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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的内在理路

———以“书藏”为线索

□刘驰∗

　　摘要　明清以来,在曹学佺、顾炎武、朱筠、曹溶、周永年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藏书理念开始

由官私藏书转向公共藏书.嘉庆年间,阮元在公共藏书理念的影响下,于灵隐、焦山创建了两座

初具公共图书馆性质的书藏,预示着官私藏书走向公共藏书的实践转向.此后,书藏逐渐从江南

地区的寺院扩展到书院,又被方浚颐、梁鼎芬等从江南引入广东,完成了由北向南的地域扩散.
直至２０世纪末,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将“开大书藏”作为改良运动的核心内容,形成了以募

捐办书藏、以书藏兴学会、以学会促改革的变革步骤,使得书藏一时风靡全国、得以与西方文化相

交会,并促成了中国近代新式藏书思想的诞生.可见,书藏制度与文化一直引领着清代以来藏书

史内在变革的潮流.以“书藏”的发展、演变为线索,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

的内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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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人才是否兴盛、文化是否

发达,都与藏书密切相关,梁启超等近代学人甚至将

藏书状况视为一国文明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

对藏书史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一国或一代文

明的发展状况.而中国又素为文献之邦,历来重视

藏书,官方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事业

都非常兴旺,至清代而臻于鼎盛.直到戊戌变法前

后,传统藏书渐趋式微,新式图书馆纷纷兴起,中国

藏书史开始迅速地进入近代化阶段.这一转向固然

是与西方文明碰撞后的应激反应,但中国藏书制度

与文化的困境是否是从遭遇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后才

开始产生的? 近代化的藏书制度与文化是否只是对

西方的仿效,抑或是在古代中国早已萌芽,而在近代

得以与西方文明相结合? 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研

究中国藏书史的发展与演变至关重要,有待继续深

入探讨.
前贤在晚清藏书史领域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但较为注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藏书史转变

的内在理路关注较少,对书藏在其中所发挥的历史

作用尚不够重视.如吴晞«从藏书楼到图书馆»[１]、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２]、傅璇琮、谢灼华主编

的«中国藏书通史»[３]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图书馆所

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剖析较为深刻.吴晞更是认为中

国近代图书馆全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与中国传统

藏书毫无关系:“从本质上看,中国近代图书馆所接

受和继承的主要是西方图书馆的东西,而不是中国

藏书 楼 的 传 统.这 是 一 种 取 代,而 不 是 演 变 过

渡.”[１](２－３)这一定程度上就忽略了传统藏书制度与

文化中所蕴含的变革因素.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

术思想史»[４]对晚清图书馆思想的发展、演变有十分

全面、深刻的研究,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５]对清

代藏书史转变与传统藏书思想、制度之间的关系颇

有揭示,二者对书藏也各有精彩叙述,但受体例所

限,都未对书藏进行更加集中的研究,以揭示其跨时

段、跨地域的演变与传播过程,以及其在中国藏书史

内在转向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６].
事实上,以清代书藏为线索进行考察与分析,可

以为晚清藏书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和结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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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溶号召流通古书、周永年倡议创设儒藏,到阮元在

灵隐、焦山建立书藏,到书藏从江南地区的寺院扩展

到书院,到方浚颐、梁鼎芬等将书藏引入广东,再到

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将“开大书藏”作为近代改

良运动的核心内容,书藏制度与文化一直引领着中

国藏书史内在变革的潮流,最终得以在近代与西方

文化相交会,共同促成了中国新式藏书思想的诞生.
因此,以书藏为线索进行研究,有助于清晰地梳理出

一条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的内在理路①.

１　由官私藏书走向公共藏书:清代藏书的理念转向

明清时期,传统藏书事业在趋于鼎盛的同时,其
困境也逐渐暴露.此时,藏书主体仍以官藏、私藏为

主,缺乏公共藏书.官私藏书一方面面临着流传危

机,随着朝代更迭、家族兴衰,藏书极易散失,著述之

书遂无法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保全并流传;另一方面

还面临着流通困难,官方藏书往往深处皇宫内苑,私
人藏书家也多秘笈自珍,这就导致书籍这一宝贵资

源为官私藏书所垄断,不易在社会上流通,更难转化

为士林甚至民间的公共资源.可见,官私藏书既不

能保证书籍的纵向流传,更无法促进书籍的横向流

通,无论是就“收藏”功能而言,还是就“实用”功能而

论,都有所欠缺,更遑论二者兼顾.正因如此,部分

士人开始对传统藏书方式提出各种质疑,并设计出

不同的补救与改良方案,这就直接推动了中国藏书

理念的转向.
对于传统藏书的困境,明清人早有认识,如曹溶

云:“不善藏者,护惜所有,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

为失策也.”[７]道出了当时藏书弊病的根本所在,即
过分注重收藏,而不实用.周永年也说:“藏之一地,
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②指出

了书籍难以在地域间流通和难以历时性流传的弊

病.要之,其症结都在于官藏与私藏之外公共藏书

的缺乏.
有鉴于此,不少有志之士开始提出藏书的变通

之道,儒藏思想堪称代表.关于儒藏思想的发展脉

络,王蕾«论儒藏思想的发展»一文有专门研究[８],兹
不赘述.值得补充的是,顾炎武、朱筠两位大学者,
也曾提出在官私藏书之外另建公共藏书处所的举

措.据«春冰室野乘»记载,旧椠«音学五书»前有徐

乾学兄弟三人的启文,其中提及顾炎武晚年欲建立

书藏的构想:

亭林先生年逾六十,笃志五经,欲作书藏于

西河之介山,聚天下古今书籍藏其中,以诏后之

学者.先达明公,好事君子,如有前代刻板善本

及抄本经史有用之书,或送堂中,或借录副,庶

传习有资,坟典不坠.[９]

又记载朱筠“尝议建书藏于曲阜孔氏,广庋古今

坟籍”[９].可惜事皆不果.
周永年的«儒藏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学说.他

吸收了前人思想,在借鉴佛、道藏书经验的基础上,
设计出一套全新的藏书体系,既区别于官藏,又区别

于私藏,其构想已经具备了公共藏书的雏形,并具有

社会改良的色彩.章学诚就曾高度评价他的藏书

理念:
近世著录,若天一阁、菉竹堂、传是楼、述古

堂诸家或以炫博,或以稽数,其指不过存一

时之籍而不复计于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复能

推明所以然者广之于天下;其智虑之深浅,用心

之公私,利泽之普狭,与周君相去当何如耶![１０]

在章学诚眼中,周永年的藏书理念迥拔流俗,不
同于一般藏书家,其用心在公,有助于将书籍留存于

永久、推广于天下,以便匡正学术、养成风俗.
前人虽然对周永年的学说多有引用,并予以高

度评价③,但较少从中国藏书史转向的角度对其理

论进行深入剖析,此处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重新

论述,以揭示中国藏书理念出现的重要新变:
其一,就性质而言,由官藏、私藏转向公藏.传

统官私藏书大都不向社会大众开放,内阁珍本虽多,
私家藏书虽众,却无法将其所藏书籍变为天下的公

共学术资源,因此周永年主张由官府或士族号召民

众,择名胜之地共建书藏,以实现资源共享:
若于数百里内,择胜地名区,建义学,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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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不少学者都对“内在理路”说有所阐发,其要旨在于避开简单的

“刺激—反应”论,深入发掘中国历史文化由古代转向近代的内

在原因.本文也试图从内在原因着手,梳理出一条中国藏书史

朝近代转向的发展脉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不否定外在因

素的重要作用,更无意作出是此非彼、谁主谁次式的判断,而是

主张对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细微、深入的梳理与还原,以使历史

变得更加“血肉丰满”.
本文«儒藏说»文字皆引自:周永年．儒藏说[G]//李希泌,张淑

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２:４７－５０．
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对儒藏思想及其影响分析较为全面,
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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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凡有志斯事者,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购买于

中,以待四方能读之人,终胜于一家之藏一

县之长官,可劝一县共为之;一方之巨族,可率

一方共为之.
杨念群就曾指出其设想与曹溶之不同:“周永年

提出‘儒藏说’还有一个深层意图,那就是试图把原

属于私人领域中的典籍收藏,通过加速流通的方式

转变成一种学林共享的公共资源,这样一个基于网

络控制的理念与曹溶所言典籍交换仅限于个别私人

之间的盟约关系大有差异.”[１１]进一步言之,通过这

样一种共建共享的方式,书藏就建立起了一套区别

于官私藏书的公共藏书系统,可以将典籍转变为公

共资源,以实现天下人共藏之、天下人共享之的

理想.
其二,就功用而言,由收藏转向实用.传统官私

藏书都以收藏为主要目的,而周永年的构想更偏重

实用:
天下都会所聚簪缨之族,后生资禀苟少出

于众,闻见必不甚固陋,以犹有流传储藏之书故

也.至于穷乡僻壤,寒门窭士,往往负超群之

姿,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故虽矻矻穷

年,而限于闻见,所学迄不能自广.果使千里之

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

馆以读,数年之间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

之成也,岂不事半而功倍哉!
他认为乡野之人纵然天资出群,学问却难以广

大,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书籍,因此他主张在这些地方

设立书藏以培养人才,将藏书的主要功用由收藏转

向实用,这就使得其理论具有了社会改良的意义,后
来梁启超等人以“开大书藏”改良社会的构想正与之

一脉相承.
其三,就收藏对象而言,扩大了收藏对象,由经

史辞章之学转向百家专门之学.在清朝,经史辞章

之学盛行,帝王以之为统御之术,士人以之为晋身之

阶,因此清人藏书往往以经史辞章之学为主,旁及金

石、书画等领域,范围较为狭隘.周永年则主张藏书

应注重天文、地理、水利、农田等百家专门之学:
郑渔仲曰:“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耀人

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以其

未尽见古人之书,故拘于习尚以自足耳.果取

古人之书,条分眉列,天文地理、水利农田,任人

所求而咸在.苟有千古自命之志,孰肯舍其实

者,取其虚者乎? 故儒藏之成,可以变天下无用

之学为有用之学.
“天文地理”“水利农田”等学问素为一般士大夫

所不屑,私人藏书家对此类书籍更是嗤之以鼻,周永

年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专门之书与专门之学的重要,号
召通过收藏专门之书以培养专门之学,这与诺代、莱
布尼兹等西方先贤的理论提倡不谋而合,也预示了近

代以后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新变.
其四,在管理制度方面,为公共藏书奠定了初步

的管理制度,且非常注重为读者服务.公共藏书与

官方、私人藏书不同,它是由地方社会共建而来,其
资源又须与社会共享,因此就必须有较为严格的管

理制度.周永年对此进行了初步设计:
书籍收藏之宜,及每岁田租所入,须共推一方

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凡四方来读书者,如自能

供给,即可不取诸此,寒士则供其食饮.须略立规

条,如丛林故事.极寒者并量给束脩,免其内顾之

忧.有馀仍贮存之,以为置书增田之费.
可见他对经费来源、管理人员配置、读者饮食等

问题都有考虑.
要之,明清时期官私藏书在趋于鼎盛的同时,书

籍作为一种社会的稀缺资源逐渐被官方和少数藏书

家所垄断,成为他们炫博斗奇的收藏品,而无法达到

物尽其用的实用目的.为了弥补官藏与私藏的弊

端,使藏书由封闭走向开放,更好地发挥其实用功

能,以加强书籍流通,助益人才培养,周永年提出«儒
藏说»,构建起一套区别于官私藏书的公共藏书理

论.«儒藏说»不但揭露出传统官私藏书的弊病,预
示了中国藏书史转变的方向,并且还具有强烈的社

会改良色彩,足以与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的

思想前后辉映.

２　灵隐、焦山书藏:清代藏书的实践转向

从曹溶到周永年,中国的藏书理论开始发生新

变.四库七阁与灵隐、焦山书藏的设立都是对这一

理论新变的回应,体现出清代藏书在实践层面的重

要转向.由于四库七阁是清代全盛时期皇权运作下

的产物,无论是民间还是后世皇帝都难以复制,且古

今学者对其论述已多①,故本文从略,只以灵隐、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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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对儒藏思想与四库七阁的关系已有详

细考辨,故本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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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书藏为核心进行讨论.前辈学者对灵隐、焦山书

藏也十分重视,但主要是将其置于寺庙藏书的视域

中进行观照,忽略了它们已经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

某些特征①.灵隐、焦山书藏在地址选择、创办模

式、管理制度、服务功能、收藏对象等方面极具特色,
已与传统寺庙藏书截然不同,更是直接启发了丰湖

书藏、梁祠图书馆的建立,对广东地区藏书事业产生

了深远影响,并为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的近

代化藏书理论提供了思想源泉.因此,有必要将灵

隐、焦山书藏置于中国藏书史演变的宏观视野中深

入考察.
阮元 于 嘉 庆 十 四 年 (１８０９ 年)、嘉 庆 十 八 年

(１８１３年)先后在灵隐、焦山设立书藏.直接触发他

选择在寺庙创建书藏的机缘是翁方纲的一封信.当

时,翁方纲寄函紫阳书院山长石蕴玉云:“«复初斋

集»刻成,为我置一部于灵隐”[１２],阮元对此举颇为

赞赏,再联想到司马迁藏史名山、白居易藏诗寺庙等

案例,便决定将寺院作为设立书藏的最佳选址.
在设立书藏的过程中,阮元明显受到了曹学佺

等人藏书理论的影响,«杭州灵隐书藏记»对“书藏”
一词进行考释时便提到曹学佺的儒藏思想.阮元在

«虞山张氏诒经堂记»中颂扬了张金吾通过刊刻藏书

促进典籍流通的行为,认为“诒经堂、诗史阁、求旧书

庄诸地,皆罗列古今人使后人共见之地”,并据此提

出“以书公之天下后世”的思想[１３].若借用“以书公

之天下后世”一语概括其创建书藏的初衷,也颇为恰

切.他是想解决书籍在流传、流通方面所面临的困

境,这就与一般官私藏书的目的迥然不同,而同曹

溶、周永年的理念较为接近.
书藏设立后,阮元为其制定了较为完备、可操作

的管理条例.灵隐、焦山二藏的管理条例基本相同,
只有书橱编号不同,灵隐书藏编号取的是宋之问«灵
隐寺»诗中之字,焦山书藏编号取的则是«瘗鹤铭»铭
中之文,体现出了因地制宜的编号特色.

灵隐、焦山书藏的设立及其管理条例的制定,体
现出中国古代藏书史在实践层面的几个重要转向,
对后世影响甚大:

其一,就地址选择而论,以社会公共场所寺庙作

为藏书之地,既便于典籍的保存,又便于典籍的

流通.
藏书地址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凭空建造全新

的公共藏书,则花费巨大,事不易成,因此阮元选择

了较为简便易行的方式,在既有的社会公共场所寺

庙内建立书藏.之所以作此抉择,可能是基于以下

考虑:一是寺庙多处名山胜迹之中,法统代代相传,
相比于官私藏书场所,受世俗变迁影响更小②;二是

寺庙多设有佛藏,藏书历史悠久、管理制度规范,且
便于向世俗募捐;三是寺庙为三教九流汇聚之地,具
有公共属性,文化氛围开放,便于文人往来访书,以
促进书籍流通,灵隐寺为杭州重要文化场所,自不待

言,焦山扼运河之要冲,亦是文化交流的胜地,“名公

巨卿、富商大贾、山人墨客、村夫俗子罔不可跻其

巅”[１４];四是灵隐、焦山文化氛围浓厚,寺内僧人多

识文字,甚或工于诗、书、画,如焦山定慧寺主持借庵

便是名重一时的诗僧,既善于管理书藏、又巧于待人

接物,寺内还藏有周无专鼎、西汉定陶鼎、瘗鹤铭等

文物,更有天下闻名的焦山碑林,皆可与书藏交相辉

映③.总之,在寺庙内设立书藏,既便于典籍的保

存,又便于典籍的流通.
其二,就创办模式而论,官私共建,采用了官方

筹办、私人捐赠的模式.
其他藏书或官、或私,极少采用官私共建的模

式,如曹溶、周永年等人曾提倡书籍募捐、征集制度,
可惜缺乏官方力量的支持,未能大范围实施;乾隆皇

帝虽曾下诏向民间征书以编纂«四库全书»,却是以

皇权为威慑的官方强制行为,“南三阁”仍属于官方

藏书机构,缺乏私人的参与.灵隐、焦山书藏的情况

则完全不同,体现出官私共建的特色:它们分别是阮

元以浙江巡抚、漕运总督的身份筹办的,管理经费均

来自盐运司,这是其“官”的一面;其藏书主要来自私

人的自愿捐赠,这是其“私”的一面.
尤其是募捐、征集方式的使用,极大地调动了私

人参与的积极性.为了获得更多书籍,灵隐、焦山书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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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典藏卷»第二章«典藏单位»第四

节«寺观藏书»,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８:１５８－１６０;«中国藏书通

史»第六章«清代书院藏书和寺观繁荣»:１００６－１００８．
如阮元«灵隐置书藏纪事»云:“近代多书楼,难聚易分散.或者

古名山,与俗隔崖岸.岧峣灵隐峰,琳宫敞楼观.共为藏书来,
藏室特修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４７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０:５２９.
正如阮元«与王柳村处士豫、丁柏川观察淮、方静也茂才士倓、焦
山僧借庵同立焦山书藏,诗以纪事»云:“周汉二鼎间,常有海云

覆.鹤铭残字多,编列签厨富.万卷压江涛,千函寄烟岫.付与

诗僧收,何异长恩守.况是仁者静,山寿书亦寿.千载传其人,
更有史迁副.”«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４７７册: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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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注重征集当世著述,这就极大地符合了时人想让

作品传之后世的需求,因此四方文人都纷纷捐书.
潘衍桐«题阮中丞所作灵隐书藏»一诗记录下了捐书

的情形:
龙宫藏经处,楼阁高嵯峨.中丞改书藏,指

挥成刹那.欲使山灵守,永保著述科.大庇寒

士心,倍胜广厦多.络绎捆载至,缃帙填层阿.
却似梵贝叶,白马西域驮庶积石室卷,千劫

经不磨.住持戒扃鐍,擅岀严撝诃.事同香山

老,送集投祗陀.宝函缄象轴,锦签织凤梭.兹

焉华严海,文字流江河.暇日曝书会,宾从盛玉

珂[１５]

众人为灵隐书藏捐书并举行曝书会的盛况从此

诗中尚可窥见一二.阮元自己率先捐宋元方志２
册,并图书２０６种１４００余册.陈文述曾多次向灵

隐、焦山捐书,并创作了«以诗集寄灵隐书藏,赋呈琅

嬛主人并柬寺僧玉峰»«灵隐藏书思著述也,琅嬛中

丞设书藏于灵隐,因以所著藏焉»«以所著书付焦山

书藏赠借庵»等诗以记其事①.光绪十七年,梁鼎芬

见焦山书藏未曾毁于战火,大喜过望,直接将自己三

分之一的藏书都捐给焦山书藏②,并号召四方捐书,
丁丙应其倡导,共捐书一千册③.其余捐书者更是

不计其数.据传焦山书藏书籍最多时有 ３５７０ 种

４００２部５９７４７卷２１４７０册;据１９３４年编成的«焦山

书藏书目»及«焦山书藏书目补遗»统计,焦山书藏共

收藏经、史、子、集、志、丛六部书籍约１８３１种２０４８
部３４４６７卷半１２１３２册④.

募捐、征集的方式不仅让书藏获得了丰富的书

籍,还使其名声迅速传播开来.灵隐、焦山书藏有助

于书籍的保存与流传,逐渐成为时人的共识,如叶廷

琯«鸥陂渔话»记载有人在燕市书摊见到和珅的«嘉
乐堂集»,觉得此集颇为罕见,于是“亟买一帙,寄焦

山书藏贮之”[１６];汪喜孙曾建议王氏父子将«经义述

闻»藏于焦山,以期流传万世:“若刷印廿本,一付陈

石甫交与吴门书市,与日本书舫易«群经治要»诸书;
一付琉璃厂书坊,听其易高丽书史;一上之阮督部,
藏之匡庐、西湖、焦山三书藏  此千万世之长

策也.”[１７]

其三,就管理制度而论,委托官私之外的第三方

寺庙僧人进行管理,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与

条例.
阮元没有将书藏的管理任务交给官方或私人,

而是委托给了作为第三方的寺庙僧人,这就使得管

理方(僧人)、出资方(官方)、捐赠方(私人)相互独

立,既便于官府和文人群体对僧人进行监督,也杜绝

了书藏被官私两方据为己有、拒绝开放的隐患.
阮元还亲自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与条

例,供看守书藏的僧人执行.在选址、建筑、编号方

面:焦山书藏选址在焦山西麓海西庵内,有楼三楹、
贮书厨十八[１８],以«瘗鹤铭»文字进行编号.在人事

方面:选用两名识字知文的僧人担任看守职位,由盐

运司每月发放香灯银十两.在收藏方面:送书入藏

者,寺僧转给一收到字票;每本书都需钤印、编入目

录;每本书还需写书脑或挂绵纸签,以便查检[１９].
其四,就服务功能而论,社会共享,发挥了藏书

服务大众、促进学术的功能.
灵隐、焦山书藏面对天下之人开放,不同于一般

官私藏书封闭的特点,可促进书籍与知识的流通,发
挥藏书服务大众、促进学术的功能,如潘衍桐就认为

书藏可以“大庇寒士心”,李富孙甚至说:“或有怀饼

客,亦许来揅究”[２０],语似夸张,却是灵隐、焦山书藏

开放、实用性质的极佳写照.
灵隐、焦山书藏设置后不久,太平军便由南而北

起义,战火所及,灵隐书藏化为焦土,焦山书藏也险

遭浩劫.即便如此,它们也发挥出了服务大众、促进

学术的功用.不少名人都曾在这两处书藏观书,如
陈衍本不知孙诒让能诗,直到在灵隐书藏发现其诗

集后才将其诗作选入«石遗室诗话»:“向只知孙仲容

为考据之学,缄札往来,未询其为诗也.偶至灵隐寺

书藏,见书目上有孙仲容诗一册.记其«吉日癸巳石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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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分别见于陈文述．颐道堂集“诗选”卷九、十二、二十[M]．清嘉庆

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君(梁鼎芬)藏书数百簏.三分之,一赠焦山寺,一存广州梁祠,
一留自读,今保存者惟焦山寺书耳.”伦明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

诗[M]．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８－２９.
“今年粤东梁星海太史来杭,言客岁游焦山,见书藏未毁,瑶函祕

笈,如在桃花源,不遭秦火,山僧尚守成规,簿录管钥,虽历七八

十年,流传弗替,可谓难矣.藏中尚空四厨,太史遍告同侪,将募

书以实之,增助山中故事.太史亦有心人哉! 因检嘉惠堂所藏、
所刊、所写诸书,又从朋好乞得家集,凡四百五十一部,计二千六

百有八卷,综一千册,缮目弆置其中,敬乞山灵,如前呵护.”丁立

中．宜堂类编[M]．卷二十年谱第三,光绪二十六年丁氏嘉惠堂

刊本:２８B—２９A.
焦山书藏委员会．焦山书藏书目[G]//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
第４０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８:５３７－５４０.其中,«焦山

书藏书目»著录书籍约１８２４种２０４１部３４４４７卷半１２１２２册,«焦
山书藏书目补遗»著录书籍约７种７部２０卷１０册.



2
0

2
1

年
第1

期

刻»二首.”[２１]王豫«淮海英灵续集»记载了诗人黄金

想要投靠阮元,却被王小村留在焦山书藏观书之

事[２２];潘衍桐在写«缉雅堂诗话»时曾至焦山书藏观

书,范锴的«吴兴藏书录»«蜀产吟»«感逝吟»«续汉上

题襟集»«苕溪渔隐诗稿»«苕溪渔隐词稿»«幽华诗

略»等书均是从焦山书藏获见[２３];陈任旸编纂«京口

三山志»时曾到焦山书藏查阅资料,在此期间还据山

僧提供的诗稿编纂了«焦山六上人诗»[２４];缪荃孙曾

多次在焦山书藏观书,如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南皮

师约同游焦山取抱芳阁«俄游汇编»五部”、１８９４
年６月１４日“游焦山,观杨忠愍公墨迹手卷”、１０月

３０日“观书藏及五文石”①;１９０５年,马一浮与谢无

量来到焦山书藏读书、养性近一年,为日后的学术研

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２５];１９２９年,«江苏通志»编纂

委员会为了“徵文献掌故于本山(按:即焦山)之书藏

藏书”,在焦山松寥阁开设志局,后发现焦山藏书丰

富,又单独成立了焦山书藏委员会以整理书藏藏书

并为之编目[１８],在焦山书藏委员会担任委员的柳亚

子、陈去病、柳诒徵、庄蕴宽、金铽等人多为一时

名流[２６].
其五,就收藏对象而论,广罗群籍,古今并蓄,中

外兼收.
收藏方面古今并蓄,不独尚古籍善本,如刘彬华

云:“或述或作刻或写,人今人古俱无论.但使此藏

如大海,江淮河济相追奔.又使此藏如大贾,明珠大

贝高昆仑.岂无川与潦,大海不言尊.岂无杂与碎,
大贾不言纷”[２７].从«焦山书藏书目»可以看出,绝
大多数藏书均为时人著述.书藏内甚至收藏了一些

西学书籍,体现出中西兼收的特点,如史部地理类:
陈兰彬«使美纪略»,缪祐孙«俄游汇编»,冯焌光«西
行日记»,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蒋友仁译«地理

图说»,张士瀛刊«地球韵言»,日本雪海指南社编、江
楚编译局译«小学万国地理教课书»,刘邦骥«中学地

理外国志»,杜宗玉«西学地理通释»;外国史专著亦

有不少,«焦山书藏书目»单独辟有“外国史类”,收录

有«日本史纲»,日本青木武助编、中国张枏译«日本

历史»,美国彼德巴利编、中国陈寿彭译«万国史略»,
刘鑑译«埃及近事考»,陈寿彭译«外国烈女传»;政书

类收有杨楷«通商列表»、许景澄«德国陆军纪略»、何
元翰译述«英国警察»(附«各国警察大纲分类巡捕新

编»)[２８].缪荃孙就曾在焦山借阅«俄游汇编»;马一

浮也曾在焦山书藏读书,期间他还翻译了西班牙文

学名著«唐吉诃德»,以«稽先生传»为名发表在«独立

周报»上.
综上而论,灵隐、焦山书藏堪称清代公共图书馆

的雏形,在当时享有盛誉,体现出了清代藏书在实践

层面的转向.二者既是对曹学佺、曹溶、周永年等人

理论的回应,又成为了梁鼎芬、康有为、李端棻、梁启

超等人新式藏书理论的思想源泉和可征引的先例,
对近代藏书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３　从江南到广东:书藏的地域扩散

灵隐、焦山书藏成立之后,声名大噪,陈文述甚

至将其与收藏«四库全书»的七阁并举:“两书藏与海

内七阁并峙,儒林文苑仰若日星”[２９].更为重要的

是这二者尤其是焦山书藏的成功,对后世的藏书制

度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奠定了广东地区基

本的藏书方式.
阮氏二藏的建立首先影响了江南地区的藏书方

式,书藏设立的场所开始由寺庙扩展到书院.后世

不少书院藏书都仿效其法,著名者如安亭书藏与中

江书院尊经阁.
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年),江苏巡抚陶澍奉皇命建成

震川书院,书院中还营造有藏书阁,本拟题名为“藏
经阁”.阮元的弟子陈文述听说此事后便建议仿照

灵隐、焦山书藏设立“安亭书藏”:“余谓士子应读之

书非止经也,亦有列代之史、诸子之书、百家之集焉,
且颜以藏经,恐近于佛家之说,不若以书藏名之,则
与灵隐、焦山辉映东南矣.”并对书藏的收藏范围和

室内布局进行了规划,提出了将古今书籍分馆而藏

的思想:“惟灵隐、焦山两书藏专藏近代人著录,书院

则以经、史、子、集为重,宜分庋两楹,左陈古编、右弆

今籍,俾过斯地者一登楼而如入琅环谟觞之福地.”
他还将自家藏书中重复者及家刻十三种捐赠给

书藏[２９].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安徽江中书院尊经阁

建成,在阁上仿效灵隐、焦山书藏建立了书库,并对

阮元募捐、征集制度进行了继承:“阁之上,仿仪征阮

公焦山书藏、灵隐寺书藏例,上为书库,募捐官、私刻

集以实之.”[３０]

受书藏影响最大的还属广东地区.阮元曾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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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任官,建立了著名的学海堂,对广东人才培养做出

了巨大贡献.蒋益澧、方浚颐建立的“菊坡精舍书

藏”,梁鼎芬建立的丰湖书藏,均是仿照灵隐、焦山二

藏而设,这就使得书藏的影响由江南扩散到广东,对
广东地区藏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广东巡抚蒋益澧与布政司

方浚颐商议将越秀山废弃道观改为书院,取名为“菊
坡精舍”,并在精舍中设立书藏,名之为“菊坡精舍书

藏”.“菊坡精舍书藏”的成立绝非偶然.首先,菊坡

精舍邻近阮元兴办的学海堂,而焦山、灵隐书藏的创

设者也正是阮元,菊坡精舍书藏的直接规划者陈澧

就曾主讲学海堂数十年,受阮元影响颇深;其次,方
浚颐时常往来焦山,与焦山诗僧交往非常密切,对焦

山书藏应是了如指掌①.或许正是因为以上两层原

因,菊坡精舍才会仿照焦山书藏建立书藏.谭宗浚

«菊坡精舍书藏铭»一文开篇便指出了菊坡精舍书藏

与焦山、灵隐书藏之间的渊源:“菊坡精舍书藏何为

作也? 盖仿焦山寺、灵隐寺书藏而作也”[３１].徐绍

棨在«广东藏书纪事诗»中也记载了灵隐、焦山书藏

对菊坡精舍书藏的影响:“吟风阁下讲筵开,通德门

前 问 字 来.灵 隐、焦 山 相 媲 美,绿 阴 青 子 护 崔

台”[３２],并记载了书藏的经费来自盐运使钟谦钧,他
还认为:“菊坡精舍培植人树,足继学海堂”.可以

说,正是“菊坡精舍书藏”将阮元书藏的影响力由江

南扩散到广东.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梁鼎芬到菊坡精舍问学,

投入陈澧门下,并在此度过了几年宝贵的读书时光.
期间,他自然免不了要前往菊坡精舍书藏阅书.受

菊坡精舍书藏的影响,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他在

丰湖书院也仿照焦山、灵隐书藏建立了丰湖书藏,并
制定«丰湖书藏四约»,从理论、实践的层面对阮元的

书藏思想进行了完善:
其一,继承发扬了募捐、征集制.广东地区文化

兴盛较晚,官私藏书数量尚无法与江南地区相比,梁
鼎芬欲建立书藏却担心无法广备书籍,于是仿效阮

元的募捐与征集制,发布了«捐书启事»,并在张之洞

的支持下“走简名流,投书贤吏”,共募得各类图书

４６０００余册.丰湖书藏的藏书数量最多时更是达到

了１０万册,在当时广东各大书院中首屈一指.
其二,更加重视书藏的开放与实用,性质与功能

进一步趋近于公共图书馆.梁鼎芬在«丰湖书藏四

约»开篇就说:“有书而不借,谓之鄙吝;借书而不还,

谓之无耻.今之书藏,乃一府之公物,非一人之私有

(与藏书家不同).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
务 使 人 人 保 护、人 人 发 愤.历 时 既 久,沾 溉 斯

多”[３３],他还多次强调“以与天下百姓共读之”的思

想,可见他是将书藏的性质定位为公共文化场所;将
书藏的功能定位为传播知识与培养人才,规定其宗

旨是“饷寒士”,并号召“人人保护、人人发愤”.这与

阮元“书公之天下后世”的理念一脉相承,后来梁启

超«万木草堂书藏捐书启»也继承了此思想.
其三,提出了为读者编纂目录的思想,从理论上

改变了目录的主要功用.梁鼎芬手编«丰湖藏书目»

８卷,其目的主要在于“供诸生查览”,虽然其编目方

式尚未有根本性的变化,却已经提出为读者编纂目

录的思想.
其四,建立了详细、完善的管理制度———«丰湖

书藏四约».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左右,梁鼎芬制

定了«丰湖书藏四约»,在书藏内实行,效果甚佳.光

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高州的学生想要效仿其法,于
是又请梁鼎芬重新刊刻了条例.«丰湖书藏四约»共
分为“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捐书约”四条,每
一条又事无巨细地列有若干具体条例,可以视为对

阮元的书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传统藏书条

例近代化的重要体现.
在梁鼎芬的努力下,丰湖书藏的藏书量一度多

达１０万余册,名动广东.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梁
鼎芬在焦山隐居时,曾为焦山整理并征集书籍,他还

不无得意地将丰湖书藏与焦山书藏进行对比:“焦山

书藏今始见,千卷签函余再题.他日丰湖倘相较,有
人访古过桥西”[３４].

菊坡精舍书藏、丰湖书藏等书藏的成功,使得书

藏成为广东最为重要的藏书形式之一,«‹广东通志

总目›说明书»就专门列有“书藏”一条,并解释说:
“凡公私藏书之所如图书馆藏书楼等,皆当记载.所

以不称图书馆而称书藏者,以书藏为本省旧有名称,
如端江书藏,丰湖书藏.”[３５]粤地文人已经将“书藏”
视为本省旧有名称,足见书藏对于广东藏书影响之

深远.

１９１１年,梁鼎芬将自家藏书楼改名为“梁祠图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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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方浚颐在赴广东任官之前,已与焦山诗僧熟识,曾在«二知轩诗

钞»«二知轩诗续钞»«二知轩文存»等著作中屡次提及他与焦山

诗僧之间的频繁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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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建成了广东地区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私

立公共图书馆,并为之制定了«梁祠图书馆章程».
此时已是近代新式图书馆纷纷兴起之际,梁氏的私

家图书楼也开始转变为近代化的公共图书馆.但值

得注意的是,这一图书馆受书藏影响极大,«梁祠图

书馆章程»也是在继承«丰湖书藏四约»的基础上发

展而来,原本的“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捐书

约”变成了“观书约”“钞书约”“借书约”“读书约”“捐
书约”,读者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成为了图书馆

章程的主要关注对象[３６].
丰湖书藏是传统藏书楼,梁祠图书馆是广东第

一座以“图书馆”命名的近代化新式图书馆,二者看

似一旧一新,却均为梁鼎芬所设,在制度层面也颇有

渊源关系.从丰湖书藏到梁氏图书馆的制度演变历

程中,就可以窥见中国藏书史的近代转向绝非一蹴

而就,也绝非完全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而是具

备着深刻的内在演变逻辑.

４　书藏与近代改良运动的发生及新式藏书思想的形成

从菊坡精舍书藏、丰湖书藏等广东书藏的建立

可以看出书藏已经由江南扩散到广东,而且其性质

更加开放,其制度也更加完备,堪称中国当时最为先

进的藏书形式之一.但此时书藏的重要性尚未被国

人普遍认识,其影响力也主要集中在江南、广东地

区.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陷入了前

所未有的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思考改良社会、振
兴中国的方案,在此过程中,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

等人认为公共藏书的缺失是民智不开的重要原因,
他们在接受西方先进藏书文化的同时对书藏也进行

了重新审视,并借鉴其成功经验,提出了新式藏书思

想,以图培养人才、改良政治,这就使得“开大书藏”
成为了中国近代改良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促进

了新式藏书思想的形成.

１８９５年,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

条约».康有为联合各省举子联名上书,请求变法.
他于«上清帝第二书»中系统阐述了变法纲要,在论

及强国之道时,提出了“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

士少则国弱”的论断,认为英、美富强的根本原因就

在于才智之民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

七十人”,而这又与“其属郡县,各有书藏”的现象密

不可分;反观中国,由于书藏少,故而才智之士缺乏:
“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士人

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因此,康氏

建议在全国各级行政区域内都应设立书藏,下至乡

镇 也 不 例 外:“其 余 州 县 乡 镇 皆 设 书 藏,以 广

见闻.”[３７]

光绪皇帝此时也锐志改革,发布上谕强调“为政

之要,首在得人”.受康有为的影响,李端棻于１９８６
年上了一道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在奏折中,李
端棻提出了“一经五纬”的改革措施,“一经”是开设

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便是因此而成立;“五纬”的第一

项即是“设藏书楼”,而在设藏书楼的建议中,他特别

指出了焦山、灵隐书藏对于江浙文风的影响,可见李

氏的思想显然受到了焦山、灵隐书藏的启发.在奏

折中,他先强调了好学之士贫困的处境:
好学之士半属寒畯,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

难,其 人 坐 此 固 陋 寡 闻、无 所 成 就 者,不 知

凡几[３８].
然后回顾历史,指出江南文化兴盛的原因就在

于南三阁与焦山、灵隐书藏的影响:
高宗纯皇帝知其然也,特于江南设文宗、文

汇、文澜三阁,备庋秘籍,恣人借观.嘉庆间大

学士阮元推广此意,在焦山、灵隐起立书藏,津

逮后学.自此以往,江浙文风甲于天下,作人之

盛,成效可睹也![３８]

可见,他也如陈文述等人一样,将焦山、灵隐书

藏视为堪与“七阁”并称的藏书楼.在吸收焦山、灵
隐书藏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他又以西方为参考,提出

了“设藏书楼”的改革主张:
泰西诸国,颇得此道,都会之地,皆有藏书,

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

于此.今请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广[３８]

在这道奏折中,藏书楼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了,
它不再只是国家稽古右文、润色鸿业的举措,也不再

只是文人炫博逞奇、资学助才的方式,而是关乎中华

民族存亡、大清帝国兴衰的第一等要事,藏书开始成

为近代社会改良的核心内容之一.若非如此,中国

藏书事业的近代化过程恐怕不会进行得如此迅速.
显而易见的是,焦山、灵隐书藏一定程度上为这道奏

折的书写者李端棻提供了变革的思路和论说的

佐证.

１８９８年,梁启超发表了«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

书启»,在康、李二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书藏的

重要性.康有为曾建立万木草堂书藏,试图以书藏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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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学会,以学会促进改革,梁启超«万木草堂书藏

征捐图书启»继承、发扬了康有为的思想,在号召社

会各界向万木草堂书藏捐书的同时,更加详细地论

述了书藏思想的来源及其对变法的重要性.与康有

为一样,梁启超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为“支那学

人少”,进而又将“支那学人少”的原因归为书籍之难

得,从而突出了藏书楼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为了

进一步佐证其观点,他还列举了西方和中国的事例

进行论述.在论述西方时,他以英国为例,将其国力

强盛的原因总结为“各地城邑都会莫不有书楼”;在
论述中国时,则以乾嘉时期为例,将其学术繁荣的缘

由归功为“七阁”与焦山、灵隐书藏:
昔高宗既勒成«四库全书»,著录天府,复于

江浙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以饷江左之学者.
而仪征阮相国亦体右文之盛德,设焦山、灵隐各

书藏.故乾嘉之间,江左之学者,人蒲竹而家铅

椠,学术之茂,近古所希,斯藏书之明效哉[３９].
这就与«请推广学校折»的观点一致,将焦山、灵

隐书藏视为足以与“七阁”媲美的清代藏书楼的典

范.从中就可看出,焦山、灵隐书藏对康、梁新式藏

书思想的形成和万木草堂书藏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

发作用.
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都非常清晰地意识

到了焦山、灵隐书藏在清代藏书史上与众不同的地

位.他们之所以将二者与南三阁并举,显然不是就

规模、大小而论,而是认为焦山、灵隐书藏具备了公

共藏书的性质,其经验有助于促进近代化藏书思想

的形成与推广,以推动政治改良.梁启超还在文章

中论述了“开大书藏”这一举措对于改良运动的意义

所在:
数年以来,同志借读渐多,集书亦渐增,稍

稍及万卷,而粤士之忧天下者,方将联一学会,
群萃州处,以相切偲,以讲求救天下之学.启超

以为书之不备,不足以言学,图器之不备,不足

以言学.欲兴学会,必自藏图书器始,于是思因

向者书藏之旧而扩充焉盛意提倡,慨赠百

城;阐扬风流,沾溉末学.他日五岭之间,南海

之滨,其或有一二倜傥非常之士,得以肆力于

学,养成其才,以备国家缓急乎,皆仁人君子之

赐也.[３９]

这种依靠募捐、征集开大书藏的方式正是仿效

阮元而来;以书藏为基础兴办学会的思想,则可能受

到了梁鼎芬等人以书藏振兴书院思想的影响.最值

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继承、发扬了前贤欲以

书藏改良社会的理念,并踵事增华,将募捐图书、建
设书藏视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关键步骤,认为唯有大

备书籍才能成立书藏,唯有成立书藏才能进一步兴

办学会,唯有兴办学会才能更好地进行政治改革.
通观康、梁改革之路,这套以募捐办书藏、以书

藏兴学会、以学会促改革的思路,始终为二人所贯

彻、实践.除了万木草堂书藏之外,１８９５年,康有

为、梁启超还曾筹划在北京琉璃厂建立书藏,以作为

开办学会的基础,可惜被朝臣弹劾,事业未成.此

后,两人又到上海兴办强学会及书藏,并在«强学报»
上极力宣扬“开大书藏”的思想,如«上海强学会章

程»就将“开大书藏”列为“最要者四事”之一.１８９８
年,南学会正式成立,并仿效此前学会中的书藏制

度,建藏书处,士绅为之捐书者甚众,仅«湘报»所公

布者就有约５２人.南学会藏书处不但藏书丰富,还
制定了«南学会藏书处章程二十四条»,管理较为完

备,促进了新学的传播[４０].
经过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的极力倡议,

“开大书藏”“建藏书楼”的思想一时风靡全国,各地

公立藏书楼、图书馆也随之勃兴.正因如此,康、李、
梁三人常被视为推动中国新式藏书思想形成的关键

人物,万木草堂书藏与强学会书藏也被看作是近代

新式图书馆的雏形.而细考三人新式藏书思想之渊

源则可发现,他们兼受中西方藏书制度与文化的影

响,尤其是受书藏的影响十分直接.可以说,书藏在

中国近代改良运动的发生和新式藏书思想的形成过

程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
进一步而论,若将阮元创办焦山、灵隐书藏;梁

鼎芬仿效其建丰湖书藏;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提

倡“开大书藏”“设藏书楼”,并建立万木草堂书藏、强
学会书藏等历史事件贯穿起来,就可揭示出江南书

藏制度与文化对广东的影响,以及书藏在中国藏书

史近代转向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国藏书

制度与文化从北向南传播、从古代向近代演变的历

程描绘出一条清晰的内在理路.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藏书史的近代转向既有

外因,也有内因.一些前辈学者对于外因已有深刻

论述,对于内因却较为忽视.如吴晞也着重强调了

李端棻、梁启超二人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巨

大贡献,他甚至将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等“上层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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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的言论和观念”视为“新型图书馆思想终于在中

国形成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１](４２),将
梁启超奉为“新式图书馆思想的主要旗手和奠基

人”[１](４３－５１),并以万木草堂书藏、强学会书藏为例进

行说明,却忽略了李、梁二人对清代书藏传统的继承

与发扬,以及近代图书馆与传统藏书楼之间密不可

分的关联.相似的是,李雪芬在论证梁启超新式图

书馆思想时,也肯定了书藏的历史地位,却忽视了书

藏的历史渊源,认为:“‘书藏’一词非康有为、梁启超

独创,但是以‘书藏’命名,显然是为了与传统藏书楼

有所区别”[４１],可事实恰恰相反,“书藏”这一命名体

现出的正是梁启超新式藏书思想与传统藏书文化之

间密切的联系.
此外,部分学者还试图从时间、性质两个方面论

证近代新式图书馆与传统藏书楼全无关联,其观点

似乎还有可商榷的余地.就时间而论,«从藏书楼到

图书馆»«中国藏书楼»等著作认为教会图书馆在中

国藏书史的近代转向过程中起到了“为天下先”的示

范作用,并以１８４７年所建的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

１８４９年所建的工部局公众图书馆、１８７１年所建的亚

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１８９４年所建的圣约翰大

学图书馆等作为例证.这些著作极具慧眼,对教会

图书馆的论述颇为深刻,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灵
隐、焦山书藏分别建于１８３４年、１８３８年,在时间上

早于以上教会图书馆;丰湖书藏建于１８８５年,早于

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遗憾的是,它们的重要性却未被

充分认识.就性质与特征而论,吴晞等认为近代图

书馆的出现与中国传统藏书楼无关的主要原因就在

于传统藏书楼缺乏开放性,如«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认为:“中国的旧式藏书楼中缺乏进化演变成为近代

图书馆的基本机制,主要是缺少面向社会开放的因

素,因此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１](２);
«中国藏书楼»认为:“近代图书馆在我国从无到有的

突破,实际上是由基督教图书馆最初实现的”“这些

基督教图书馆大多具备了开放型的特点,与传统的

旧式藏书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２](１８２３),此类观点似

将传统藏书楼的特点概括得过于片面,而忽略了其

丰富多彩的面貌.如上文所言,无论是灵隐书藏、焦
山书藏、丰湖书藏,还是万木草堂书藏、强学会书藏,
都有开放性的特征,而且其开放性一直在不断增强,
甚至已经具备了公共藏书楼的雏形,由此才会引起

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重视,进而得以与西方

文化相结合,共同推动中国藏书史的近代转向.
因此,在强调西方影响的同时,亦应看到中国藏

书制度与文化自明清以来就一直蕴含着内在变革的

因素与自我演进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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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nerLogicoftheModernTransitionofChinasBookCollectionHistory
—TakingShuＧcangasaC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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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theMingandQingDynasties,withthepromotionofCaoXuequan,GuYanwu,Zhu
Yun,CaoRong,andZhouYongnian,theconceptofbookcollectioninChinabegantoshiftfromofficial
andprivatecollectionstopubliccollections．DuringtheJiaqingperiod,undertheinfluenceoftheconceptof
publiccollections,RuanYuanestablishedtwoShuＧcangsinLingyinandDinghuitemplesseparetely,which
hadtendencyofpubliclibraries．ThesetwoShuＧcangsheraldedtheactualtransformationofofficialandpriＧ
vatecollectionsintopubliccollections．Andthen,theShuＧcanghadgraduallyexpandedfrommonasteriesto
academia,aswellasintroducedtoGuangdongfromJiangnanbyFangJunyiandLiangDingfen,completing
thegeographicalspreadfromnorthtosouth．Untiltheendofthetwentiethcentury,KangYouwei,LiDuＧ
anfen,LiangQichaoandothersalltookKaidaShuＧcangasthecorecontentofthereformmovement,which
hadformedthereformstepsofbuildingShuＧcangbydonation,prosperinginstitutionbyShuＧcang,promoＧ
tingreformationbyinstitution．Thereform movementhadmadeShuＧcangsweptthroughthecountryas
wellasengagedwithwesternculture,whichgavebirthtoanewtypeofmodernChinesebookcollection．It
canbeseenthatsincetheQingDynasty,theShuＧcangsystemandculturehadbeenleadingthetrendofinＧ
ternalchangesinthehistoryofChinesecollections．IfwetakethedevelopmentandevolutionofShuＧcangas
aclue,wecanclearlyoutlinetheinnerlogicforthemoderntransitionofChinasbookcollecti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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