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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线装古籍整理与研究
———以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

苏永健，段晓春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１０）

摘　要：古籍整理可以使新校勘本便于现代人阅读和学习，有助于文化传承。以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详细

统计其馆藏线装书的数量，对书籍版刻时代进行系统梳理和考据，使其纲目详实，便于学者查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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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整理融合了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考据

学以及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它要求对古籍进行审

定、校勘、标点、分段、注释等加工整理，是连接历史

与现实的桥梁，是“存亡继绝”的工作。它不仅向人

们展示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

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我国最早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始于西汉的刘向

和刘歆父子，他们受命整理编排国家藏书，作《别

录》和《七略》。他们不仅从内容、体例和分类等方

面介绍了目录学的基本内容，而且对书名、篇什、学

派和传本等也作了著录，这里面就包含了版本目录

学。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诸生不知应读

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所谓应该读什么书，是目录

学应该发挥的作用；而所谓何本为善，则正说明版

本学的重要性。目录学在指示读书门径时，不仅要

介绍图书，而且还应告知何者是善本精刻，以免初

学者之读误本劣刻［１］。正如清人章学诚提出目录

学的职能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黄永年先生的

《古文献学四讲》《黄永年文史五讲》是将版本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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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学、碑刻学讲义付梓，而《古籍整理概论》也详细

介绍古籍整理的方法，通俗易懂，内容详实。在进

行古籍整理时要学会区分版本的“善”与“不善”，黄

永年先生认为，善本可以分为“文物性善本”和“校勘

精审性善本”，前者属于物以稀为贵，后者属于实用

性善本［２］。

翻阅、审察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线装古籍可以发

现，其馆藏多数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通

过对纸张、排版以及题跋的分析，可以断定此部线

装书籍是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上海中华书局排

印版，所有书籍的扉页均印盖有“四川建筑材料工

业学校图书馆”字样的藏书章。“四川建筑材料工

业学校”是西南科技大学的前身，《四部备要》当为

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所藏，与其他典籍相比，种类最为齐

全，保存最为良好。

一、馆藏线装书目的统计与分类

笔者将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所藏线装书与图

书馆提供的总书目查验比对后对其登记造册，并对

各种线装书种类及馆藏数量进行了核对，发现西南

科技大学图书馆共藏线装书３８６种（含《四部备

要》）２９０４册（表１）。

表１　西南科技大学东区图书馆古籍室藏线装书分类

部别 分类 种类／种 数量／册 部别 分类 种类／种 数量／册

经部 十三经古注 ３０ ２７９ 子部 周秦诸子 ２４ ５４

十三经注疏 １５ ９９ 儒家 ２３ ９２

清十三经注疏 １５ ９９ 农家 ２ ５

小学 ９ ５５ 医家 ２ ５

史部 二十四史 ２５ ４０８ 算法术数 ３ １３

编年 ３６ ６８５ 杂家 ３ １４

古史 １１ ３２ 小说家 ３ ７

别史 １ １０ 释道家 ２ １０

杂史 ７ ２２ 诸子大意 ２ ２

载记 ２ ３ 集部 楚辞 １ ６

传记 ２ １４ 汉魏六朝别集 １３ ２６

奏议、地理 ２ １３ 唐别集 ２４ １１１

政书 １ １ 宋别集 ３４ ３４３

史评 ５ ３１ 金元别集 ５ １８

表谱考证 ９ ５６ 明别集 ４ ３０

清别集 ３５ １５３

总集 ２６ １８７

诗评文 ４ ２１

二、馆藏线装书之版本情况

何为“版本”？“版”是简牍时代以木制作的书

籍的一种形制，俗称“版牍”。印刷术发明后，用以

印刷书籍的木版也称版。书称“本”，始于西汉刘向

父子校理国家藏书，刘向《别录》云：“一人读书，校

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

为雠是也。”这里的“本”即指一书的不同本子。书

籍最初写于竹简、木简上，后用缣帛与纸，雕版印刷

术发明后，书籍多以印刷形式流传，因此“版本”一

词，大多指书籍的雕版印本。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所藏线装书籍以《资治通

鉴》、《四部备要》、求恕斋丛书和一些清代画册等

为主。

（一）《资治通鉴》版本

史部《资治通鉴》（２９４卷，附表１卷）、《通鉴目

录》（３０卷）乃北宋司马光撰，元朝胡三省音注；《续

资治通鉴》（２２０卷）是清人毕沅所撰，他承接了司

马光《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的体例，并分注考异，

在时间上，上至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９６０年），

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年），凡四百余年，

为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体通史。继司马光

而起者，如南宋学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１６８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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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后《四库全书》厘定为５２０卷）、李心传《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２００卷）、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２５０卷），或记北宋一祖八宗之事迹，或专记南宋

高宗一朝之事，或兼记两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

金和战之事，虽详略有差，裁断有别，但于保存有宋

一代文献，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然可惜的

是，因限于卷帙繁重，诸书流传困难，或竟致失传。

此后陈腏、王宗沐、薛应?欲续《资治通鉴》，但因

“不能网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

相癥牾，不能遽定其是非”［３］。

西南科技大学所藏《资治通鉴》分精装和简装

两个版本。精装本《资治通鉴》乃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年）中华书局排印版。简装本一百册，却更

为珍贵，是光绪纪元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之石印

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双行，四周双边，白

口，双鱼尾，并载有元朝翰林学士王磐序。另外还

有清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

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石印是一种平版印刷

技术，与铅印一起曾一度取代我国古老的雕版印刷

而占据主导地位［４］。

（二）《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版本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这两部丛书性质相

仿。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

印书馆开始广泛借印于江浙藏书家影印《四部丛

刊》，所收古籍三百二十三种的底本来源包括上海

涵芬楼、江南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无锡孙

氏小绿天、乌程刘氏嘉业堂、江安傅氏双鉴楼、江阴

缪氏艺风堂、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砋楼、海

盐张氏涉园、乌程张氏适园、江宁邓氏群碧楼、杭州

叶氏、平湖葛氏传朴堂、杭州蒋氏、南海潘氏、北京

图书馆、建德周氏、上元宗氏、吴县许氏、闽县李氏

观槿斋、萧山朱氏、南陵徐氏积学斋、慈溪李氏、德

化李氏、秀水沈氏、湘潭袁氏、玉田蒋氏、秀水王氏

二十八宿研斋等约三十家，几乎涵盖了当时全国著

名的藏书楼［５］。《四部丛刊》着眼于选择宋、元、明

的珍本影印，选用的本子大都是未经校订的宋、元

本，错讹多，可信度存疑。同时，其利用照相影印技

术刊行，不仅影印不够清晰，而且成本较高，所以

《四部丛刊》的收藏者较少。

当看到张元济的《四部丛刊》影响空前且得到

社会各界的认可后，陆费逵决心超越之。于是中华

书局着手策划、编纂出版《四部备要》活字排印本与

之抗衡和竞争。《四部备要》是中华书局１９２０—

１９３６年陆续编辑排印的，起初这部丛书收书三百

五十一种，李向群先生在《〈四部备要〉版本纠谬》一

文中表示成书共计三百五十六种。《四部备要》依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书目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列，

用丁氏仿宋活字排印。《四部备要》所选的书大都

是《四库全书》编成以后才问世的著作，集部收录的

更是历代名家的著作。后人对《四部备要》的评价

褒贬不一，有人说它的可信度不如《四部丛刊》，但

是《《四部备要》的史部收录了二十四史，较《四部丛

刊》略胜一筹。《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的主体资

料，为史家必备之书。商务印书馆曾辑印《百衲本

二十四史》，单独行世，虽为盖世珍版，但是《四部丛

刊》既为经史子集之总汇，不录《二十四史》，可以说

是一大缺陷。中华书局吸取了这个教训，首录“正

史”，赢得史家称颂［６］。由此看来，《四部备要》改进

了《四部丛刊》的不足，同时在校勘上下了大功夫，

不仅版面规范，而且利于阅读，相较缩版影印而言，

《四部备要》的铅字排印更为清晰，价格更低，更为

实用。

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

丛刊》，是将古籍影印后按照分类胶装出版，虽是非

线装书，但广泛借印了江浙藏书家的原版线装书，

所以内容与原本无过多差异，按照黄永年先生的观

点，也当属于“校勘精审性善本”。而《四部备要》则

偏重于实用性———选印较有代表性的校本、注本，

可以说该书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的常备书籍。

（三）求恕斋丛书版本

西南科技大学馆藏求恕斋丛书之《水经注正误

举例》一函四卷，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

单边，单鱼尾，卷前有牌记：“南林刘氏求恕斋刊。”

《水经注正误举例序》前有刘承干序，另有小引，正

文为五卷，分装二册，末页有后序。《今水经注》前

有刘承干序，正文为四卷合装一册。《汉书地理志

水道图说补正》卷前有吴承志自序，另有刘承干序，

正文为上下卷合装一册。

求恕斋丛书之《两朝平攘录》影印本五册，明朝

诸葛元声撰，高浚校，为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刻

本，封面有顾廷龙题字，四周单边，无行界，无鱼尾，

除此之外还有《明史·艺文志》本、《千倾堂书目》

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西南科技大学所藏是

１９８０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明刻本的影印版，这一

刻本又增加明嘉靖朝的《委寇》，故更名为《三朝平

攘录》，凡书五卷，记叙明隆庆、万历两朝有关国内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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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和对外关系的五件军务要事，每事一卷。

（四）画册（插图）版本

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的画册有清光绪辛卯年

（１８９１年）黄锡涛等编绘的成都蒋会文堂刻本《峨

山图说》，卷首有顾复初（号潜叟）题写的书名，卷一

有《峨山志图说序》和《峨山记》，纸张为白棉纸，一

册两卷，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无行线。《峨山图

说》描绘了峨眉山秀美的自然风光，每幅图上方有

小序注释，图文并茂，形象生动。插图本常见于佛

家经书典籍中的佛像图，在明清小说人物版画中也

比较常见。清代画家萧云从所绘《离骚图》一卷，白

口，四周单边，单鱼尾，无行线，雕版精致，印刷精

美。晚清文学家、语言学家潘祖荫将其剪贴装帧，

改为四卷，保留了原名“区湖萧云从尺木甫较”。西

南科技大学所藏乃是影印本，有《九歌》九图、《天

问》五十四图，其余有水迹，因虫蛀已无全貌，影印

时间已不可考。

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的清代插图本主要是影印

本。这种印刷方式基本可以保持原来刻本的面貌，

其字体和内容也很相近［８］。一般对于高校馆藏的

古籍，影印的胶印刷版就基本可以满足学习与研究

的需要，而如果需要质量更高的版本，那么就需要

更专业的印刷，如珂罗版印刷。珂罗版印刷是平版

印刷技术的一种，由德国摄影师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

发明，清光绪初年传入我国。珂罗版印刷作为一种

特殊的复制印刷方法，通过照相、修版、制版、印刷、

人工设色、钤印等步骤完成复制印刷，在笔画线条

和层次上表现出高仿真的效果，可保持原作品笔墨

之神韵，真实自然。这种方法常用来复制绘画、墨

迹、碑帖、古籍善本、古籍图录等，满足了广大书画

爱好者研究和收藏的需要［９］。用这样的技术来影

印古代套印技术下的古籍、画册，能最大限度地保

留它们原有的样子。

三、结语

此次整理的西南科技大学馆藏线装古籍书目，

没有按照《四部备要》的顺序来整理，而是按照西南

科技大学图书馆编排的书目进行整理，主要有两个

方面的原因。其一，图书馆还有许多古籍的分类都

是按照经、史、子、集的类别分的，这样好对比图书

编目有无问题、哪里需要修改和完善等。其二，除

《四部备要》之外的其他古籍的种类少，不便于系统

编目。通过古籍整理可使图书馆善本古籍这个板

块的书目信息进一步的完善，对所藏书籍的种类和

属性进行详细的分类，能使线装图书编目有血有

肉，详而不乱。

当代大学生对电子数据库的使用率大大高于

对馆藏文献的使用率。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

发展，大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更加趋于简洁化、全面

化、快速化和精确化，这对馆藏古籍的整理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高校图书馆古籍整理的意义在于，能

提高学生对馆藏古籍的利用效率，使其对照所列纲

目，能快速索取自己所需要的重要信息。高校图书

馆可以扫描馆藏古籍并上传至网络建立古籍数据

库，以满足学生随时随地、无地域限制查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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