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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镇馆三宝 一般都秘藏于严密保管的书库中, 如没有特别许可, 读者是无法阅览的。不过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开始, 至 2010年 2月 10 日期间, 在图书馆附设的历史文物陈列馆举办的 知来藏往 史语所所庆文献

特展 展览中, 各展出了其中一册, 同时也陈列了胡适发给傅斯年的电文( 史语所档案 杂三六 四四 一, 1947 年

4 月 24 日)及书简( 傅斯年档案 1670) 等与本次展出有关的各类文献资料。根据其中一份文献 , 即 歴史语言研

究所出纳室致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函 ( 史语所档案 补二三 一〇八、1947 年 9 月 16 日) , 北宋本 史记 四十册

的购入价格, 以当时的价格而言是一亿元; 宋蜀刻本 南华真经 十册则为三千万元。尽管论及此一细节略涉俗务,

不过作为历史纪录, 于此一并记下。该档案资料亦见 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庆祝史语所八十周年筹备会编, 2008 年 8月刊) 所载汤蔓媛 叙论 天禄琳琅外一章 一文里。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自 1989 年起推出经傅斯年整理的排印本 藏园群书题记 里, 引文中的 即印入宋元书

影者是也 被改为 即后印入宋元书影者是也 。如果实情如此, 那么这部分就可以看作是傅增湘的说明文字了。

摘 要: 宋元书景 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民国年间的古籍书影编纂, 但学界对于 留真谱 和 宋元

书景 的关系、宋元书景 的成书过程等问题,至今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忽视了其在目录版本学上的地

位,本文从 宋元书景 编者与民国古籍书影史与版本目录上的地位加以揭表。

关键词: 宋元书景 宋元书影 留真谱 傅增湘 缪荃孙 古籍影印

一、引 言

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为数众

多的珍贵古籍, 在学界享有盛誉。在这些珍贵

的典籍中, 北宋本 史记 、宋蜀刻本 南华真

经 、以及南宋本 文苑英华 被誉为 镇馆三

宝 。几年前笔者在调查这些书籍时, 得知宋

蜀刻本 南华真经 中, 附有旧藏者傅增湘的手

书题跋。跋文中, 傅增湘谈及他获知宋蜀刻本

南华真经 之存在的原委, 记载如下:

余辛亥冬, 以南北议和, 留滞上海, 曾

见宝砚岩手校宋本, 所据为安仁赵谏议本,

嗣归于涵芬楼。余假出临校于世德堂本,

未得终卷而罢。然缘此知 庄子 自世传数

本外, 又有赵谏议本。壬子春, 闻有宋刻

庄子 出于沪肆。亟访艺风老人询之, 云

正赵谏议本, 以仓卒寓目, 只影写首叶存

之。即印入 宋元书影 者是也。余遣人四

索,渺然无踪,怅惘弥日 。

在辛亥革命爆发的这一年, 即 1911 年( 宣

统三年) 冬的 12 月, 傅增湘以袁世凯全权代表

唐绍仪之顾问的身份前往上海, 进而得知沈岩

( 宝砚) 用于校勘的 安仁赵谏议本 的存在。其

后, 由于此校本被收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

所开设的藏书室 涵芬楼中, 傅增湘将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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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出, 与世德堂本( 明嘉靖时吴郡人顾春的室

名, 于此刊行之 六子全书 本的 南华真经 ) 对

校, 得知此一被称为 安仁赵本 的版本, 可能和

目前传世的 庄子 诸版本属于不同系统。接下

来, 在壬子( 1912) 年春, 傅增湘耳闻上海古书肆

里出现了称为 宋刻庄子 之书, 他立刻拜访了

艺风老人缪荃孙, 得到该书即为 安仁赵谏议

本 的答案, 其首叶并已载入 宋元书影 。其

后, 尽管傅增湘用尽一切手段寻找该书的下落,

却杳然不知其踪。直到从那时算起的三十年

后, 即 1941 年的年末, 才终于获得此一典籍。

这篇 题跋 是在 壬午暮春 , 也就是 1942 年春

所写成的 。

图一 有正书局版 宋元书影 封面

在读这篇文章时, 笔者本来认为后段言及

的 宋元书影 指的即是民国年间由上海有正书

局出版的四册本 宋元书影 ( 以下简称有正书

局本) , 别名 宋元书式 , 有正书局本大部分缺

了书肆名等刊记, 它是将一百四十种宋元书的

书影根据四部分类、以四册本收录的一部石印

本[ 图 1] 。不论是 1998 年 3 月江苏广陵古籍

刻印社出版的线装本, 还是收录于 2003 年 5 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之 珍稀古籍书影丛刊

里的本子, 均是有正书局本的复印本, 因此在现

阶段, 一看到 宋元书影 的书名, 就立刻使人联

想起这部四册本不分卷的 宋元书影 , 也是合

乎情理的判断。

为了确认上述记载, 笔者在对 宋元书影

进行调查后发现, 书中无傅增湘所云宋蜀刻本

南华真经 首叶, 仅仅收录了宋人林希逸 庄子

鬳斋口义 卷八 杂篇徐无鬼第二十四 的第一

叶而已[ 图 2] 。

图二 有正书局版 庄子

这么一来, 傅增湘在这里提到的, 收录了

安仁赵谏议本 南华真经 书影的这本 宋元

书影 , 究竟是指什么呢? 其实, 除了有正书局

本, 民国初期还有另一部以 宋元书景 为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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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傅增湘考证, 安仁 并非如缪荃孙所言是北宋赵文定之名, 而是所属于蜀临邛郡的大邑县( 位在成都

以西)县名, 赵谏议 应是出自该郡的赵氏一族。傅增湘据此指出, 该书为一部在当时尚未为人所知的古系统

本 宋蜀刻本。详见拙论 关于宋蜀刻本 南华真经 附载之傅增湘手书题诗题跋 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

书馆藏本 (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 第五四辑, 2009 年 2 月)

宋元书影 这个书名是记载于各册题笺上的名字, 也有不少欠缺的; 不过欠缺书名的内扉, 记有 宋元书

式 。另经笔者对几部实物进行调查, 目前还未发现载有 有正书局 这一书肆名的本子, 暂时根据各收藏机构的目

录。这部书来历不明的地方颇多。



行之书籍, 木板一册[ 图 3] 。现已得知, 安仁

赵谏议本 南华真经 的书影即收录在这本书

中。

图三 宋元书景 扉页题字

厘清了 宋元书景 存在不同版本的区别,

笔者原有的疑问便得以解决。尽管如此, 笔者

在这次对 宋元书景 的调查中, 依旧发现了一

些相当有趣的问题。在此, 笔者仅针对这些问

题提出己见, 供学界同仁参考。

另外, 由于 宋元书影 与 宋元书景 二者

音义皆同, 因此各种目录上经常将二者混为一

谈, 忽视了二者的区别, 这些区别至今仍未得到

澄清。有鉴于此, 本文将二者的区别加以论述,

以期引起研究者注意。

二、关于 宋元书景

有正书局 宋元书影 似乎是书肆为了贩卖

用途, 将诸多方面搜罗来的各种材料以石印本

的形式印制而成的。由于近年来其影印本也获

得出版, 庋藏此书的相关藏书机构也相对较多。

另一方面, 宋元书景 原本就是文献学者间作

为参考数据流传的另一版本系统, 出版数量也

有限, 今日收藏该书的馆室较少, 因此将此书置

于手边阅览的机会也必然地较为稀少。此外,

该书同样没有牌记, 从书籍本身无法得知编者

姓名, 其收录书影也因各本不同, 有或繁或简之

出入, 亦无固定格式。

目前, 就笔者所知, 宋元书景 有以下诸

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四本)

上海图书馆藏本( 一本)

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藏本( 一本)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藏本

( 一本)

在上述诸本中, 除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中的一本外, 得以确认各本均收录了 安仁赵谏

议本 南华真经 第一卷第一叶的书影。不过

和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原本相对照后, 这些书影

却给人相当不同的印象[ 图 4] [ 图 5] 。

图四 宋元书景 版 南华真经

首先, 书影在版框右下角附加了原本( 傅斯

年图书馆藏本) 所没有的藏书者印记, 如艺风

堂、张氏适园、南陵徐氏积学轩等。这为我们了

解 宋元书景 及藏本版本源流提供了十分有用

的线索。文字的字体比原本略细瘦, 音注的被

注字部分原本是阴文( 黑底白字) , 书影中虽有

黑框, 但却成为了和其他注文一样的阳文。这

是怎么一回事呢?

针对上述问题, 上海图书馆藏本为我们提

供了有力的线索。该书和其他单位收藏的本子

相较, 欠收书影( 即所谓欠叶) 较多, 可以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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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残本, 但这个本子的封面上题有 菊生道长惠

存 孙毓修谨赠 辛酉正月 的题词, 以及 书

影 江阴缪氏新雕 的题字。换句话说, 这部书

是孙毓修于 1921 年( 民国十年) 正月馈赠给张

图五 宋蜀刻本 南华真经

元济( 菊生) 的, 并附有此书为艺风老人缪荃孙

所新刻之说明[ 图 6] 。

由于孙毓修是缪荃孙的高足, 此处所题 缪

氏新雕 应正确无误。又据缪荃孙自订之 艺风

老人年谱 ( 以下简称 年谱 ) 宣统三年辛亥,

年六十八岁 条目中, 有 刻本馆宋元本书留真

谱 的记载, 并可见 本书一叶, 牒文、牌子、序

跋、述源流者, 均摹之, 加考一篇 之注记 。

年谱 所记为 留真谱 , 无论 书影 或 书景

的文字都未出现于此。不过我们可以判断, 这

就是其后被辑刻为 宋元书景 著作的 原型 。

这里所谓 原型 的意义, 将在后文中述及。

年谱 中提到的 本馆 , 指的究竟是缪荃

孙在前一年接受张之洞之邀出任正监督( 馆长

职) 之职的 京师图书馆 , 还是指该馆前身的清

学部图书馆 , 并不十分清楚, 但两者有直接的

图六 上海图书馆藏 宋元书景 封面题辞

继承关系, 故其所言 本馆宋元本书 应无大的

出入。在 宋元书景 所收四十种宋元版书影

中, 如参考版框外边的印记, 可注意到 学部图

书馆 所藏共占十二种, 为数最多; 其次为缪氏

艺风堂 所藏, 计有九种; 两者加起来便占了全

部书影的一半以上 。这点也充分证明缪荃孙

参与了此书的编辑。众所周知, 编纂学部图书

馆所藏善本书目(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 ) 的

就是缪荃孙, 因此, 他应该是最为清楚地掌握馆

中诸本所藏状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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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风老人年谱 的抄本(影印) 以 艺风老人自订年谱 为题, 收录于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 ( 台湾文海出版

社, 1970 年) 第五十一辑。另亦见于 中华历代名家年谱汇编 ( 台湾广文书局, 1971 年) 第一辑等处。北京文禄堂

曾于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出版以此抄本为底本的木版本。

在调查过的共计七本 宋元书景 中, 东京大学图书馆本收录了最多的书影。根据这个本子 , 全四十一种

书影内容如下: 学部图书馆 藏本十二种、艺风堂 (缪荃孙) 藏本九种、张氏适园 ( 张钧衡) 藏本七种、南陵徐氏

积学轩 ( 徐乃昌)藏本二种、刘氏玉海堂 (刘世珩) 藏本二种、阳湖董氏 ( 董康 ) 藏本一种、刘氏嘉业堂 ( 刘承

干)藏本一种、无锡 (孙毓修) 一种、无记名六种。



不仅如此, 缪荃孙还经手了为数众多的书

籍编纂和木板的出版品, 他的身边不乏专业技

能精湛娴熟的刻工 。 影刊 一本不足百叶的

小册子对他而言应是很容易的。当时虽已开始

有石印印刷, 但由于运用照相摄影进行制版的

技术还未臻于成熟, 因此可以推测他采用了既

有的 覆刻 影刊 等传统方法来印制 。

实际上, 在上述作业中, 影钞了宋蜀刻本

南华真经 的就是孙毓修。孙毓修于民国十一

年( 1922) 十月所写的 庄子札记 , 附录于 四部

丛刊初编 所收之明世徳堂刊本 南华真经 的

卷末, 其中有如下的记载:

辛壬间,沪市出宋刻本,卷末有二行,云

安仁赵谏议宅一样 子(样字下一字为人挖

去。 续墨客挥犀 七, 木馒头, 大中祥符年

一样造五十只。以此例之,挖去者必为数目

字矣。赵氏所刻, 盖不止 庄子 )。 北

宋人刻古书, 音义辄附卷后, 不应 庄子音

义 散入注下, 疑南宋人所为, 赵氏原刻不

尔也。赵本每叶十八行, 行十字, 注倍之。

予既借校于世德堂本上, 又手摹一叶与缪

艺风先生, 今刻入 书影 者是也。后见雍

正中沈宝砚校本, 一样下亦阙一字。盖所

见即此本矣。 丛刊 中以世德堂本影印,

复录赵本异同如左。壬戌十月。留庵居士

孙毓修。

辛壬间 指的是 1911 年( 辛亥、宣统三年)

至 1912 年( 壬子、民国元年) 间, 当时孙毓修确

认了 安仁赵谏议 本 南华真经 的牌记, 在世

德堂本中写入校记, 又 手摹 了一叶献给老师

缪荃孙。这叶还同时被录入了 书影 。据上引

记载, 今天我们在 宋元书景 中见到的这叶书

影, 其书写原稿便是孙毓修亲手摹写下来的了。

前文已提到 宋元书景 中收录的书影, 均

在版框外记录了所藏机构的名称, 但仅有这部

南华真经 例外, 只记载了 无锡 一地名, 并未

明确标示藏者姓名。 无锡 指的其实正是生长

在无锡城郊的孙毓修其人, 故本叶应为孙毓修

所摹当无异议。即使摹写的人是孙毓修, 书籍

本身的拥有者也并非孙毓修, 因此不能像其他

的书影一样, 记下 无锡孙毓修氏藏 孙氏小绿

天藏 等。

另外, 对宋蜀刻本 庄子 而言最为重要的

牌记 中 安仁赵谏议宅一样 子 的部分虽然

未被 宋元书景 采录, 不过如果孙毓修所提供

的仅仅是 一叶 而已的话, 事情就说得通了。

了解了上述事情的原委,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傅

增湘 题跋 中 以仓卒寓目, 只影写首叶存之

的文字间, 深切体会到缪荃孙的遗憾之情了 。

三、 留真谱 与 宋元书景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 宋元书景 的书名并

非 年谱 中所提到的 宋元本书留真谱 , 而应

是 书影 或 宋元书景 。关于这一点, 恐怕我

们也有必要作一番探究。

本来古文献的研究就是一门必须亲自观察

对实物进行比较检讨, 才能从事的学问。当时,

自清初形成的考据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对这个领

域也产生了影响, 根据实物进行校勘, 对诸书不

同版本系统加以研究的风气日益增强。伴随这

种现象而来的, 就是学者们逐渐意识到, 仅靠旧

有的半叶几行、行几字、单( 双) 鱼尾、白( 黑) 口

等行款版本记录无法充分反映古籍的实际情

况。根据此一理念企划刊行的书籍, 就是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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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杨洪升 缪荃孙研究 第九章 编刻书研究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

此一方法即为: 由于无法将作为底本的宋元版切离下来当版样, 所以先在底本上覆盖一层半透明的薄纸,

将行款、点画等全部依照原样进行影钞( 描摹) , 把这张纸翻转过来贴在版木上之后, 据此雕刻( 影刻) 版木。音注的

文字之所以从底本上黑底白字的阴文变成了书影中的阳文, 就是这个缘故。

直到此时, 不论缪荃孙还是孙毓修, 都只知道这是一部不同系统的南宋本, 并未确定它是蜀刻本。



敬的 留真谱新编 ( 封面题、扉页题) 了 。

杨守敬先前曾担任 古逸丛书 在日本刊行

的纂辑工作, 因此拜访了 经籍访古志 著者之

一的森立之; 森氏是为这项事业开创了契机的

关键人物。当时杨守敬在立之那里看见一巨册

一模一样的 摹写 的古抄本, 其题名为 留真

谱 , 于是恳请立之转让, 并获得此书。其后, 他

便想到可以拿该书作为雏形, 转而运用在宋元

版 影刻 的制作上 。

这部 留真谱新编 十二册中收录了当时难

得见到的各种古籍善本及古钞本、和刻本等多

达三百九十种的书影, 不过要将这么多的书籍

一次复制出全卷来, 不但没有时间, 而且也缺少

经费。于是该书多半仅翻刻了一叶、两叶, 甚至

半叶, 而且有些书影仅有一行中的上下各一字。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这大概就像一种保有原尺

寸大小的样本册子。不过由于该书收录了大量

不易见到的善本的书影, 跟过去记述式的行款

说明相较, 更为直观可靠, 因此 留真谱新编 出

版后在学者间广受重视与欢迎。

这部 留真谱新编 的刊行是光绪二十七年

( 1901) 之事, 但杨守敬其后继续推动这项事业,

刊行了新加入一百七十五种书的 留真谱二

编 。其发行是在杨守敬去世后两年多的民

国六年( 1917) 。

可以推测, 其间缪荃孙受到杨守敬 留真

谱 事业的启发, 想到可以刊行同样的 宋元本

书留真谱 。该书最初被冠以 留真谱 之名, 恐

怕也是出自这个原因。另外, 作为其注记, 本

书一叶, 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 均摹之, 加

考一篇 所言( 年谱 ) , 自然是出于文献学上理

所当然的考虑, 杨守敬在 留真谱新编 卷头的

序文里, 介绍了森立之的 留真谱 , 曰: 余于日

本医师森立之处, 见其所摹古书数巨册( 或摹其

序, 或摹其尾, 皆有关考验者) , 使见者如真本面

目, 颜之曰留真谱。据上, 缪氏在编辑 留真谱

时, 体例与方法也有意仿效森立之和杨守敬的

做法。

我们可以在缪荃孙的日记 艺风老人日记

( 以下简称 日记 ) 中 辛丑日记( 1901年) 五

月十七日的记载里, 看到 寄留真谱八册, 二妙

集文集刻本 等文字, 从而确认缪荃孙曾在 留

真谱新编 刚出版没有多久的时候, 就看过杨守

敬的 留真谱 了。这里并没有写出书寄给了

谁, 不过由于 贵池二妙集 是他的友人刘世珩

( 聚卿) 所辑, 想来是送给刘世珩的。接下来, 在

同一年九月十日的日记里, 有 聚卿还留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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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在 留真谱新编6的/叙文0中提到: / 著录家于旧刻书多标明行格, 以为验证。然古刻不常见, 见之

者未及卒考, 仍不能了然无疑。余于日本医士森立之处见其所摹古书巨册 (或摹其序, 或摹其尾, 皆有关考验者) ,

使见者如遘真本面目, 颜之曰留真谱。本河间献王传语也。余爱不忍释手, 立之以余好之笃也, 举以为赠。顾其所

摹多古钞本, 于宋元刻本稍略。余仿其意, 以宋元本补之。0

根据陈捷5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N 研究))) 清国驻日公使馆N 文化活动6( 汲古书院, 2003 年 2 月) 第三

部第四章第五节的论证, 森立之转让给杨守敬的5留真谱6为江户后期学者小岛宝素的稿本, 此书是蹈袭并扩大了

宝素的5留真谱6加以完成的。

此处收录书籍的数量, 系依据台湾广文书局出版的5书目五编6中所收5留真谱初编6及5留真谱二编6的目

次。尽管这部影印本为适应系列书籍的出版需要被缩小了尺寸, 不过该书目次记载了全部书影的书名、板本、行

款、板框、书影叶数、题跋者姓名、杨守敬附记之有无, 以及在森立之5经籍访古志6和杨守敬5日本访书志6中的著录

情况, 十分方便。另在该书收录书影中关于5论语6的诸本, 高桥智5室町时代古钞本3论语集解4 N 研究6 ( 汲古书

院, 2008 年 9 月) 的第三部第二编第二章/杨守敬观海堂旧藏室町时代古称本5论语集解60中有详尽的论述。

想来所谓/新编0 , 是指森立之针对5留真谱6一书进行重新编辑之意, 故当初应该就采用了这个书名。不

论封面题或书扉, 皆记为/留真谱新编0。因为书帙中也有记为/留真谱初编0的, 所以也称/初编0 , 应是其后还有

/二编0之故。究其原因, 恐怕是由于称较早出版的书为/新编0似乎不恰当。此外, 在日本先行问世的稿本5留真

谱6不久即被人忘记, 一提到5留真谱6 , 反而会先想到杨守敬的书 ; 等到/二编0出现后, 这本书的名称就固定下来成

为5留真谱初编6、5留真谱二编6了。

5艺风老人日记6 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 ( 1986 年 4 月)。第八卷末尾附有民国二十五年

( 1936)北京文禄堂出版之雕版印刷的5艺风老人自订年谱6及夏孙桐的5缪艺风先生行状6。



的记载, 应是归还了当时借来的书。

此外, 翌年( 壬寅, 1902) 十月五日有/聚卿

托选留真谱0的文字, 据此, 建议缪荃孙编选新

5留真谱6的人正是刘世珩。刘氏可能认为, 以

缪荃孙的藏书、学识及财力, 要编一本不同形式

的5留真谱6, 不是办不到的。这就是后来5年

谱6在/宣统三年辛亥0( 1911) 提到的/宋元本书

留真谱0了吧。

但是这部书却没有以/宋元本书留真谱0为

名刊行的痕迹, 在刊刻之际, 书名被改成了5宋

元书景6。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为5年谱6在这里

谈到的是/本馆宋元本书留真谱0, 然而过了不

久, 收录的书影超越了/学部图书馆0的馆藏范

围, 而扩大到其他收藏者所藏典籍。之所以说

5年谱6中所言/宋元本书留真谱0是今日见到的

5宋元书景6之原型, 就是这个缘故。

四、5宋元书景6的刊成时间

  这本由缪荃孙亲自编选的书影, 其后的增

补次第同样也可以在5日记6等记述中逐次找到

其经过。

首先, 例如在5日记6的/乙卯日记0, 即民国

四年( 1915) 的正月三日, 有/定留真谱书景, 止

十九种目, 藏书十种0的记载。此处/留真谱0与

/书景0并记, 似乎到了这个时期, 应收书目的选

定工作已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 在民国五年( 1916) 的/丙辰日记0

十一月二十六日条目中, 可见/发常熟丁秉衡

信, 并宋元书影¹红印刊0的记述, 可知本书在

此时已发版。当时缪荃孙寓居上海, 他随书信

寄送了5宋元书影6给他的一位高足, 即常熟丁

秉衡。此外, 民国七年( 1918) / 戊午日记0三月

二十二日有/发禄保信, 寄宋元书影四本0给长

子禄保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到了这个时候,

缪荃孙已经不将这本书视为/宋元本书留真

谱0, 而称作5宋元书影6了。

这么一来, 到了民国五年或七年的时候,

5宋元书景6( 即5日记6中提到的5宋元书影6) 是

否已成书了呢? 恐怕也不尽然。因为在/己未

日记0, 即民国八年( 1919) 三月二十五日的条目

中, 可见/影写家藏宋版书, 入宋元书影0一文。

接下来, 同年七月十一日还有/排好宋元书影,

交子林卅元, 饶心舫来问诗词写法0等内容。子

林指的是刻工陶子麟, 饶心舫º则是为版本上

写字的书法家。到了这个时候, 才终于定下了

完成版的书影顺序。5宋元书景6应该就是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增加其收录书影的数量。

我们能调查到的七本5宋元书景6, 其收录的书

影之所以繁简不同, 正和这样的成书经过有关

系。

图七 5宋元书景6封面题签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我们无法知道这时添加的/家藏宋版书0是

指什么, 不过这应该是5宋元书景6所收录的最

后书影。究其原因, 是因为就在民国八年

( 1919) 这一年的十一月一日, 缪荃孙以七十六

岁之龄辞世了»。在他逝世前不久的闰七月四

日, 5日记6中有/发陶子麟信, 寄翁诗、宋元书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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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用/影0字。

/饶心舫0一作/饶星舫0 , 盖方言有别所致。

附录于5艺风老人日记6的/艺风老人年谱0有两位子嗣所书追记, 逝世年月日据此。



封面签字0的内容。这里的/宋元书抄0指的应

当就是5宋元书景6, 所以要到了这个时候, 封面

题笺文字的书写始获委托[ 图 7] ¹。

这些作业全部完成并交至缪荃孙处的时间

是在民国八年( 己未) 十月一日, 当天的日记中

有/陶子麟寄宋元书影来0的文字。十多天后又

有/饶心舫来, 带来宋元书影三十册0( 十月十五

日) 0等内容, 也就是说饶心舫直接为缪荃孙带

来了一定数量的成书。

综上所述, 通过探讨今日所见5宋元书景6

的成书过程, 我们可以注意到: 即使该书的编纂

自清末/宣统三年0已开始, 在当时, 其内容恐怕

也仅限于/学部图书馆0所藏的宋元书, 而不包

括其他的藏书机构所藏诸书的书影。5年谱6

/宣统三年0条目中提到的是/本馆宋元本书留

真谱0, 从此一书名很难想象该书内容包含了其

他机构的藏书。5宋元书景6这个书名也很明显

不是当时决定的。以此为/原型0, 民国后, 缪氏

又得到其他藏书者的大力协助, 大大拓展了此

书的规模。我们于是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本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内容, 最终完成于缪

荃孙辞世不久前的民国八年( 1919) 十月º。

另外, 在这部5日记6中, 傅增湘的名字屡次

出现。关于5宋元书景6的记载, 则出现在/己未

日记0( 1919) 六月二十五日: / 应傅沅叔信, 还韵

语春秋一册, 送宋元书影一册。0傅增湘在前一

年, 也就是 1918 年 1 月 15 日曾致信缪荃孙, 询

问/前年见所刻古书留真谱, 已成帙否0, 上述

/应傅沅叔信0就是对他的回信»。由于这个时

候5宋元书景6已接近其最终版本, 其中应已包

含了傅增湘一直想一窥其貌的蜀刻本5南华真

经6的首叶书影。在此时, 傅增湘还未获得蜀刻

本5南华真经6的原本。

五、5宋元书景6的作用与影响

  杨守敬5留真谱新编6与缪荃孙5宋元书景6

问世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 这一期间, 印刷技术

有了极大提高, 诞生了仅较真迹略逊一筹、却与

之几可乱真的/影印0本。现在各藏书、研究机

构以及个人藏书的书架上, 陈列的为数众多的

宋元版/影印0本便是拜其所赐。正因如此, 我

们更应铭记在心, 这项事业的发起、壮大以及成

熟来自清末民初上述先人们的苦心经营。

就本文讨论的5宋元书景6而言, 虽然以今

天的眼光看来, 它的内容不出样本目录册子之

域, 不过在当时, 该书无疑受到了格外的重视。

又由于它透过缪荃孙的眼力选编, 因此得到了

学者同好的广泛信任。孙毓修将此书赠送张元

济, 其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恩师的遗作而

已, 而是用来作为张元济日后从事/影印0事业

的参照物。

另外, 5宋元书景6明确标示了各书影的收

藏地点,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记载, 了解当时书籍

流通的一个过程; 该书明确地标示了可资与底

本相比勘的线索这点, 也极具版本校勘价值。

这是先前杨守敬的5留真谱6中所欠缺的。5宋

元书景6的版面和当时的石印影印本相比, 更为

鲜明、逼真。

缪荃孙所辑5宋元书景6对后世产生了很大

影响, 以致/书影0一词取代了/留真谱0, 成为版

本目录学上的一个固定学术语言, 并逐渐发展

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其后的民国年间, 陆续

出现了仿效本书的各种出版品, 如瞿启甲5铁琴

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6( 1922 年) 、柳诒征5盋山

书影6 ( 1928 年) 、刘承干5嘉业堂善本书影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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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到的5宋元书影6中, 封面有题笺的只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本子。其题笺为/宋元书影0。

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本收录的书影中, 欠了5庐陵欧阳先生文集6卷第一(张氏适园藏) 的一叶。

在众多收藏机构对编者、刊年等未记载或标记为不详的情况下,5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6记

载为/清缪荃孙辑、宣统三年江阴缪氏刊本0。另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标注为/民国年间[ 1912 ) 1949]0。这

些书籍本身都缺少刊记等, 明确标示上述数据的记载, 乃是武断的。

傅增湘致缪荃孙的书信收录于5艺风堂朋友书札6 (5中华文史论丛6 增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信末有/一月十五日0的日期, 由于信件内容中有/近日始得北宋乐府诗集, 十三行廿三字0的记载, 可以判断

当时是 1918 年。关于北宋版5乐府诗集6 , 参照5藏园群书题记6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6 月。



( 1929年)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5故宫善本书影

初编6( 1929 年)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5重整内阁

大库残本书影6 ( 1933 年) 、王文进5文禄堂书

影6( 1937 年) 、陶湘5渉园所见宋板书影6( 1937

年) 等。不久, 这类书籍中以/图录0为名出版的

逐渐增加, 包括这些/图录0在内, 书目分类开始

设置/书景0或/书影0的类目, 这也源自缪荃孙

的5宋元书景6。上述正是缪荃孙编辑5宋元书

景6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最大贡献¹。

尽管该书在版本目录学史上有如此的意

义, 但近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所出版的5珍稀

古籍书影丛刊6中, 并未收录缪荃孙的5宋元书

景6, 其存在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 这实在

是令人遗憾之事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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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书影0的专论尽管并不多, 本文仍参考了以下文章: 刘奉文、魏芳华5中国古书书影小史6 (5古籍整理

研究学刊6 1987 年第 3 期)、林申清5书影概说6 (5学术集林6第十四卷, 1998 年 10 月) 、陈先行5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

录前言6 (5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6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王亮5古籍书影概说6 (陈正宏、梁颖5古籍印本

鉴定概说6 ,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 6 月) 等。这些文章虽皆为概论性质, 不过都简洁扼要, 十分有益。

5书目类编6 (台湾成文出版社, 1978 年)的第八十六册以不分卷的形式收录了有正书局本5宋元书影6 , 标

注/缪荃孙辑0可说是著录错误莫此为甚了, 以致收录该书的各大图书馆皆因袭了这个讹误, 今后必须加以改正, 以

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