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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目录学书目中“艺术类”类目的

设置及其演变∗

□苏金侠

　　摘要　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艺术类文献的变化轨迹,暗含着古代艺术内涵的演变过程.
通过梳理汉至清代多部公私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类文献,发现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门

类从产生到最终定型,大致经历了唐以前的发端期、唐至宋元的发展期、明代的变革期和清代的

定型期四个阶段.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种类经历了“少—多—少”的过程,内容具有“重技艺—艺

术并存—以艺为主”的特点.这些变化体现了不同艺术门类之间数量和稳定性的差异,也反映出

古人对于艺术的追求从实用性到审美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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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艺文志”,特别是正史“艺文志”中
对于书籍的记录和分类,不仅反映了书籍的流传、演
变历史,也反映了书籍属类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

某一部类的文献来说,亦是如此.以中国古代的艺

术类文献为例,“从文献学的目录学可以得知艺术学

科在中国目录学中的历史形成与学术位置”[１].即

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类文献著录

情况,可以梳理中国古代“艺术”一词内涵的演变过

程.文章搜集了自汉代至清代绝大多数含有“艺术”
门类① 的公私目录学著作,通过对这些书目所著录

的艺术类书籍种类的差异分析,探索中国古代目录

学书目中的“艺术”相关门类从产生到最终定型,其
门类设置和内涵所经历的演变.

１　目录学著作中“艺术”相关门类

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分类中,“艺术类”从无到有,
其名称在不同的目录学著作中亦有一定的差别.具

体而言,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所载艺术相关门

类② 的名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古代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相关门类名称

“艺术类”名称 书目

术伎录杂艺部 «七录»

子部杂艺术类

«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③ «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

经籍考»«宋史艺文志»«补辽金元艺文志»«明

史艺文志»«遂初堂书目»(杂艺类)、«明史艺文

志»(杂艺类)

子部艺术类

«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④«郡斋读书志»«宋史

艺文志补»«四库全书总目»«善本藏书志»«八千

卷楼书目»«清史稿艺文志»«天一阁书目»«万卷

楼精华藏书记»«千顷堂书目»«皕宋楼藏书志»

«述古堂书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温州经

籍志»«爱日精庐藏书志»«书目答问»

子部艺术家类 «澹生堂书目»«传是楼书目»

∗ 山东省重点艺术科学项目“目录学视域下中国古代艺术的分类及内涵演变”(编号:QN２０１８０２)的研究成果之一.

苏金侠,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５６５６Ｇ５３１６,邮箱:jinqiuyinwei＠１６３．com.

① 此处的“艺术类”是指分类中明确表明为艺术相关类别的,但并非确指,有些目录学书目中的艺术类文献被命名为“杂艺”或相关名称,此

皆可被归为艺术类.

② 王俭«七志»中有“术艺志”.“术艺”和“艺术”看起来十分相似,但此处的“术艺”由«七略»中的“方技略”承袭而来,专指医学、医药等,而

非本文所要探讨的艺术.由此,王俭的«七志»并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③«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皆简称«旧唐志»和«新唐志».

④ «通志艺文略»中的艺术类并没有被放入子部,而是作为十二大类中的一种,和经、史、诸子等类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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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可知,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类

名称有“杂艺”“杂艺术”“艺术”“艺术家”四类.«崇
文总目»中开始出现“艺术类”,但这一分类并没有被

固定下来,相关内容的名称在后来的目录学书目中

仍有变动.如其之后的«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

题»«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艺术门类仍以“杂艺术类”
或“杂艺类”命名.直至«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
这一名称才最终被厘定.

实际上,早期的一些目录学著作中虽然没有设

置专门的艺术门类,却亦著录有艺术类文献,只是由

于彼时并没有划分“艺术”类目的意识或者是因为艺

术类文献总量较少,因此艺术类文献散见于其他类

目中.如«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兵技巧”中的射箭、
蹴鞠,在«七录»中被收入“杂艺”部、在新旧«唐志»中
被收入“杂艺术”类;«隋书经籍志»中没有艺术门类,
但其史部簿录类的«书品»«名手画录»、子部兵家类

中的诸多游艺类文献,以及子部小说家类中的«古今

术艺»,均被后世的目录学著作收入艺术门类.
古代不同目录学著作中艺术门类的分类方式和

内容虽有差别,但其间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如阮孝

绪称王俭«七志»“次方技为术艺”[２],即«七志»中的

“术艺志”承«七略»中的“方技略”而来;而«汉书艺文

志»则基本完全照搬了刘歆的«七略».在«四库全书

总目»将“艺术类”这一名称最终确定前,不同目录学

著作中的艺术类名称虽并不完全统一,但基本上都

和“艺”或“术”相关.要探讨各不同目录学著作中所

著录艺术门类所属的文献类别和内容,则要从具体

的目录学著作入手.

２　目录学著作中“艺术”类目所含内容的变化过程

如上文所言,不同时代的目录学著作之间在类

别和内容上有一定的承继关系.这里的“承继”既有

“继承”,亦有变化和发展.文章将中国古代目录学

著作中的艺术门类从产生到最终定型分为唐以前、
唐至宋元、明代和清代四个阶段.通过艺术类文献

在不同时代目录学著作中的所属类别,分析中国古

代目录学著作中“艺术”类目内涵的演变过程.

２．１　唐以前———艺术门类的发端期

唐以前的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和«七录»
中较为明确地记载了艺术类书目.其中,«汉书艺文

志»中并未划分艺术相关门类,其艺术类书目被列入

兵法类;«七录»“术伎录”中的“杂艺部”和后世艺术

门类有一定的相关性,其艺术类书目被列入兵法和

游艺两类.二书中所含艺术类书目的具体内容,如
表２所示.

表２　唐以前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类”类别和内容

出处 艺术类别 艺术类内容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 兵法 射术、蹴鞠

«七录»“术伎录”杂艺部①
兵法 枪术、骑术

游艺 围棋、博戏、投壶、击壤

　　«汉书艺文志»中有关射术和蹴鞠的书«护军射

师王贺射书»«逢门射法»«蹴鞠»,被归入兵书略“兵
技巧”类.而在后世的一些著作中,此二类则被归入

艺术类.如«新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
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

经籍考»中,都将有关射术的书列入艺术类;祁承

«澹生堂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钱曾«述古堂

书目»中,则将蹴鞠列入艺术类.
«七录»中的艺术文献被列入术伎录“杂艺部”.

关于«七录»中“术伎录”的由来,阮孝绪在«七录序»
中写道:

王(俭)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

为阴阳;方伎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艺术.
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

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伎之要显,故还依

刘氏,各守本名医经经方,不足别创.
故合术伎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３]

这里的“一录”“内篇第五”即«七录»中的“术伎

录内篇第五”.亦即,«七录»合«七志»中的“术艺”和
“数术”为“术伎录”.其“术伎录”中的“杂艺类”包含

枪法、射术、围棋、博法、投壶、击壤等内容.其中的

围棋、博法、投壶等文献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
被公私目录学著作归入艺术门类.可以说,这些内

容被纳入艺术相关门类,正是始自«七录».«七录»
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其“杂艺类”这一名称,为后来的

艺术门类最终定名为“艺术类”打下最初的基础.

２．２　唐至宋元———艺术门类的发展期

唐至宋元,目录学著作中的分类日趋成熟,出现

了和艺术类相关的“杂艺术类”“杂艺类”或“艺术

类”.但唐初的«隋书经籍志»中依然没有划分出艺

术相关门类.从«旧唐志»开始,艺术门类开始成为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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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七录»已亡佚,此处参照的为任莉莉«七录辑证»中的内容(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９２－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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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的一个固定门类.这一时期各目录学著作中的

艺术类别和内容如表３所示.
表３　唐至宋元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类”类别和内容

出处 艺术类别 艺术类内容

«隋书

经籍

志»

史部簿录
书法 书法

绘画 绘画

子部兵家 兵法、游艺 枪术、围棋、博戏、象棋

子部小说家 绘画 绘画评论

«旧唐志»子部

“杂艺术类”

游艺 投壶、博戏、围棋、象棋

绘画 绘画评论

«新唐志»子部

“杂艺术类”

游艺 投壶、博戏、围棋、象棋、骰子、射术

绘画 绘画评论、人物图鉴

«崇文总目»子部

“艺术类”

游艺
投壶、纸牌游戏、版图游戏、

棋类、骰子、射术

绘画 绘画评论

相动物经 相马、相鹤、相鹰、相驼

医动物经 马、驼、鹰、鹞

«通志艺文略»

艺术类

艺术 艺术理论

兵法 射、骑

画 画录、画赞

游艺
投壶、弈棋、博塞、象经、樗蒲、弹棋、

打马、双陆、打毬、彩选、叶子格、杂戏格

«郡斋读书志»

“子类总论”

第十五卷艺术类

绘画 绘画评论

算经 算经类

相动物经 相马、相鹤

医动物经 马

游艺 投壶、纸牌游戏、棋类、射术、博戏

«遂初堂书目»

杂艺类

书法 书法类

绘画 绘画评论

算经 算经类

游艺 投壶、弈棋、彩选、双陆

琴 琴谱类

«直斋书录解题»

“杂艺术”类

游艺 酒边雅戏、棋牌、射术、投壶、博戏

绘画 绘画评论

书法 书法评论、书法作品

文房用具 笔、墨、纸、砚
算经 算经类

工艺 鼎、刀剑、钱币、铸铜、香谱、茶、酒

«文献通考经籍考»

杂艺类

绘画 画录、画图

游艺
射术、投壶、弈棋、象经、樗蒲、

弹棋、打马、彩选、叶子戏

文房 墨、砚

工艺 鼎、刀剑、印、香

算经 算经类

出处 艺术类别 艺术类内容

«宋史艺文志»

子部杂艺术类

游艺 射术、棋、投壶、酒令、牌类

绘画 绘画评论

书法 书法类

文房用具 制墨、砚台、笔、纸

建筑 建筑类

工艺 漆(首次出现)

相动物 相马、相驼

医治动物 医马、医驼

　　«隋书经籍志»中并无艺术相关分类,是因为其

在编目之初,“‘子部’则删«七录»‘杂艺’部”[４].
而其这样做,是由于“«隋书经籍志»以其中书画之书

附入小说,以碁艺及象经的书附入兵家,故删杂艺术

类”[５].即«隋书经籍志»类目沿袭«七录»而来,并删

除了其中的“杂艺术类”.因此,«隋书经籍志»中艺

术类文献被归入其他门类,如«法书要录»«书品»«名
手画录»被归入史部簿录类,枪术、围棋、博法、投壶

类书目被归入子部兵家类,唯一一部绘画评论类的

书———«古今艺术»被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对于书画

类被收入“史部簿录类”,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彼时书

画类文献太少,不足以成一类,故被归入其他类:
在«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类中,

收录了三部与书画相关的著作:«法书目

录»«书品»«名手画录».这一门类标题提

示了该类主要收录与书籍目录有关的著

作,可知这一归类应是由于书画目录数量

不足以自成一类,故按其具相似编排格式

的特点(目录、条列式)归入书籍目录中.[６]

这一看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并不能解释全部

内容.如«隋书经籍志»中的“子部农家”只列了５部

书,但仍然被作为一类,是因为农家是从«汉书艺文

志»开始就存在的一个门类,同时还考虑农业在中国

古代的重要地位这一原因.因此,此处可能还有另

外的解释,即不单单是因为书画类文献总量少而没

有单独成类,更可能是因为此时“艺术”相关门类并

未成熟,因此便依照其“目”或者“录”的“体”而非书

或者画的“质”,将其列入“史部簿录类”.
«隋书经籍志»虽没有设置艺术门类,但其四部

分类法被后代承袭下来.«旧唐志»开始在子部设置

“杂艺术”类,而且从此之后,“艺术”相关门类开始长

居于四部中的子部.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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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志»虽开始设置“杂艺术类”,但该类所列

的书籍主要是游艺和绘画评论两类.而且,绘画评

论类中只有“«古今术艺»十五卷”一部,其他绘画类

文献如«名手画录»仍被归入史部目录类.书法类作

品如«书品»«书后品»等被收入经部小学类.笔者认

为,其子部艺术类虽然收录了«古今术艺»,但大概并

非因为该书的实际内容,而是因为该书的名字中有

“术艺”二字.因为从其书画类作品被录入经部小学

类和史部目录类来看,«旧唐志»实际是整合了«七
录»中的“杂艺”部、«隋书经籍志»中的子部兵家、小
说家以及史部簿录类的分类方式,如«隋书经籍志»
中将«法书目录»和«名手画录»录入史部簿录类,而
«旧唐志»沿袭这一分法,只是将“史部簿录类”改为

“史部目录类”.
«新唐志»较之«旧唐志»,大的类目并没有变化,

仍然是分为游艺和绘画两种,但细目中有一些变化.
如«旧唐志»中见于史部目录类的«名手画录»,在«新
唐志»中同时被著录于史部目录类和子部杂艺术类.
即«名手画录»出现了一部书两见于不同部类的情

形.对于一书两见的现象,王瑜瑜以戏曲文献一类

多见的现象为例,认为其被著录于经部“乐类”或“乐
府”类是基于对戏曲音乐性的认知,著录于集部“词
曲类”或“词类”“曲类”,是出于对戏曲文学性的确

认,著录于“外史类”“传奇类”“戏曲小说类”是出于

戏曲叙事性的凸显[７].此一看法较为恰当,«名手画

录»被录入子部杂艺术类是由于其“画”的内涵,而被

纳入簿录类则是由于其“录”的外显.此外,虞龢«法
书目录»亦两见于经部小学类和史部目录类.

«名手画录»和«法书要录»分别被列入子部杂艺

术类、经部小学类,仍同时见于史部目录类,大约有

两个原因:第一,承袭于前代«旧唐志»的著录,并对

其著录内容进行了综合考虑,之后确定二书应同时

属于两类,为有意为之;第二,«新唐志»中二书实际

上进行重新分类,但同时却忘记将其从原属类别中

剔除,因此出现一书两见现象,为无心之误.不管哪

种,都可以解释得通.但从«新唐志»对«旧唐志»的
借鉴来看,应属于第二种情况.即«新唐志»对«旧唐

志»既有承袭又有发展,承袭的一面表现为将«法书

要录»归入经部小学类,发展的一面表现为将«名手

画录»归入子部杂艺术类,且对其后的目录学著作产

生影响.
此外,«新唐志»在绘画类文献中大量增加了“图

赞”类文献,即将具体的图幅、绘画图赞正式纳入子

部艺术类,这是较«旧唐志»发展的地方.“射术”类
文献被列入艺术游艺类,而不像前代那样被列入兵

法类,且此后的目录学著作基本循此归类.射术由

兵法类入艺术类,是因为古代“艺术类”中的射术,主
要由“经部礼类”的相关文献而来,正像“投壶”亦来

自“经部礼类”一样.亦即射术出于“礼”而非“兵”,
故不再归于兵法类.

«崇文总目»较之新旧«唐志»,在门类上有了扩

充,而且第一次以“艺术”而非“杂艺术”命名艺术类

目.具体到内容,其在绘画、游艺的基础上,又增加

了专门针对动物的相经和医经.与之相较,«隋书经

籍志»将相经列入子部五行、将医治动物的文献列入

子部医方,新旧«唐志»中此二类文献一直被归入子

部农家类.细化来看,其绘画不再有图赞类文献,而
多是绘画评论或绘画技巧方面的书.总体而言,图
赞类文献并不常见于各目录学书目,除了上述«新唐

志»和下面即将提到的«通志艺文略»中将图赞文献

列入艺术类外,其他目录学著作中并无此种情况.
游艺方面,增加了纸牌、版图等游戏方面的文献,但
之前一直存在于游艺类的博经类文献不见踪影.

«通志艺文略»中,艺术类内容更加丰富.较之

前代,其最大的特点是艺术类不再作为四部中子部

下属的一个门类,而是独立出来,和经、史、子部并列

成类.此外,郑樵将艺术类分为艺术、射、骑、画录、
画图、投壶、弈棋、博塞、象经、樗蒲、弹棋、打马、双
陆、打毬、彩选、叶子格、杂戏格１７种,小类划分十分

清晰.这种将艺术文献详细分类的方式在目录学著

作中尚属首次.
从小类上看,其“艺术”大类中又分有“艺术”小

类,该类共著录了«古今艺术»二十卷、«艺术略序»五
卷、«古今艺术»十五卷①、«伎术录»一卷②和«述伎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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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有“«古今艺术»二十卷”,«旧唐志»子
部杂艺术类有“«古今术艺»十五卷”.«隋书经籍志考证»:“唐张

彦远«历代名画记»曰:古之秘画珍图,有«古今艺术图»五十卷,
既画其形,又说其事此殆即五十卷之但说其事而无其图

者.”即此十五卷本«古今术艺»和二十卷本«古今艺术»应实为一

本书.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三子部十有“梁有«术艺略序»
五卷,孙畅之撰,亡«通志艺文略»又有«伎术录»一卷,孙畅

之撰,殆后人节录是书者成,张氏«名画记»数引孙畅之«述画

记»,当出是书”,即姚振宗认为此«述画记»和«术艺略序»为孙畅

之所著同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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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一卷①.此类主要是针对绘画作品的评论和游

艺之书.其之所以和绘画类分开,是因为一方面其

包含游艺之书;另一方面,此主要是从艺术总类上的

论述而较少对具体绘画作品的鉴赏.此外,将久不

见于«旧唐志»«新唐志»«崇文总目»的骑类文献又重

新列入,绘画中亦又将“图赞”类重新划入.游艺类

新增了樗蒲、弹棋、打马、双陆、打毬、彩选、叶子格几

种,游艺类文献大大增加.总体而言,«通志艺文略»
可以说是对前代目录学著作中所列艺术门类的大汇

总.较之前代,其所记录的文献门类和数量最多,共
记载艺术文献十七种一百七十五部,共三百五十二

卷,三十七图.
郑樵«通志艺文略»“十二大类②图书中有了‘艺

术类’的明确位置”[８].总之,郑樵将“艺术类”作为

十二门中单独的一类,和经、史、子等并列,这一分法

具有突破性.在其之前,艺术类都是作为子部或者

其他大部类中的小类而存在.但这种分类方式并没

有被后世沿袭下来.郑樵之后,其族孙郑寅“以所藏

书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
类”[９],即郑寅大胆地将艺、方技和类书文献作为与

传统的经、史、子、集(文)相并列的三类.虽然只是

一家之言,但姚名达称“今郑寅能拔艺、技、类与四部

抗颜行,可谓目光如炬矣”[１０],此话体现出姚名达对

其分类方法的赞赏.此外,郑寅之所以做此种划分,
大概也从一方面反映出南宋时期艺术类书籍数量增

加的事实.但这种将艺术类和经、史、子、集四类并

列的划分方式只是昙花一现,并不持久.
«郡斋读书志»承袭了«崇文总目»的分类,又有

所变化.如相动物经和医动物经中所涉及的动物数

量,较之«崇文总目»有所减少,只有马和鹤两种.此

外,虽然其艺术类中也包含书法文献,但只列出米芾

的“«书画史»二卷”,而前代常见的«书品»«书后品»
«法书要录»等皆不见著录,仅经部小学类有«淳化法

帖»«法帖释文».因此,此处的«书画史»应该是作为

绘画作品列入,其艺术类文献中并不含书法类文献.
此外,«郡斋读书志»将算经列入杂艺术类,这也是一

个首创.
尤袤«遂初堂书目»中亦没有将文献分成经、史、

子、集四大类,而是分为四十四个小类.但依照其所

著录图书的部次、性质来看,仍囿于四分法的框架之

内.“杂艺类”作为四十四个小类中的一种,虽然所

含文献种类不多,但却有重要意义.如«遂初堂书

目»中首次将书法列入,这是其在艺术门类划分上做

出的一个贡献,“书画并称”在目录学中也肇始于此.
虽然书法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但在其

之前的目录学著作中,书法多被列于经部小学类.
除此之外,«遂初堂书目»新增了琴类文献,这也是首

创.在此之前,琴类文献一般被列入经部乐类,这大

约是由于在中国古代乐一般用于祭祀,是官方的行

为,如郑樵«通志艺文略»中就将乐类和经类并列.
但该分法并没有被随后的目录学著作沿袭,后世目

录学著作中只有«澹生堂书目»“艺术家”中将琴类文

献列入.在其之后,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再一次

将琴类文献列入子部艺术类,并最终确立琴类在艺

术类文献中的地位.
«直斋书录解题»中虽未沿用经、史、子、集四分

法,将书籍分为五十五小类,但其类目划分仍基本是

在四分法下进行的.«直斋书录解题»较之前代,艺
术类文献又增加了两种.一是增加了文房用具相关

文献的著录,如«文房四谱»«歙砚说»«墨苑»等;二是

增加了工艺制造相关文献,其中包括香谱、煎茶、酿
酒、铸鼎、铸钱币、铸铜和铸刀剑等工艺,而这些在之

前的目录学著作中皆未被归入艺术类.此外,书法

类文献也被列入,但相动物经和医治动物经不再列

入,如相鹤经入子部形法类.
«文献通考经籍考»分类和«直斋书录解题»相

似,只是在大类上并未将书法列入,而仍将其列入经

部小学类.小类而言,其“游艺”类文献所包含种类

和内容更多,工艺类相对较少,但增加了制印工艺文

献.其后的目录学著作中,除«千顷堂书目»“艺术

类”中将此工艺列入外,其他的目录学著作并未将此

工艺录入,直至«四库全书总目»,才将和其相关的篆

刻类文献作为艺术类四大类中的一种,并最终定型.
«宋史艺文志»更像是对«郡斋读书志»«直斋书

录解题»«通志艺文略»所列门类的一个大整合,其艺

术种类更多元,而且建筑类文献首次出现,但没有书

法类.而且,其在大类的细目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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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的著录为“«述伎艺»一卷,见«隋书经籍

志»”.但考«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列“«述伎艺»一卷”,并未

说明其为何种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子部七:“案
此似即邯郸淳«艺经»,«文选注»数引之.”若确如姚氏所述,«艺
经»为邯郸淳所著中国较早的游艺类文献.
其中的“十二大类”指的是经、礼、乐、小学、史、诸子、星数、五行、
艺术、医方、类书和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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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如“文房类”增加了制笔和造纸工艺相关的文

献,而工艺中则有制漆工艺的出现,这也是漆类文献

首次被列入艺术类.
唐宋时期,除个别目录学著作外,绝大多数的目

录学著作都体现出前后的承继关系,且在承继的同

时又各有发展.各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分类虽各有

不同,但其差异性相对稳定.

２．３　明———艺术门类的变革期

较之前代,明代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门类划分

方式延续痕迹并不明显,而更多的是在变革中寻找

着方向.如将“琴”单列为一类,这种分类方式在前

代仅出现于«遂初堂书目»中;取消了传统的医动物

经和相动物经,将其列入子部农家类;同时,新增了

“杂录”类,将一系列前代目录学著作中未列入的如

居室、舟车、衣饰等类别,悉数纳入.这一特点,在
«澹生堂书目»«千顷堂书目»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如
表４所示.

表４　明代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类”类别和内容

出处 艺术类别 艺术类内容

«澹生堂书目»

艺术家

书法 书法类

绘画 绘画评论

琴 琴、瑟、琵琶、羯鼓

棋 弈棋类

数(算法) 算法类

射、投壶 射术、投壶类

杂伎(游艺)
相马、打马、象棋、樗蒲、博戏、叶子

谱、谜语、牌

«千顷堂书目»

五十六

“艺术类”

杂录
园艺、书 画、居 室、器 具、衣 饰、舟

车、香茗

工艺 绣

绘画 绘画评论

游艺 棋牌、博戏、叶子谱、酒令

琴 琴谱

文房 笔、墨、纸、砚类

建筑 建筑类

　　«澹生堂书目»中的“艺术类”以“艺术家”命名,
分为书、画、棋、琴、数、射、杂伎①７种.反观后来«四
库全书总目»中的“艺术类”分为书画、琴棋、篆刻和

杂技四类,大约或多或少受了此处的影响.在«遂初

堂书目»后,«澹生堂书目»再一次将琴类单独列入艺

术类文献.该处“琴类”包含内容较广,包括瑟、琵琶

和羯鼓等,还有记述天地山川、鸟兽虫鱼等各种声音

的«籁记»,以及教人如何发声的书籍«啸旨».由此

可知,此“琴类”大概是泛指声音、音乐类.此外,射
和棋也作为单独的两类列入,前代被列入艺术类的

部分文献在此被列入子部各类.如博戏、制墨、制砚

等文房类文献被列入子部小说“清玩”类,相动物经

列入子部农家牧养类.
«千顷堂书目»艺术类文献被归入“艺术类”中,

主要分为杂录、绘画、工艺、游艺、文房、建筑几类.
其中杂录类文献较多,亦较为杂乱,如瞿佑的«游艺

录»、沈津的«欣赏编»«续欣赏编»、吴继的«墨娥小

录»、文震亨的«长物志»«长物编»和周履靖的«群物

奇制»等,所记载的是园艺、书画、居室、器具、衣饰、
舟车、香茗等各类内容,基本上涵盖了文玩、农业、艺
术、建筑、服饰和茶文化等各个方面,这在前代是没

有的.此外,工艺类有“«绣法»一卷”,为刺绣工艺文

献,属于新增门类.书法、算法入经部小学,琴类文

献入经部三礼礼乐类,印类文献和文房中的墨法皆

两见于子部艺术类和史部食货类,酒、茶、医经、钱等

皆入史部食货类.将此几种文献列入食货类的做

法,应是参照了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分类.
明代目录学著作中“艺术类”的分类较为杂乱,

基本无章法可言,且前后时期目录学著作中艺术分

类的承续关系也体现的较弱.究其原因,大概是随

着各种艺术门类书籍的增多,对于“艺术类”究竟应

该包含哪些文献,学者们也并没有制定出一个确切

的标准,这种混乱是探索和变革过程的自然外现.

２．４　清———艺术门类的定型期

明末清初的目录学著作中,其分类方式仍有明

代遗风,如«述古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中划分的艺

术门类,和«澹生堂书目»«千顷堂书目»可谓一脉相

承.但从«四库全书总目»开始,艺术门类开始整齐

划一———分为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个部分.各

个类别的具体内容,如表５所示.
钱曾«述古堂书目»并没有按照经、史、子、集四

部分类,而是大致按照经、史、子、集四大类的框架和

顺序分成９４类.艺术类作为其中的一种,只包含游

艺类文献,而前代书目中被列入艺术类的文献,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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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杂伎”和表４中的“杂伎”所指,从内容上看,实为文中所提

及的“杂技”.«澹生堂书目»中所用为“杂伎”一词,故依原书,此
处写为“杂伎”,但实为“杂技”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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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归入其他类,如琴类文献被归入礼乐类,算经被归

入数术类,印被归入器玩类,相经被归入鸟兽类;有
的则独立出来,如书画、文房和艺术类并列且单独

成类.
表５　清代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类”类别和内容

出处 艺术类别 艺术内容

«述古堂书目»

“艺术类”①
游艺

象棋、围棋、游戏书、蹴鞠、打

马、叶子格、投壶

«传是楼书目»

艺术家

射 射类

啸 啸类

画 绘画评论

棋 弈棋类

彩选 彩选类

杂戏 各类杂戏

«明史艺文志»

“艺术类”

杂录
园艺、书画、居室、器具、衣饰、

舟车、香茗

绘画 绘画评论

书法 书法类

游艺 围棋、博戏

琴 琴谱类

文房 笔、墨、纸、砚类

医家 医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

“艺术类”

书画 书法、绘画

琴谱 琴谱类

篆刻 篆刻类

杂技 棋、射、投壶、樗蒲、打球、双陆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中的艺术类文献亦被归入

子部“艺术家”,分为射、啸、画录、弈棋、彩选和杂戏

六类.其特点是,将原属于游艺类相关的射、弈棋和

彩选各自成类,并将“啸”这一类别的文献单独成类.
此外,将琴类文献放入经部乐类.书法、算术入经部

小学类“书”部,文房、砚、墨、印等入史部器用类.
«明史艺文志»受明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的影

响较大,其艺术类文献类目较之«千顷堂书目»有所变

动,新增了书法类文献和医家类文献,建筑类文献不

再列入.因为只记录明代书目,原有类目内文献数量

减少.医家类文献历来基本都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门

类,而«明史艺文志»将此类文献列入“艺术类”,这一

分法是前所未有的.«明史艺文志»中,医家类文献作

为艺术类文献的一个小类,之外的其他艺术类文献统

一被列入“杂艺”类②.将医家类文献列入艺术类的分

类方式并不合理,但此处大约体现出«明史艺文志»的
编纂思想,即将“艺”“术”看作两个部分,认为“艺”专
指“杂艺”类,而“术”则主要指代医术.

«四库全书总目»最终确立了将艺术类分为书

画、琴谱、篆刻和杂技四类的分类方式.作为官方

“钦定”的分类,其后的一些书目,基本完全继承了这

一分法,如«善本藏书志»«八千卷楼书目»«天一阁书

目»«万卷楼精华藏书记»«皕宋楼藏书志»«铁琴铜剑

楼藏书目录»«温州经籍志»«爱日精庐藏书志»«书目

答问»等.即便有些改动,如«书目答问»将艺术类分

为论书、论画、论书画、论法帖、论印章、论音乐等类,
也是换汤不换药.至此,中国古代艺术门类分为书

画、琴谱、篆刻和杂技四类的分法最终被确定下来.
但也有成书于«四库全书总目»之后但不沿袭其

分法的,如清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
«后汉艺文志»“子部杂艺术类”分为画之属、书之属、
杂艺和杂术.«三国艺文志»亦同,分为绘画、书法、
占梦、相书、印法和相牛几类.这样分大约是姚氏考

虑到是补艺文志,故应该按照所补艺文志当代的分

法来分.由此,其分类方式在«四库全书总目»后可

谓独树一帜.
先于«四库全书总目»的清初目录学著作,如«述

古堂书目»«传是楼书目»«明史艺文志»,其艺术文献

分类方式仍有明代余绪,并不规范.但«四库全书总

目»之后,除个别的目录学著作外,绝大多数目录学

著作中的艺术类文献皆遵循«四库全书总目»的分

法,即将艺术类文献分为书画、琴谱、篆刻和杂技四

类.由此,中国古代艺术门类的划分方式和涵盖内

容亦最终定型.

３　中国古代艺术门类的演变特点

据上文内容,笔者就历代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

文献的分类做了表格(表６),以期通过这一形式,让
读者对不同时代目录学著作中艺术门类的变化有更

直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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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就要»,“«传是楼书目»和«传是楼

宋元本书目»似当编于徐乾学晚岁的最后几年,即康熙二十八年

至三十三年之间.晚于«述古堂藏书目»和«述古堂宋本书目»”.
(«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２)
«明史艺文志»将医家类之外的文献定性为“以上杂艺”(«明史»卷
九十八,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２４４６),即将不含医家的艺术类文献归为

“杂艺”,而包含了医家类文献之后的文献才被称为“艺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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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目录学著作中“艺术类”文献主要类别有无情况一览表

　　　类别

出处　　　

射

术

游

艺

弈

棋

投

壶

博

戏

书

法

绘

画

相

经

医

经

算

经

文

房

工

艺

琴

类

建

筑

杂

录

七录 √ √ √ √ √

旧唐志 √ √ √ √ √

新唐志 √ √ √ √ √ √

崇文总目 √ √ √ √ √ √

通志艺文略 √ √ √ √ √ √

郡斋读书志 √ √ √ √ √ √ √ √ √

遂初堂书目 √ √ √ √ √ √ √

直斋书录解题 √ √ √ √ √ √ √ √ √

文献通考经籍考 √ √ √ √ √ √ √

宋史艺文志 √ √ √ √ √ √ √ √ √ √

澹生堂书目 √ √ √ √ √ √ √ √ √

千顷堂书目 √ √ √ √ √ √ √ √ √

述古堂书目 √ √ √

传是楼书目 √ √ √ √

明史艺文志 √ √ √ √ √ √ √ √

四库全书总目 √ √ √ √ √ √ √

注:此处的“√”表示该类别存在于对应的目录学著作中.

此外,历代公私目录学著作中艺术门类中的重

要细目,除了游艺、绘画等一直稳定地居于艺术门类

中外,其他如书法、相经、算经等细目所属的类别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此,笔者列举了一些重要的艺

术类别,其演变历程如表７所示.
表７　公私目录学著作中重要艺术类别归属一览表

　　类别

出处
书法 相经 算经 文房 工艺 琴类

隋书经籍志
史部簿录

录类
子部五行

旧唐志 子部农家 子部历算

新唐志 经部小学 子部农家 子部历算

崇文总目 经部小学 子部算术 子部乐类

通志艺文略 小学类 食货类 算术类 食货类 食货类 乐类

郡斋读书志 类书 类书

遂初堂书目 子部谱录 子部谱录

直斋书录解题 子部形法 子部音乐

文献通考经籍考 经部小学 子部形法 子部历算 经部乐类

宋史艺文志 经部小学 子部五行 子部历算

澹生堂书目 子部农家 子部小说

千顷堂书目 经部小学 经部小学 经部礼乐

述古堂书目 书画类 鸟兽类 数术类 单独成类 礼乐类

传是楼书目 经部小学 经部小学 史部器用 经部乐类

四库全书总目 子部天
文算法 子部谱录

注:此处所列为主要目录学著作和主要艺术类别,并非所有目录学著作中的所

有类别.

结合上文表格和内容,可以对古代目录学著作

中艺术类文献的演变特点做出如下归纳:
首先,“艺术类”这一名称从无到有、从不够规范

到最终统一.从«七录»的“杂艺部”,到多数目录学

著作中的“子部杂艺(术)”类,再到«澹生堂书目»中
较为标新立异的“艺术家”类,直至«四库全书总目»
中子部“艺术类”被最终确定,艺术类文献的名称在

古代目录学著作中的最终确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

过程.
其次,艺术类文献种类经历了“少—多—少”的

过程,所包含内容具有“重技艺—艺术并存—以艺为

主”的变化特点,体现出艺术类文献在不同时期不断

探索的历程.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艺术类文献中的部分门类有一定的稳定

性.游艺类文献最为普遍和稳定,所有书目中都将

游艺类书目划入艺术相关门类.游艺类中的小类又

属弈棋类文献最稳定,其基本存在于所有目录学著

作中的艺术类中;其次是投壶和射术文献,最后是博

经类文献.书画艺术同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重要一

环,但二者在目录学著作中的稳定性却不能相提并

论.其中,绘画较稳定,相关文献较多出现于目录学

著作的艺术类中;但书法类文献并非如此,其在目录

学著作中时隐时现,出现较少.在«四库全书总目»
前,仅有«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澹生堂书

目»«明史艺文志»４部目录学著作将书法类文献列

入艺术类,而其余的大部分时间,一直被列入经部小

学类.究其原因,大约是相对于绘画的“纯娱乐性”,
书法还具有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实用功能.此外,书
法类文献更多是作为古代小学的一部分存在,因此

并不具备绘画所具有的完全的“艺”的特点,因而并

没有像绘画那样很早就扎根于“艺术类”中.
第二,一些部类的归属较不固定,在各部类之间

游离.如被归入“艺术类”的文献还曾在经部小学、
三礼类,史部簿录、食货类,子部艺术、农家、天文、历
算诸部中变动.其中,相动物经的归属最不稳定.
参照表６,相经曾被«崇文总目»等４部目录学著作

列入艺术类;此外,在不同的目录学著作中,还分别

被列入子部中的五行、农家、形法和鸟兽类.这些不

同的隶属当是由于其“相”和“动物”的双重含义———
从“相”的层面上讲,相经被列入子部艺术、五行等

类;从“动物”意义上讲,其又被列入子部农家、鸟兽

诸类.从«遂初堂书目»开始,书法文献被列入“艺术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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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但这一划分并无明显延续性,在«遂初堂书目»
之后的目录学著作中,书法类仍一直在艺术类和经

部小学类之间徘徊.谱录类文献是一个特殊的存

在,“很长时间,这一类一直象个大杂货柜,什么都往

里塞,而不加排列归整”[１１].确实如此,如书法、相
经、文房、工艺等皆曾被录入谱录类中,除此之外,鼎
录、刀剑录、香谱等带有“录”或“谱”字眼的文献均被

谱录类收纳过.谱录类确实就像一个大的收纳箱,
这大概是由于文献只要具有“录”的形式,便可被纳

入谱录类大家庭,而其内容如何则不被考辨.对于

这一原因,有学者认为是由于“传统上目录学的分类

方式有‘崇质’与‘依体’两种方法并行在尚未有

新类别设立的情况下,便只能选择将这些在当时无

类可归的著作,就其性质或体裁隶入现有的或相近

的类别”[１２].而谱录类文献便是“依体”分类方式的

代表.
第三,“艺术”一词包含了“艺”“术”两部分,这两

层含义主导了艺术门类的涵盖内容.“艺”有才能、
技巧等意思,故此,有的目录学著作亦将各种工艺类

文献列入艺术门类;“术”有方术、方法之意,因此目

录学著作将相经、医术、算术等列入.实际上,除了

目录学著作中,“艺术”一词还频繁出现于古代正史

中.如«晋书»«北史»«周书»«隋书»中曾有“艺术列

传”,“其中记录了许多有关天文、阴阳、术数、医药等

被归类于方术、方技(伎)的人物、实录或传说.但

是,其中也记载了大约有十七位基本符合今天所说

的书法、音乐、建筑和工艺等艺术人员的相关史

事”[１３].亦即古代“艺术列传”层面中的艺术多重

“术”,多指一些在医术、占卜、星象和相术等方面有

突出贡献的人物,而较少指在书法、绘画、工艺等纯

美术方面有较大成就的人.但正史中仅这四史曾列

“艺术列传”,后世不再沿袭,而原本列传中的人物也

被散列于数术、方技、医术和艺术等门类中.而且越

往后发展,在目录学层面上,“艺术”的发展过程中

“术”的意味逐渐减小,如曾经较为常见的相动物经、
医术、算术等,都不在«四库全书总目»最终恒定的

“艺术类”中.
最后,古代艺术的分类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被

最终定于一尊,之后的目录学著作基本按照其提供

的范式进行分类.但西学东渐以来,受西方艺术的

影响,中国今天的艺术,除包括整合之后的中国传统

艺术门类外,很大一部分是借鉴于西方艺术①.西

方今日的艺术主要是源于西方对其的定义,而西方

的艺术也并非一开始就如今天所指.
根据RaymondWilliams的研究,自十

三世纪起,英文的 Art便指各种技巧,且沿

用至今日.十七世纪时,中世纪大学课程

用theart或thesevenarts指其中的七种

学问,———文法、逻辑、修辞、几何、音乐、天

文;同时,thesevenarts亦指七种缪思(the
sevenmuses)———历史、诗歌、喜剧、悲剧、
音乐、舞蹈、天文.今日使用arts指称包括

绘画、素描、雕刻、雕塑等技巧的理论则至

十九世纪才完整建立.也就是说,英文art
一字的定义和使用是不断变化的.[１４]

由此可见,不管东方还是西方,“艺术”一词从产

生开始,其内涵就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４　结语

从汉代至清代,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的艺术

门类从产生到最终定型,大致经历了唐以前的发端

期、唐至宋元的发展期、明代的变革期和清代的定型

期四个阶段.其中所包含的种类经历了“少—多—
少”的过程,内容具有“重技艺—艺术并存—以艺为

主”的变化特点.变化体现出艺术各小类之间稳定

性的差异,也反映出古人对于艺术的追求从实用性

到审美性的转变.从其定位来讲,艺术内涵的不断

变化虽然暗含其内部小类地位的升迁变化,但也应

看到,在«四库全书总目»前,艺术文献较为稳定的内

涵仍是最初就被界定的游艺类文献,即娱乐性一直

居于主导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纵观中国古代

的目录学著作,除郑樵和其族孙郑寅曾将艺术置于

和经、史、子诸类并列的地位这个“高光时刻”之外,
艺术这一门类基本一直被列于子部诸多门类中,被
视为“学问之余事”,是文人茶余饭后的点缀,无法和

传统的经学、史学等正统学问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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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lessＧmoreＧless”,andthecontenthasthecharacteristicsoffocusing“onskills－onbothskillsandart－
onart”．Thesechangesreflectthedifferencesofquantityandstabilityindifferentartcategories,aswellas
thechangeoftheancientspursuitofartfrompracticalityto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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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HumanityBasedAncientTextAnnotationandVisualization
—ACaseStudyonZuozhuanKnowledgebase

LiBin　WangLu　ChenXiaohe　WangDongbo

Abstract:ThetraditionalresearchparadigmsbasedondigitalizationandfullＧtextretrievalarenotsuffiＧ
cientforhistory,philologyandlinguisticstudieswithintheparadigmofdigitalhumanities．Forquantitative
analysisandvisualization,thewords,time,places,personsandeventsintheancienttextsneedtobeconＧ
structedintoahistoricaldigitaldatabase．Byapplyingthe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technologyofancient
Chinese,thewordsegmentation,partsＧofＧspeech,time,personID,locationIDandGISinformationare
annotatedwith manualchecking．Thus,theZuozhuan digitalhumanityknowledgebaseisconstructed．
Thenthekeypersons,socialnetworks,personaltravelingtracksanddistancesinZuozhuanarecalculated,

whichmayproposenew methodstorelatedancienttextsannotation,structuralhumanityknowledgebase
constructioninhistoryandphilologyresearch．Finally,thepotentialimprovementsandapplicationsofthe
databasearediscussedfurthermore．

Keywords:DigitalHumanities;Zuozhuan;EntityAnnotation;Database;AncientChineseLanguag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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