鹤章弟》开头即说: ‘
来书, 吾弟患 湿温渐愈, 寒热

文忠公朋僚函稿》, 其中并无家书。到了民 国初年, 共和 书

渐退, 喜甚。
’从这两 函联系起 来看, 季弟竟 又表指 为三弟

局 排印出版了 《
李鸿 章家书》, 首次 把李鸿 章的 90 封家 书

鹤章弟。这种兄弟称谓上的错乱, 充分暴露 了作伪者的混

公诸于世。1936 年广益书局排印《
清 代四名人家书》
, 又将

乱。
”其实 这里“混乱”的并非是 作伪者。以 通常的 知识而

李鸿章的家书收入其中。近年, 台湾文海出版社将该书 收

言, 伯仲叔季, 季弟所指当然是最小的弟弟无疑。然而以李

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 遂使这批家书成为重要的近代 史

鸿章 惯用 的习 惯称呼 来说, “季弟”所 指就 不是 六弟 李昭

资料, 上了中外学者的案头。近来, 国内一些出 版社从整理

庆, 而是三弟李鹤章。李鹤章号季荃, 李鸿章呼为“季弟”;

国故, 寻找卖点的角度出发, 也开始整理出 版李鸿章家书。

李昭庆号幼荃, 李鸿章呼为“幼弟”
。这些称 呼都是李鸿章

1994 年 11 月, 中 国华 侨出版 社出 版了邓 曙光 编注 的《李

书信中所 常用的, 决不能以 通常的知 识来作泛 泛的理 解。

鸿章家 书》
; 1996 年 4 月安徽黄山 书社也出 版了翁飞和 董

对人 物的确 认出 现失误, 以 此做 出的 考据 就难 免没 有差

丛林编注的《李鸿章家书》
。1996 年 1 月, 东北 师范大学出

错。

版社出版了由吴凤祥等四人主编的《清代十大名人家 书》
,

就现在出版的《
李鸿章家书》而言, 其中 内容来自民国

其中又收有《李鸿章家书》
。上述所有这些出版 物所依据之

年间各种版本者, 可以大致断言是伪 作。在 中国作伪也算

底本, 均是民 国初年共 和书局的本 子, 而 当年共 和书局 出

得一种职业。但是做晚清名人的书信手札则不是普通人所

版此书时则对李鸿章家书的来源秘而不 宣, 遂使这些家 书

能胜任的, 是非高手不可。前些年 , 笔者在南京调查李鸿章

的面貌变得扑朔迷离, 令人难辨真伪。

资料时, 曾得知在解放前后, 南京有一位姓马的老者 , 专事

真伪 难辨并非不 能辨, 只要稍 加细心, 读者 就会发 现
书信中的许多疑点。该书开篇的《禀父母》一函, 虽无发 信

晚清名人手札的作伪, 并以此为生业 。他所 做之物水平之
高, 令人难以辨识。

时间, 但依 据家书中所 言之事, 尚能 考出大 致时间。函 中

虽然没有机会见到过去的作伪者, 但笔者却有幸见到

言: “
当 儿 来 此 接篆 之 时, 一 般 谋 缺 者纷 来 道 贺, 户 为 之

了一些他们的作品。1994 年, 在安徽一所知名高校的图书

穿。”
李鸿章的所谓“接篆之时”
, 当指同治元年署理江苏 巡

馆作调查 时, 笔者 意外地发 现了一部 李鸿章书 信的抄 本。

抚之 事。因在此之 前, 李一 直任翰 林院编 修, 并 无地方 实

这批东西 数量不少, 约在十 数册之多, 长期 被该馆 作为善

缺, 后来虽擢道员, 也未赴任供职, 无篆可接。1862 年李鸿

本珍藏, 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笔者认认真 真地看了约二

章率 淮军赴沪, 在曾国 藩的保举之 下, 清 廷命其 署理江 苏

个小时, 最后断定是一部伪作。这个结论使 图书馆的人大

巡抚, 李方 有篆可接。然而 在此之 前, 其 父李文 安却早 于

吃一 惊, 馆 长用 鄙夷 的目 光斜 视着 我, 那意 思似 乎是 说:

1855 年 7 月 6 日死于 合肥 军次, 李鸿 章根 本不可 能在 此

“
你懂什么! ”
笔者只好稍作解释, 随手翻出一页, 指着上面

时给父母同时去信请安, 是信之假昭然若揭。再如第四 封

的一段话讲给他听。记得那是一封李鸿章写给中国驻英法

《禀姑母》
, 是函虽字数不多, 却杜撰得更加荒谬离奇。信中

大使刘瑞芬的信, 李在信中告诉刘说 : “
伯行 将于下月抵英

言: “
高邮王怀祖先生, 经学家也。昨接曾夫子来示云: 怀祖

京”
。伯行者, 李鸿章子李经方是也。李鸿章是个十足傲气

先生广启门庭, 招收问业弟子。如表弟有意于此, 可由侄具

的人, 从未如此恭敬到在称呼自己儿 子时用号而不直呼其

函遣 至白门曾夫 子幕内, 转送高 邮可也。”王怀祖 者, 王 念

名。习惯上, 李鸿章通常在给朋僚的函稿中 多称李经方为

孙也。曾国藩对王念孙极为推崇, 曾说过: “国藩于本朝 大

“
方儿”, 只有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才直呼 “
臣子李经 方”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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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这部书的作伪者, 可能是根据当时所见某人函中提 到

出了许 多专门, 目录学遂 变成了一小 部分人的 “
专 利”
,以

“伯 行将于 下月 抵英京 ”一事, 将其 移入 伪造 的李 鸿章 函

致诸多治史之人非但不做目录学之苦功, 且视其为史学之

内, 这是过去伪造晚清名人书信时最常用的手法。这样 做

“
下手”末业, 不足为道, 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

要比自编内容来得更加方便可靠。既可以给人 一些实际的

这部《李鸿章 往来文电编 年》书稿, 若能出 版, 可以说

内容, 又令所述史实经得起检验, 可惜的是, 作伪者并非 当

是研究李 鸿章和晚 清史的一部 工具书。它 有如下 一些功

事 之人, 亦 未能弄清 所谓“伯行”
者 何人, 留下了 一个十 分

用:

明显的错误。而且此函在书写时, 依据时人习惯, 又特地将
“伯行”
做了挑行抬头, 以示恭敬, 更是令人感到可笑之至。

第一、
它可为校勘各类李氏文稿 提供便利。今天人们
所见到的 李鸿章各类 文稿, 无论是吴 汝纶本, 还是 现在正

那么, 李鸿章究竟有没有家书传世呢? 应该说家书 是

在编辑的上海馆藏本, 都有诸多不同 之处, 例如奏稿 , 上海

有的, 但这些家书从未在世人手中流传过。据笔者所知, 目

图书馆的馆藏本是吴氏选编李集时的抄录的“详本”, 但却

前 李鸿章 的家 书仍然 散见 于各 处, 并未 进行 过统 一的 整

与吴氏编辑刊行的《
李文忠公全集》不尽相同, 吴氏在其中

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就收藏 有李鸿章致

多有删改。按说, 吴氏选编时抄录的“详本”是依据李氏奏

哥哥李瀚章的亲笔书札数十通。另外, 长期隐居上海的 名

稿的底 簿抄录的, 今日底 簿已难见到, 但将 “
详 本”中的奏

作家张爱玲的胞弟张子静先生手中, 今日仍然保留着外 曾

折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奏折录副本相校, 也有不

祖父李鸿章写给祖父张佩纶的亲笔手札 数百通, 这其中 就

同之处。由此可知, 李鸿章的文稿由起 草、
上奏、选编到刊

有数十通手札是李鸿章亲自写给女儿菊 藕的家书。作为被

行, 每个环节皆有删节和调整。虽 然这些调整是个别的, 局

批判了多年的大卖国贼李鸿章的后人, 保存这些家书的 纪

部的, 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或许可能是 十分重要的。目前, 还

念意 义可能要远 远大于他 们所理解的 那些学术 研究的 价

不可能出 版一部李鸿 章文集的 全校本, 而且也 无此必 要,

值。其实, 同样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与曾国藩并不相同, 他

因此研究 李鸿章, 在使用任 何一条材 料时, 知道它 曾经有

在家 书中没有曾 国藩那么 多的伦理说 教, 而是就 事论事,

过的各种 版本和文档 的馆藏, 校勘它 的异同, 无疑 是一项

所谈多以家务为主。这种家书即便出版了, 如果不是专 门

十分细致而又不可忽视的工作。本书稿为李氏文档的各种

研究李鸿章之人, 只怕也难能有耐心去认真读它。

不同版本提供了馆藏出处, 方便研究 者查找校勘。

四

第二、本书稿在 编辑李氏 文稿的 同时, 对诸多 李鸿章
的函、
电、奏稿以及附片等做了时间的考订, 尤其是一些李

在对 李鸿章所有 文稿进 行收集、分类、排比 和校勘 的

氏的散见 函、
电, 依据其 所述内容和 往来文 电的情 况作出

过程 中, 笔 者根据工作 需要编辑整 理了一部 《
李 鸿章文 电

判断, 同时订正了历来各种版本中的 一些讹误。书中对李

编年 》
, 以时间为 序, 按日 将李氏 所有的 奏、
电、函、文和 公

氏函电的收件人也尽可能地注出本名, 以方便使用者。这

牍等篇目编列, 以代码形式著录资料来源和馆藏。按照《李

项工作细致繁杂, 耗时费工, 其中之甘苦, 只 有作者自己体

鸿 章全集》的原定计 划, 这 部《
李 鸿章文电编 年》将作为 新

味了。

版《
李鸿 章全集》的附录卷, 排列于 书后一 并出版, 为研 究

第三、本书稿著 录了李鸿 章的往 来文稿, 尤其 是来函

者提供馆藏出处。后来事多变故, 出版社为节省经费, 压缩

来电, 这是历来李氏文档各种版本所 不收录的。众所周知,

字数, 将原定计划废弃, 于是这部耗数年心血 而成的《
李鸿

研究李鸿章仅仅依据李氏本人的文稿是远远不够的 , 必须

章文 电编年》, 就 这样简单地 便成了笔者 的一个 单纯工 作

将其往来文电对照研究, 方可详明始 末原委。多年来, 研究

手册。然而, 在编辑整理李氏文稿工作的过程中, 笔者渐渐

者苦 于无处 查询 各种材 料, 无法 进行 更为 细致 的对 比研

发现自己编的这部长达百余万字的“工作手册”, 其实是 一

究, 本 书试图在这 方面做些 努力, 为 研究者 提供一 个可供

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有着它书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完全 可

使用的工具。虽然本书所著录的来函、来电、
上谕和各部行

以再继续完善, 把它作成一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题目 录

文只是李 鸿章所收文 电中的一 部分, 挂一漏万 在所难 免,

书。有了这个想法, 于是笔者又开始补充新材料, 填充新馆

但为研究者的继续追索提供一点线索, 或能有所裨益。

藏, 不仅收录李鸿章发出的文稿, 而且著录 他人的来电、来
函和咨文、上谕。
目 录学本 是 中国 传统 史学 入门 的学 问, 过去 为史 之
人, 无不精通此道。不意今日学问越分越细, 史 学之中又分

第四、
本书稿附有人名索引, 便于使用者检索。这个索
引对于系 统了解李鸿 章关系网 的有关情况 提供了 一定的
帮助。另外, 本书所附的参考书目 , 也为初涉这一领域的应
用者提供了一个可供使用的资料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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