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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谈古籍人才。所谓古籍人才，指的

是古籍整理人才。古籍整理，就大的方面而

言，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古籍内容方面

的整理，如辑佚、校点、笺注、集解、今译

等多种形式，主体在中华书局等；一块就是

我们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如著录、分类、编

目等各环节的工作，主体在各类公藏单位，

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图书馆。一个人在图书馆

工作多年，古籍著录、分类、编目样样都做

过，而且都能胜任，那你就可以说是一位图

书馆方面的古籍整理人才。不是说你非要写

出多少篇文章，才算人才。尤其是现在的年

轻人，学历都比较高，容易接受新知识、新

技能，踏踏实实做几年实际工作，都会成为

这方面的人才。我们怕就怕有的人好高骛远，

没有多少认真的实践，就想越过几步雷池，

直取古籍鉴定的桂冠。我经常给《文献》杂

志看稿子，不少的稿子一看就是急于求成。

我不是说不能写，一般学历史、中文等文科

的，在图书馆待几年，又跟着编过几年目，

于是从文献的角度，就写出了文章。这方面

的人才并不少，现在读这方面的博士随处都

是。你说他不是人才，恐怕也不行。但一动

真格的，就又显出了空虚。我曾说某一种书

有头有尾，序跋齐全，书品也很好，其本身

已能证明它是什么版本，那就用不着你在去

考定。问题是几百年来所存至今的古籍，尤

其是宋元时期的版本遗存，不少残头缺尾，

本书没有内证可资考证。或者经人改头换面，

有意造假，恐怕就不是你依据一点文献就能

解决的了。这就要你的真功夫。真功夫从来

就不是很容易就能得来。之所以说缺人才，

缺的就是这种有点真功夫的人才。我们长期

做古籍工作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某

单位或某人有一些藏书要出手，或者某单位

藏书要整理，其中有几部书或派或请你去看

看，这个时候就要真的了。因为这时候你带

什么工具书哇，没有工具书好带。现在好一

些了，笔记本电脑里可以查询，到时候还可

以查一下。我们早年工作那个时代没有这个

条件，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你的真功夫。今天

上午为贵馆鉴定的那部书，就无头无尾，这

就要调动你所积累的有用知识和经验，拿出

一个令人信服的鉴定意见。这种人才是缺乏

的，也是难以培养的。但世上无难事，只要

肯登攀。当然，这方面人才缺乏，这方面人

才难以培养，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客观方面，你所在的单位，藏书不多不全，

又没有像样的先辈师长，这就是客观方面的

不足。主观上来说，古籍工作本来就是冷板

凳，领域小，难度大，见效慢，坚持下去不

是很容易。要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就得横

下一条心，最后终能成功。当年我被分配到

国家图书馆，赵万里先生还健在。但翌年“文

古书版本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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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即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文化大革

命”决定了我没有师承关系的命运，逼得我

只好用最笨的办法，走最曲折的道路，为自

己储备、积累一点真功夫的基础。笨也有笨

的好处，道路曲折也有曲折的优胜之处。因

为都是你自己摸索的，并且在曲折中还经常

出现反复，这也会加深你的记忆，磨砺得愈

多，知识记得愈牢，经验积累也愈丰富。这

就是事物的两面。有人跟我说，某个图书馆

的一万多部藏书，他都摸过，可是真的一看

书，而且是帮藏家看书，便看错了。说明他

说话不太可信，也说明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没多大用。还需要深入地、认真地研究一些

书，甚至为每部看过的书都写一篇专文，至

少也得写一篇像样的提要，这样大概也不需

要看一万部书，认真研究过一两千种，那已

经很了不起了。问题是不看则已，看就要深

入进去，就要能说出所以然。日积月累，我

就不相信不成。

中国公私都有悠久的传统，古今中国有

很多藏书家，开初也只是对古籍有兴趣，也

并不深懂。我举个例子，古籍部的人都不会

生疏这个人，他就是黄丕烈。黄丕烈这个人，

先是考中了举人，后来考进士却名落孙山，

但清朝对他还很不错，使用了一个政策，叫

“大挑一等”，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破格提拔，

授了一个县令，他还不干，非要回家玩书，

搞收藏。中国的文人常常以考不中进士，就

指责别人眼不视珠，甚至怀才不遇。如唐朝

孟浩然他就是我们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

阳”。开元二十五年（737），进京应进士第，

结果榜上无名。他和王维是好朋友，王维曾

私自带他入禁林，正赶上玄宗临幸，孟浩然

只好藏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只得告诉上

皇帝。上皇帝说“素闻其人”，因召见，命自

诵所为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上曰“不

求进而诬朕弃人”，命放归还乡。你看他虽

“不才明主弃”，实质则是怀才不遇的另一种

说法。黄丕烈也有这种情绪。封建社会的文

人士大夫，大体如此。特别是仕途不顺，乃

至于遭贬时，就常常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陶

渊明。他为了搜集两陶集，花了不少心血，

后来百费周折，将两部宋版陶渊明集子都弄

到手，就在自己藏书楼正堂专门开了一个藏

书室，取名“陶陶室”。关于“陶陶室”，我

有一篇文章讲这当中有趣故事。现在两部宋

刻陶渊明的著作都在国家图书馆。黄丕烈为

什么看重这两部陶集，与其佞宋有关，与其

借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也有关。苏轼也

一样，得意时，他想不起陶渊明，待到遭贬

失意，便借用陶醉自己。其实他们的情况，

跟陶渊明不一样。陶渊明所在的东晋时代，

仍然是门阀世族盛行的时代，非常讲究门第

出身，一个人的官位再高，若是出身低微，

仍然被人看不起。陶渊明的祖父官职就很大，

对于东吴的国家建设有很大的贡献。可是由

于他出身渔户，到了陶渊明的时候仍常被人

笑话，这对陶渊明是很大的伤害。督邮来检

查工作，差役请他穿上官服去迎接，他不肯

为五斗米去向督邮低这个头，折这个腰，于

是拂袖而去，弃官不做。如果我们这样看陶

渊明，陶渊明也许太浅薄了，太不懂事了。

内在的原因恐怕是比较复杂，其中当时那些

玄学空谈，门阀势力，恐怕也让陶渊明窒息。

一个文人，官职不高，地位也低微，但这并

不可怕，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是尊严，如果尊

严得不到应有的认可，那他宁可玉碎，绝不

瓦全，何况只是个小官！这种心境，苏轼

没有，黄丕烈更不存在。但封建社会的文

人士大夫，只要一不得意，就容易到历史

文库中去寻找思想抚慰，这是通病。

隋朝有了科举考试制度，到唐代进一步

施行。但唐代取士还没有完全摆脱门阀的影

响，直到宋代才算真的实现凭答卷好坏录用

的社会公平。宋代当然也有不少科举考试的

弊端，但那是权臣操弄，不再是制度问题。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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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烈京考落第，恐怕没人操弄，就是没考上，

没有怀才不遇的理由。说了这么多，黄丕烈

也未必是这样，也许就是喜欢这两部宋版陶

集，但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上述对陶渊明的人

格崇敬。苏轼和陶渊明诗是在贬所，陶渊明

的诗传下列的只有一百多首，苏轼每首均和，

也是一百多首。咱们把陶渊明的集子拿来通

通读完，你读完之后你能感觉到他是回到家

乡后的作品。“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这

诗很实在，“鸡鸣桑树颠，狗吠深巷中”，咱

们在家乡的农村不就是这样吗！既自然，又

流畅，可是你不觉得眼界太窄了吗。假设，陶

渊明不那样拂袖而去，继续做他的彭泽令，甚

至再高一些，眼界可能会更宽，视野会更远，

其诗可能就不只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颠”。黄丕烈也一样，如果他接受“大挑一等”

的授命，做一段官，也许境况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人各有志，黄丕烈喜欢藏书，最终成

了赫赫有名的版本学家，这也是一种成就。

以下要说的内容，表面上看是个版本鉴

定问题，可是你要知道背后的东西就实在太

多了。版本学是以版本鉴定为核心的一门学

问，可它是一个小领域，而且是一门辅助科

学，这是我给它下的定义。但它要求你所要

知道的东西却比其他学科要复杂得多。领域

小，又是辅助学科，收效慢，成功难，这样

的冷板凳就很少有人来坐。这大概是这个领

域后继乏人最根本的原因。当然，也还有一

个难度大的问题。我当年是南京大学的博士

生导师，带了个学生，他的论文写得很好，

得了五个优，答辩委员会小组每人都给了优。

但是我告诉他，你只走了一半，你在论文上

写得不错，但真正在鉴定上你还没有解决。

今年我又招了个博士后。我们馆有博士后工

作站，工作站和高校的博士后流动站不完全

一样，工作站招来的学生得干活，不干活工

资谁发？而所要干的活，又不是自己所要培

养的方向，两难。

“鉴定”一词，概括地解释就是“鉴别与

考定”。具体到古书，“鉴定”则主要是指对

古书版本的“鉴别与考定”，它与书画鉴定家

们所说的“虚鉴实证”基本相同，古书版本

鉴定可以称为“虚鉴实考”。“虚鉴”是指凭

借眼力搜索所得之版式行款、字体刀法、印

纸墨色、刊工讳字等纸面上显现出来的风格

特点，先在内心做出个大致的判断，也就是

通常所说的通过“观风望气”所得出来的初

步判别。苏东坡有个药方叫“圣散子方”。他

与弟弟两人几乎同时遭贬，他到黄州去看弟

弟，正赶上黄州地面闹瘟疫，他的“圣散子

方”也是从他同乡那儿得来的。用他这个方

子修合制药去救治病人，结果“活人无算”。

于是越传越神，神到不问症状，一治就好。

等到苏州又闹瘟疫，也用这个方子，却是“死

人无算”。所以这个方子到南宋初期，基本上

就停用了。到了明朝，地方官又用这个方子

治活了一些人，也治死了一些人。到了明朝

嘉靖时候，这个方子又流行了一段。这部书

后来由四川的一位老中医得到了，新中国成

立以后把有这部书捐给了中医药管理局的中

医科学研究院图书馆。这本书被鉴定为宋本

《圣散子方》，所以这个图书馆一直认为这是

宋本，但后来也有人提出过质疑。几年前我

陪一位副部长去调研，那里的人叫我帮忙看

看，在忙乱的情况下打开书一看，贸然就说

这哪是宋本，这是嘉靖本。未能细谈，就跟

着部长往前走了。未料，研究院认为我说是

明本嘉靖本，值得重视。他们的逻辑是，如

果这书真正是宋本，那固然很好，如果不是，

搞清它到底是什么版本，也成。转年春天他

们打电话找我，请我给予正式鉴定。我说鉴

定要组织鉴定小组，你们在我这里找两个人，

加我是三人，在你们那里找两位权威人士。

在这期间，他们还影印出版了，前面还有一

个很长的序，到时候我们拿到影印本，聚在

一起，各说各的意见，能统一就统一，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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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见，就客观地摆在那，三种意见也客观

地摆在那。五人中，他们请出了一位老前辈

王雪台，王老原来是中医研究院的院长，90

岁出来参与鉴定此书。他谈的理由是针对内

容一条一条地讲，举个例子，他说“烧酒”

一词，明代以前没有，有了这个肯定是明代

的版本。如果他只讲一个例子，那是孤证，

而他讲了两三个。一个一个地讲，竟然这连

嘉靖初刻本都不是，而初刻本就刻在湖北的

郧阳。后来又刻过一次，那比郧阳本还要晚。

结果是五人各自说出了自己的鉴定意见，而

指向都认为是明嘉靖刻本。六十多年悬而未

决的问题，得到了圆满的结果。后来我还让

他们单位的一位女博士写了一篇文章，正式

向社会公布了鉴定结论。你看，这不是先经

眼力做出了判别，再求证有关文献，然后两

者相互印证，最终得出的结论吗！所以把鉴

定拆开了说，其实就是鉴别与考定。古书画

鉴定家说的“虚鉴”和“实证”跟我讲的这

个完全一样。所谓的鉴别就是那“虚鉴”，“虚

鉴”就是凭眼睛看。搞古书版本鉴定的不能

凭眼睛初步鉴别它的真伪、优劣、时代乃至

于地域，这个鉴定就很难往下进行了，所以

这个本事一定得具备。可是你想要凭眼睛一

下就能看出个七八，这本事不是轻易就能得

来的，你得大量地看书，经过有意识的比较，

你才能有那么一个能力，这个就要靠实践。

所以古书版本鉴定要求两点：一个就要靠你

丰厚的知识储备，一个就要有丰富的经验积

累。经验的得来，第一就是得从自己亲自实

践中得来，第二也要注重吸收前人或别人的

有效的经过验证的经验。因为别人的经验，

只要是正确的有效的，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下面我再举个例子，有一次在东北办班，讲

完课出来，门外有一听众问我，您能不能用

几句话，把鉴定的妙招讲出来，我说讲不出

来。他说您要都讲不出来，那不是高深莫测

了吗？我说倒不是高深莫测，而是这份经验

与学识不会轻易得来。另外就是一种书一个

样，只能一把锁开一个门。没有万能的钥匙，

也就是没有灵丹妙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方法。我劝那位热心的同志，喜欢藏书，

还是要慢慢积累一些实践经验和必要的知识，

一边实践，一边积累，自己就会丰满起来。

这事不玄，只要肯钻研，就一定能成功。

我刚毕业分配到图书馆的时候，上班把

自行车往车棚一撂，碰到一位“四清时”的老

同事，老先生问我分到哪部门去了，我说被分

到善本部善本组去了。老先生说这个地方好，

记住，要博闻强记。后来的实践证明，干我们

这一行的，博闻强记太重要了。所谓博闻强

记，就是你要看得多，记得多。有的是你看

一遍两遍就记住了，有的事情就是你在意不

在意，在意就能记住，什么张三、李四、王

五，甚至见过几次面，仍然记不住，可是对

古人有时我能记得很牢。归纳其中的原因，

其实就看你在意不在意。在意就能记住，不

在意看几遍也记不住。是不是这么回事，大

家都可能有体会。毕业之后很快“文革”就

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没有师承了，

没有老师教你。什么事都有两面，没有师承，

也就跟谁都没关系。加上我出身也不错，反

倒受到重用，并且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负

责中央领导的借书，一是将善本书库的保管

交给了我，这让我如鱼得水。我当时没有办

法，几本启蒙的版本学小书里讲到了什么书，

它怎么说的，我就到书库去找。找到了，就

相互比对，以书中所言，验证馆藏的实际情

况。过一段之后就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工作卡

片，卡片著录哪本书是什么本子，就到架上

找那书去看。如此循环往复一段时间之后，

再反过来，先上架子上去看书，摸一本就看，

看了就内心判断，看了若干本书之后，你就

会给自己打个分，是及格还是不及格。如此

摸索了有两三年，结果就形成了习惯，到今

天，只要一有书，看书的兴趣仍然不减。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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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这更笨的办法了，但其中有真知。

当然，还有一个借鉴别人的经验。别人

说对的那些经验，我们也可以变成我们的经

验。你把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如果你还不断

地去努力，谁都能成功，因为事情都是人干

的，谁都可以。那经验就是你把书一打开就

能做一个大概的判定。一眼，尤其是第一眼

特别重要，我说的博闻强记，包括这种影像

的记忆。你脑子里留下一点影子，到时候它

会帮你说出个大体。这个大体就是你内心的

判断，然后再在书中去捕捉证据，书外搜求

相关文献，并且加以严谨的考定，最终两者

相互印证，就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下面我就将宋刻颜体《妙法莲华经入注》

的鉴定历程和盘托出，以便参考。

2013 年冬、2014 年夏两次去杭州公干，

两次借机去西泠印社艺术品拍卖公司谛审一

部宋颜体字刻本《妙法莲华经》。该经无具体

刊印年份，但经中仍有一些迹象可资考镜，

现将这些迹象拎出，加以综合分析考察，亦

可得出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版刻鉴定结论。

《妙法莲华经》七卷（后秦）鸠摩罗什译

（隋）天台智者疏并记（宋）四明沙门道威入

注。每半叶六行，每行十七字，小字双行，

行二十三字，上下单栏，无界格。每版五折，

总计三百二十五版，八百零一开，一千六百

零二面。版框高 25.5 厘米，宽 13.3 厘米。开

本高 30.2 厘米，宽 13.4 厘米。经拆装。

鸠摩罗什（343 或 344——413），十六国

时高僧，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人。祖籍

天竺，七岁随母出家，九岁以后游学罽宾、

月氏、疏勒等地，学小乘、大乘，精研《中

论》、《十二门论》等，名满西域。二十岁还

龟兹。前秦苻坚建元十八年（382），吕光破

龟兹，得罗什，滞留凉州十八年，遂通汉文。

后凉灭，入长安，为后秦姚兴国师。兴辟逍

遥园为译场，倩罗什为译主，前后共译佛经

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五卷，此经乃其所译之一。

天台智者，当指智顗。智顗（538—597）

南朝陈至隋代的高僧，俗姓陈，字德安，荆

州华容（今湖北潜江）人。原籍颍川（今河

南许昌），十七岁时值梁末兵乱，家人分散，

颠沛流离，遂在荆州长沙寺发愿为僧。十八

岁投湘州（今长沙）果愿寺法绪出家，授以

十戒，随意旷学律。二十岁受具足戒。二十

三岁拜慧思为师，修习禅法，证得法华三昧。

三十岁率领法喜等三十余人前往金陵，弘传

禅法。不久，受请主持金陵瓦官寺，开讲《法

华经》，树立新的经义，判释经教，奠定天台

宗教观双美的基础。三十八岁离开金陵，来

到浙江天台，继续讲授法华经，成为天台宗

开山祖师。其弟子灌顶笔录智顗所著有《小

止观》、《释禅波罗蜜》、《法华三昧行》等数

十种。其中尤以《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

句》、《摩诃止观》最为宏要，世称“天台三

大部”；《观间玄义》、《观间义疏》、《金光明

经玄义》、《今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佛经

疏》，世称“天台五小部”。

此经卷前镌有宋四明住宝云院沙门道威

所撰《妙法莲华经入疏缘起》，曰：“问以何

因缘辄将疏记注解此经耶？答专为祝延今上

皇帝圣寿，奉报兴赞三宝大恩德，故二见四

众受持此经，多不解义；故见三见有不习祖

师判教，妄赞枝末，毁法华根本法轮；故四

见本宗习学渐少，虑闻渐绝；故五将疏入经，

显有秉承，非任胸臆；故六为信法两机可承

信；故七为义观俱习解行观心；故八为点示

经文章节起尽；故九为流通祖疏，四海同沾

妙益；故十为自资妙解，以防误谬，易讨寻，

故为顺佛旨，运大悲心，利他行，故所以将

疏记注解经文也⋯⋯若人但解一句一偈，当

知是人趣菩提不远，注解之利则可知也。皇

宋政和六年岁次丙申五月初吉，敍以冠之。”

敍中道威将自己所以要援疏入注的十大理由

说得十分透彻，显然佛教发展到他所生活的

时代，一般信徒对佛教经典，特别是像《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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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莲华经》这样的“诸经之父”，已“多不解

义”，甚至“妄赞枝末”，“毁法华根本”，所

以他才起而援疏入注，以还原此经本义。叙

后落款为政和六年。政和是北宋徽宗的年号，

六年是公元 1116 年，距金人破汴，北宋灭亡

还有十一年，为此经可能开版于北宋末年留

下了不小的空间。

明周希哲嘉靖年间所修《宁波府志》卷

十八“宝云讲寺”条载宝云寺在“县治西南

行春坊东，宋开宝元年（968）建，名传教院。

太平兴国七年（982）赐珠宝云。建炎、嘉定

毁重建。”清汪源泽康熙年间所修《鄞县志》

卷二十一亦载：“宝云讲寺旧在县治西南行春

坊东。开宝元年，高丽僧义通来传净土教，

乃延庆法智之师、漕使顾承徽舍宅为传教院

以居之。太平兴国七年赐珠宝云，为天下讲

宗十刹之一。建炎毁于兵。”宋释宗晓所作

《宝云振祖集》卷前有宗晓所写自序、请改传

教院奏文、太平兴国七年牒文、赐额以外，

尚有仲旻一篇小序，谓宝云讲寺于“建炎庚

戌春遭兵火，院宇一夕而空”。庚戌，为建炎

四年（1130），证明四明宝云寺在这一年的春

天毁于兵火。设若《妙法莲华经》就刻在此

寺，或版藏此寺，则其刻绝不会晚于建炎四

年之春，而必在这一年之前。前到什么时

候，完全有可能前到北宋政和六年之后的十

一年中。

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对于佛教经典的阐

释方式，颇受儒家经典有注有疏的影响。佛

门弟子，特别是那些高僧大德，非但自己笃

守信仰，为了传教布道，普度众生，从不保

守，诸如很早就大量使用简体字写经；很早

便采用雕版印刷术雕印佛经；很早就利用中

国固有的俗讲、变文、押座文等形式讲经；

改造卷轴装为经拆装等等，都是佛教徒不甘

抱残守缺的例证。儒家经典有注有疏的阐释

形式，自然更会被那些高僧大德所借鉴，用

以阐释佛教经典。宋刻颜体《妙法莲华经入

注》，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先由四明住

宝云院沙门道威法师撮取智顗《法华文句》

和湛然《文句记》等，将《妙法莲华经》经

文、疏文、注文融会贯通在一起，然后才

有了北宋刻颜体《妙法莲华经入注》的版印

形式。

日本高僧光谦尝撰《刻法华入疏序》，谓：

“天台儿孙，节取其疏注于经文者，古今凡五

家：宋四明威师入疏，柯山伦师科注；元月

善徐居士科注；明上天竺寺如师科注；古吴

蕅益旭师会议。是世盛传伦师以下四书，而

不知有威师入疏。乙亥之春，余开讲《文句》

于台麓，会有书出持入疏来，质梓刻于余，

余喜而读之。其节录疏记之要，不似四书之

略，或易其文，或移其语，使读者易解，诚

大有益于初学者。呜呼！斯书本成乎四书之

先，而今行乎四经之后，所谓显晦有时者

乎！”光谦（1652—1738 或 1739）字灵空，

号幻幻庵，筑前（福冈县）人。俗姓冈村，

一说冈本。日本天台教观的中兴之祖。他对

道威援疏入注的《妙法莲华经入注》是十分

推崇的，评价也是十分恰当的。

儒家经典虽然很早就有很好的阐释形式，

但都是凡读一经，必要将该经营本、注本、

疏本备齐，然后才能左顾右盼地研读，不便

披绎。南宋初期，两浙东路茶盐司看到了这

种出版方式的弱点，于是动手将经、注、单

疏先整理编辑在一起，然后合刻版行，以便

披阅。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黄唐刻完《礼记

正义》后所写跋文称：“六经疏义，自京监、

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

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

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

亥仲冬，后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

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

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

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

黄唐谨识。”客观反映出六经注、疏长期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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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的实际情况。而至南宋初期，两浙东路

茶盐司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才有本

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

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的结果。这里的“旧

刊”究竟旧到什么时候，经专家多年研究，

审定为南宋初期，也就是绍兴年间。今天宋

刻颜体《妙法莲华经入注》的出现，在经、

注、疏合刻的出版方式早晚上，究竟是儒家

影响了释家还是释家影响了儒家，则又产生

了一个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妙法莲华经》有“诸经之父”、“经中之

王”美誉，故历来写、印频出，传本极伙。

然援疏入注合刻者较少，以颜体字写样上版

并传之于世者更少。此本镌刻施主有一百一

十余人，其中卷一末镌有“杭州助教弟子林

茂施财开此品庄严佛果者”题记一行，显然

这是一位主要的施主。

【乾道】《临安志》卷二《历代沿革》记

载：“建炎三年（1129）翠华巡幸，是年十一

月三日，升杭州为临安府，复兼浙西兵马鈐

辖司事。统县九：钱塘、仁和、余杭、临安、

富阳、于潜、新城、盐官、昌化。”卷三《牧

守》又载：“建炎二年七月庚戌，以徽猷阁待

制康允之知杭州，三年八月罢，通判运事安

自强权州事。是年十一月三日，改杭州为临

安府。”据此可知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以后，

杭州之名已无，而此本《妙法莲华经入注》

的大施主林茂头衔仍却署“杭州助教”，说明

此经之刻有可能发生在建炎三年十一月之前。

至若林茂是哪里人，是否为进士等，都无关

紧要，紧要在刻此经时他是重要的施主，而

重要施主的头衔仍是“杭州助教”，所以这

“杭州”二字很可能影响到此经刊刻的时代断

限问题。

此本《妙法莲华经入注》版心下方镌有

王彦诚、吴志、王睿、施宏、钱明、童通、

王寔、天明、徐昇、余政、王询、不明、王

卉、王王合等刊工姓名。其中徐昇，乃北宋

末南宋初杭州地区刻工，参与过《思溪资福

藏》的雕版工作。《思溪资福藏》是密州观察

使、湖州路人王永从兄弟一家舍资雕刻的大

藏经，开版于北宋末帝钦宗赵桓靖康元年

（1126），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全部

刻成，历时六年。徐昇与刻此经，时间至晚

在绍兴二年之前。绍兴九年（1139）徐昇又

与刻《毛诗正义》四十四卷。此《毛诗正义》

初为日本金泽文库旧藏。民国十八年（1929）

十月，傅增湘赴日本在内藤湖南恭仁山庄文

库看过此书，并留下了如下的文字：“《毛诗

正义》四十四卷（缺卷一至七，存三十三卷），

宋绍兴九年绍兴府刊本。半叶十五，每行二

十四、五、六字不等，白口，左右双栏。版

心下方记刊工姓名。版匡高七寸八分，宽五

寸三分。每卷尾记字数。尾叶有书勘、都勘、

详勘、再校各官衔名二十行；次淳化三年壬

辰四月进书官衔名李沆等四人十一行。又空

五行，列绍兴九年（1139）九月十五日绍兴

府雕造，下接连有校对雕造官衔名四行。鈐

有‘金泽文库’、‘香山常住’等印。按此书

不见于《访古》、《访书》二志，惟《古文旧

书考》载之。避宋讳至‘完’字止。原获于

周访古刹，旋归并上伯爵，最后归竹添光鸿，

转入恭仁山庄文库。世间孤帙，流传有序，

可宝也。”（2009 年中华书局版《藏园群书经

眼录》卷一）恭仁山庄，乃日人内藤湖南藏

书库。内藤湖南有《恭仁山庄四宝诗》，曰：

“白首名场甘伏雌，抱残守缺口经师。收来天

壤间孤本，宋椠一篇单疏诗。”并刻“天壤间

孤本”印鉴鈐盖其上（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

书录》经部诗类）。现为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

团杏雨书屋珍藏。日本国宝。据日人长泽规矩

也《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及中国王肇文所编

《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记载，此书刻工有

徐昇，而今又在《妙法莲华经入注》中出现，

进一步表明徐昇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名工。

此外，王询、吴志，南宋绍兴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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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尝参与刻；王寔南宋绍兴间尝参与修

补明州本《文选》；钱明、王睿、天明、施宏

等，尝与徐昇一道刻过《思溪资福藏》，而

《思溪资福藏》雕版蒇事在绍兴二年，显然这

四个人也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工。这些人同

时出现在此《妙法莲华经入注》上，表明此

经之刻也可能在北宋末南宋初。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五“讳”字条载：

“本朝着令则分名讳为二：正对时君之名，则

命为‘御名’；若先朝帝名，则改名为讳，是

为庙讳也。”以此检验是书，发现匡、玄、竟、

弘等字有缺笔避讳者，但并不严格。而北宋

末帝钦宗赵桓御名“桓”字，在此《妙法莲

华经入注》中凡七见，均不避讳。众所周知，

钦宗为帝，时间特短，便与乃父徽宗赵佶一

起成了金人的俘虏，其悲惨向命运为南宋臣

民所同情所挂怀，故南宋刻书，于往岁已祧

皇帝之御名嫌名之讳虽也回避，但并不是多

么严格，独于钦宗御名、嫌名回避十分认真，

反映出南宋小到写样上版的书手，操刀镌版

的工人，都在自己具体的工作中对钦宗表示

深深的敬意。然此本《妙法莲华经入注》竟

然七次出现钦宗赵桓之御名而不行回避，说

明镌刻此经时可能还未届赵桓称帝。南宋首

帝赵构之“构”字，在此经中也是七见，同

样既不缺笔避讳，也未见以小字“今上御名”

或“御名”相替代，表明此经之刻更未届南

宋高宗临朝执政之时。

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日：“凡宋刻

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

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意思是说宋

版书字体有的学颜有的学欧，学颜者指的是

颜真卿，学欧者指的是欧阳询。颜真卿（709

—784）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唐

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颜师古五世孙。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登进士第，又擢

制科。累官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

世称颜鲁公。卒谥“文忠”。颜氏工书法，初

学褚遂良，后从张旭，融为己书，将汉字的

楷书楷法推向了顶峰，世称为“颜体”。他的

书法风格行以篆籀之笔，化唐初瘦硬之风为

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

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既体现了大唐帝国

的繁荣强盛、江山永固，也与他自己的高尚

品格相契合，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北宋欧

阳修在其《唐颜鲁公书残碑》中说：“颜公书

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

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集古录跋

尾》卷第七）朱长文在其《墨池编》卷三《神

品三人》中赞美颜鲁公之字“点如坠石，画

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

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苏

轼在其《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六十《杂著》

中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

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

之能事毕矣。”北宋人的这些称道，反映了颜

体字在其时的社会影响是十分广泛的。特别

是宰相韩琦独好颜书，影响朝野上下的士人

皆学颜字，这就造成了一种浓重社会风气，

而文风所向，必然影响到雕版印书的写样上

版，于是北宋刻书的字体，多浑朴厚重，颇

存颜字风韵。今天存世的北宋刻书虽然很少，

但从北宋所刻释家大藏零种或单经中，还不

难见到颜体字在书刻中的流风余韵。此《妙

法莲华经入注》，无论经文大字，还是注文

小字，其字体皆仿颜书，而且仿得惟妙惟肖，

几乎不爽毫厘，在宋代颜体仿刻中是不多见

的。

综合以上道威的撰序之年尚在北宋政和

年间；主要施主林茂头衔尚是“杭州助教”；

镌版刻字工人多为北宋末南宋初杭州地区名

工；北宋末帝钦宗赵桓名讳、南宋首帝高宗

赵构名讳均不回避；版刻字体尚淌颜字的流

风余韵等诸种要素，判定此经之刻尚在北宋

末年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转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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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为先导，深入读者了解读者信息需求，

开展针对性服务。学科馆员还应积极关心个

体读者的课题情况，主动为之提供信息参考。

同时，还可为读者举办讲座、指导他们如何

进行专文献检索，利用网络查询全球图书馆

资源等等。

3.2.3 学科馆员是信息利用的指导者

在信息时代，学科馆员既是信息的提供

者，更是获取信息方法的指导者。学科馆员

应在电子出版物、电子图书以及网上信息资

源检索技术方面加强对读者的培训和技术指

导，帮助他们利用新型信息资源，掌握各种

信息的检索方法。

3.2.4 学科馆员是图书馆采购图书的顾问

图书馆往往因采购人员的学识水平所限，

满足不了教学与科研人员的需求。学科馆员

的出现，便能弥补这一缺陷。由学科馆员排

查购书信息，把本学科及课题所需信息文献

作上采购记号，交采购人员购买或亲自去书

社购书。这样，就避免了误购、重购之弊。

学科馆员亲自参与藏书建设，对馆藏信息心

中有数，可使馆藏更加具有系统性。

高校图书馆在国家人才培养的战略中担

负着重要的责任，文献资源保障建设和高质

量的服务创新是图书馆永恒的课题，而图书

馆员制度的创新，就是是图书馆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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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最早见于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

见传本书目》子部释家类（见 2009 年中华书

局版第 890 页）。傅氏曰：“《妙法莲华经》七

卷，宋刊，梵夹本。六行十七字，有道宣序

及道威撰入疏缘起。每卷末题杭州助教弟子

林茂施财等语。每版之首阴文刊施工名及刊

工名。南宋绍兴间杭州刊。字模颜体。”傅氏

当年东瀛观书，只是匆匆过眼，来不及细查

深考，审为“宋绍兴间杭州刊”，眼力见识已

十分惊人，不能苛责。又见于日人长泽规矩

也《关于刊本汉籍的字样》及其《宋刊本刻

工名表初稿》。又见于日人阿部隆一《宋元版

刻工名表》。但著录都比较晚。此书原为日本

安田文库旧藏，昭和八年（1933）以后屡见

于展览图录或书影。其前递藏关系不清，尚

待来哲详考。今天就讲到这儿，不对之处，欢

迎批评。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通讯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3 号。邮

编：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