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清光緒十年，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與其隨員楊守敬在日本東京合作刊成《古逸叢書》。該

叢書共收書二十六種，其大部份皆覆刻自當時中國罕見的漢籍。本書的研究主題即《古逸叢書》

的編刊過程及其與印本特點之間的聯繫。

底本方面，本書將《古逸叢書》分為校正覆刻與集字成書兩大類，以《爾雅》、《易程傳》

與《老子注》為中心，分別探討覆刻型底本的源流演變、從底本到印本的過程中所作校改的意

圖以及集字成書的方法得失。刻印方面，作者利用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所藏版片、浙江圖

書館所藏《原本玉篇零卷》試印本及多部《爾雅》印本等實物材料，對《古逸叢書》從刻版到

試印到正式刷印的全過程進行了細緻深入的考察。主事者方面，本書權衡了黎、楊二人各自訪

求底本之成績，並勾稽了黎庶昌刊刻其他書籍的事蹟。

本書以剖析典型個案的方式，比較真切地還原了《古逸叢書》的編刊過程。在區分底本類

型的基礎上，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印本及其相關版本加以校勘，辨明了其底本源流及校改內容，

使學界得以更準確地理解近代所謂覆刻本的含義。同時，首次將《古逸叢書》的版片與其印本

聯繫起來加以研究，為古籍版本研究如何利用版片等實物材料提供了操作性較強的例證。

作者簡介

蔣鵬翔，男，湖南長沙人，1980 年生，文學博士（專業為中國古典文獻學），館員，2011 年畢

業於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現供職於長沙理工大學圖書館，主要研究方向為版本目

錄學。曾在《中國典籍與文化》、《歷史文獻研究》、《圖書館雜誌》、《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等

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主編影印《四書章句集注（清吳志忠刻本）》、《阮刻毛詩注疏（清嘉慶

刻本）》等書，主持課題「古籍影印出版的技術探討與前景展望」獲 2012 年湖南省哲學社會科

學基金立項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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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一 
 

李  慶 

 
 
 
 
 
蔣鵬翔博士來信，說他的博士論文《〈古逸叢書〉編刊考》，臺灣的出版

社預定出版，要我寫一篇序。我很高興。他的論文寫得很認真，值得出版。

而在當前國內的出版界，這樣的學術著作，要出版大概比較困難。現有可

能，故值得慶賀。 
該論文研究的對象是《古逸叢書》。 
對於漢文典籍的關注和研究，是隨著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擴大深入，逐步

展開的。 
漢文著述，在近代以前，是世界上留存最多的歷史文獻。中國古代，隋

唐以前的金石、簡帛、寫本，早就流佈域外。此後，發明了印刷術，文化傳

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中國印製的漢文典籍，因官方交往，文人饋

贈，僧侶攜帶，商人販賣，流傳東亞諸國，散佈世界各地。 
書籍賜贈，有時成了中國帝王權貴顯示身份的手段。比如，在宋代，朝

鮮的使者到中國，要購買《九經》等書，就要得皇帝的恩准。一些大的著

述，如《文苑英華》、《太平御覽》等，則作為皇帝恩典，賜予四方。﹝註 1﹞即

便到清朝嘉慶年間，「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龔自珍《秋心三

首》之一），國勢已經衰落，大臣阮元給朝鮮學者贈送《學海堂經解》，還是

                                                      
﹝註 1﹞ 北宋熙寧七年（1074）二月，「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

人。」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五十，第 6100 頁。又賜贈《文苑英華》

等，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六十五，第 8744 頁。（北京：中華書局標

點本，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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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註 2﹞甚至列強堅船利炮，威逼到皇城根下的同治年

間，皇帝仍以贈送書籍來裝點門面。同治皇帝贈給美國圖書館的 906 冊典

籍。至今仍是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珍藏之物。面對這些，真不知是該引以為

豪，還是當捫膺長嘯？ 
總而言之，漢文典籍，曾是世界上知識和信息傳播最有力的載體。精美

的漢籍，成為那個時代人類文明的象徵之一。 
中國的知識人，關注流傳到海外中國文獻，由來已久。早在北宋時代，

歐陽修就有「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之詠，或只是一種推

測。﹝註 3﹞而明代外國傳教士帶回到中國的「古今形勝之圖」，則確實引起

過先驅者們的關注。﹝註 4﹞編撰《四庫全書》的乾隆時期的大臣們，對日本

留存古代經書文本「頗為詳備」，感到驚訝，因而山井鼎的書被收入《四庫全

書》。﹝註 5﹞ 
真正開始重視域外的漢文典籍、加以介紹收集，那是要到 19 世紀中葉

以後的事。打破鎖國，面向世界，涉足域外的官員、學者，如黎庶昌、傅雲

龍、黃韜、姚文棟、黃遵憲、沈曾植、羅振玉、楊守敬、王國維等，都注意

到了海外的漢文典籍。《古逸叢書》就是黎庶昌、楊守敬等人在這方面努力的

結果。在當時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學者譽之曰：「收訪之勤，刊刻之精，

紙墨之良，印刷之精，無不美備。」「海內士大夫得者，莫不驚為秘籍。」

﹝註 6﹞ 
海外收集佚書，和甲骨文的發現、敦煌文書的外流一起，構成了 19 世紀

和 20 世紀之交，中國文化的巨大變遷的宏偉畫面，其背景則是硝煙戰火、血

肉紛飛的慘痛洗練，是家國沉淪、民族危亡的悲憤呼號。《古逸叢書》就是在

這樣一個中國歷史文化轉折點的產物。 

                                                      
﹝註 2﹞ 見阮元給朝鮮學者權敦仁的文書。載日本《服部（宇之吉）先生古稀祝賀紀

念論文集》（富山房，1936 年）。 
﹝註 3﹞ 見歐陽修《日本刀歌》。關於此詩的作者，近代以來，有不同意見，日本的學

者提出當是司馬光之作。楊守敬也贊同。王水照先生曾撰專文論述。容再

考。 
﹝註 4﹞ 此圖存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關於此圖的情況，見日本榎一雄《論古今形勝

之圖》，載《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第 225～268 頁。（汲古書院，1994 年） 
﹝註 5﹞ 《四庫全書》經部，五經總義類《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條。 
﹝註 6﹞ 清陳矩《記遵義黎蓴齋先生刊古逸叢書》，見《東遊文稿》，《靈峰草堂叢書》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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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逸叢書》問世之後，影響不小，用者不少，但是真正從文獻學的角

度加以研究者，則不多見。鵬翔詳細調查了前人研究的業績。《導言》部分的

概述，不僅網羅國內主要的論著，論文，而且還包括了海外的重要成果，可

見研究的簡況，在此不贅。 
論文主體部分，著重研究叢書的編輯形成和刊刻過程問題。 
該文把《古逸叢書》編刊過程分為「編」和「刊」兩個階段，在「編」

的部分，又把叢書 26 種典籍的底本分為兩大類：校正覆刻型和集字成書型。

作者對「校正覆刻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爾雅》《易程傳》，「集字成書型」

最具有代表性的《老子》，進行了具體細緻的研究，得出：《古逸叢書》的

《爾雅》《易程傳》《老子》的底本，並非如原來學界所認為的那樣、「是和原

本一致的」新看法。 
作者還對《爾雅》的版本源流，作了探討，也提出了新的見解。 
在「刊」的部分，該文對《古逸叢書》現存的版片做了實物的調查，發

現了挖改的實迹，並結合版本的調查，一方面為前述「底本」部分的結論提

供了實物的證據；同時，也對《古逸叢書》的刊印過程：既有合刊，又有單

刊，還有多次印刷的情況，作了翔實的研究。 
論文的附編，對《古逸叢書》究竟誰是主事者，進行了探討。這個問題

在學術界有不同看法，也是《古逸叢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論文也提出了

獨自的見解。可供有關研究者參考。因為和版本研究這一論文的主題，不是

同一範疇，故列在附編。並非不重要。 
論文研究的對象明確，提出的論據確鑿，推理合乎邏輯，結論謹慎客

觀，應該說是可信的。 
鵬翔的研究方法，既有古典文獻研究傳統的版本校勘，也有面向現實的

社會調查，尤其可貴的是對現存版片進行了調查研究，這在近年古典文獻版

本研究中尚屬稀見。在研究的方法上，做出了新的探索。 
綜上所述，可以說，無論在迄今為止《古逸叢書》版本的研究中，還是

在近年我國古典文獻的研究中，該論文都堪稱是一篇佳作。在所論及的範圍

內，走到了研究的前沿。 
鵬翔是個平實人，做的是平實的學問，寫的是平實的文字。在今天的社

會上，寫平實的文字，做實事求是的學問，有時竟被不屑一顧。「平常」竟成

了某些自負者鄙視他人的貶詞，彷彿非要裝腔作勢地聳人聽聞，方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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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響」的「獨創性」，方有才華和價值，方能被賞識。殊不知，在學術領域，

沒有根據的「奇特」，故弄玄虛的喬裝粉飾，有時正反映出作者的病態和內在

的空虛。恰恰是腳踏實地的平實，包含著經得起錘打的內在實力和貨真價實

的自信。所以，對鵬翔著述的平實，我感到欣慰。 
此論文的出版，或可謂鵬翔在學術道路上又邁出了一步。在這個日益變

動的社會上，學術和生活的道路，都不會總是一帆風順。路漫漫其修遠。世

間當然有「天下事無不以不了了之」的灑脫。但在走上了學術研究道路之

後，我的耳畔，不時會鳴響起前賢：「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的警示。故還是

在此列出，期與鵬翔共戒、共勉。 
是為序。 

 

2013 年 7 月於日本金澤卯辰山麓 
時值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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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陳正宏 

 
 
 
 
二○○八年初春，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生招生考試已過，我所

在的古典文獻學專業卻碰到了一件尷尬事，我們新設的「中國古籍的海外收

藏與研究」方向，大概因為宣傳工作未到位，居然無一人報考。 
在古文獻專業博士點內增設一個有關海外漢籍的研究方向，是時任古籍

所所長的章培恆先生提出的一個頗有遠見的主張，為此他特地聘請了時在日

本金澤大學任教的李慶教授兼任該方向的博士生導師。在此之前，我們也

已經在古文獻的碩士生培養中做過多年的試點。如今在博士點上增設相關

方向，我想章先生的用意，是要讓復旦古籍所擺脫一種相對狹隘的視野，預

流正在逐步成為新顯學的海外漢籍研究，並為此培養具有復旦風格的後備力

量吧。 
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章先生家彙報中國古籍的海外收藏與研究方

向未能招生的情況。當時章先生雖已身患癌症，但堅持工作，而且思路清

晰，一如往常。章先生的意思，某個具體方向上今年是否能夠招收到合適的

博士生，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要在古籍所博士生的培養過程中有意識地

參與推進海外漢籍的整理與研究工作。以此商量的結果，是選擇一名本專業

已經錄取的優秀博士生，由我和李慶先生合作指導，培養其從事有關海外漢

籍的課題研究。當時選定的學生，就是本書的作者蔣鵬翔君。 
蔣君來自湖南，勤奮刻苦而心地單純，屬於那種比較典型的書癡一類的

學生。報考古文獻專業博士生面試時，他的認真與坦誠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入學後不久，他就在李慶教授的指導下，選擇清末黎庶昌、楊守敬在日

本編刊的《古逸叢書》作為博士論文選題。我則因為前此和《古逸叢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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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片有一段因緣，自然也十分贊同他從事這一課題的研究。 
說到《古逸叢書》的版片，那又是另外一則故事。自二○○二年第一次

赴日本訪問，在京都買到若干片日本刻本的書版運回國後，我對東亞漢籍雕

版實物情有獨鍾。在海內外訪書的同時，到各處經眼了不少有意思的古籍雕

版，也陸續收藏了一些可供教學用的中國及周邊國家古籍書版零片。這之後

有一次特殊的機緣，得悉《古逸叢書》刻本的版片，有相當一部分還存世，

就保留在揚州新建的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內。於是通過友人輾轉聯繫，在博

物館負責人袁淮先生的熱情支持下，終於在某一天的下午，獲得許可，親手

摸到了那來自東瀛、久聞大名且已歷經百年滄桑的片片雕版。此後我陪同日

本著名的書志學家、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的高橋智教授又去看過一次。高

橋教授回國後專門撰文，向東瀛讀者介紹這一出自日本著名刻工木村嘉平等

人之手的傑作。文章發表在日本《東方》雜誌上，其中說我對雕版研究「燃

燒著異樣的熱情」，還附了我在揚州調查拍攝《古逸叢書》版片時的工作照。

其實我當時已經知道，對如此重要又有如此龐大數量的《古逸叢書》雕版加

以系統的研究，非我個人所能承擔，我這種走馬觀花式的調查無法做出令人

信服的根本性的結論。而最合適的辦法，是介紹一位年輕的學者，來揚州雕

版印刷博物館作更細緻的現場調查，如此方有可能撰寫出高質量的科學報

告。因此若干年後蔣鵬翔君的出現及其選題，可以說是正好實現了我前此的

願望和計劃。 
但蔣君進入研究階段後的辛苦和曲折，超乎常人的想像。首先是面對兩

位研究風格和領域均不盡相同又都個性頗強的導師，如何適應協調，頗為苦

惱；其次是研究工作進展到中途，發現北京大學古文獻專業也有一位博士生

在從事相同的課題，而且起步還早半年，是放棄還是繼續，不免糾結；再

次是版片、實物版本的調查與文本的校勘，既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也需要一定的經濟支撐，如何安排措置，頗費思量。他不是一個習慣於傾訴

的人，但在做學問上很有韌勁。許多時候，他似乎更喜歡用自己與眾不同的

方式解決問題。所以常常會出現時而讓大家深感欣慰，時而又不免被脾氣急

躁的我痛斥的結果。不過最後他還是順利地闖了過來。其間還曾東渡日本，

在九州大學文學部做了一個月的短期訪問學者，近距離感受了那個製作《古

逸叢書》的既熟悉而又別樣的世界──當然，這又得感謝靜永健教授的鼎力

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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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君這篇博士論文的優點，我想不必由我來饒舌。李慶教授的序文，已

經作了全面的闡述。我在指導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有限，除了介紹蔣君去揚州

看《古逸叢書》版片，繼續我想做而無法做成的工作，餘下的就只有在和蔣

君的反覆討論中，確定把《古逸叢書》的所謂「影刻」區分為兩種類型，並

將之分別定名為「校正覆刻型」和「集字成書型」，僅此而已。 
但蔣君這一成果的意義，卻是有必要再補充說幾句的。 
《古逸叢書》嚴格而言並不能簡單地稱為海外漢籍，而應該是中國人在

海外委託外方刊刻的漢文古籍。其之所以值得研究，也不僅是因為其所據底

本中多有海外漢籍的身影，更重要的是因為作為一個特定的研究對象，它保

存了一部叢書從版片到試印本、初印本、後印本等多個關鍵環節的實物與文

本材料，可以為今日學界考察東亞漢文叢書的編刊和流播過程，復述出相對

比較清晰的演化路徑，同時也為今人準確地理解前現代時期東亞漢籍的「影

刻」，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全面的教材──所謂《古逸叢書》的底本可區分為

校正覆刻型和集字成書型兩大類，也正是通過實證，說明《古逸叢書》一類

的影刻古籍叢書，和今天一般理解的面目逼真、隻字不改，其實是兩回事。

在求真與求善的兩難處境中，先人們更看重的，首先無疑是求善。因此「影

刻」應該說是一種面影上求真和文本上求善的復合體。這恐怕也是到目前為

止東亞各國的版本學（或者叫書志學）界對「翻刻」、「覆刻」、「影刻」等名

詞術語難以獲得完全統一的界定的主要緣由吧。也正是在這點上，蔣鵬翔君

的工作，超越了一般專書研究論著中常見的那種相對狹隘的格局，而由點及

面，揭示出東亞漢籍的若干未曾被深度關注過的原生態的複雜面目，拓展了

古典文獻學研究的範圍與視野。這是讓忝為導師之一的我最感欣慰的。 

 

2013 年 8 月 31 日於復旦雙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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