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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的形成与兴起述论

□孙云霄　何朝晖∗

　　摘要　凡例的形成,是一个形式上逐渐独立、内容上逐渐聚合的过程.汉人书序中已有零散

的有关编例的文字,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序言与例言结合的序例,隋唐之际例言逐渐独立,至唐

代中期最终出现成熟的凡例.凡例在形式、内容和位置上具有区别于序、序例等辅文的特征,其

始于唐,兴于宋.宋代有凡例的书籍以经史为主.其中,经部以经书、韵书为主,这主要得益于科

举社会的确立;史部以编年体史书为主,这与编年史的中兴密切相关.此外,校勘活动与雕版印

刷的兴盛,则从整体上推动了凡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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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例在当代一般解释为书前说明图书内容和编

纂体例的文字,常应用于古籍整理、新修史志及工具

书的编纂.它是沟通作者、出版者与读者的桥梁,对
于了解书籍的编撰缘起、写作主旨、成书过程和使用

方法等大有裨益.近来书籍史研究兴起,学界愈加

注重凡例的价值,视野也更为开阔,从关注单本书的

凡例扩展到某一部类书籍的整体情况,在方志、家
谱、诗词、小说、戏曲的凡例研究上取得不少成果,如
邵凤丽的«中国古代家谱凡例初探»、沈梅丽的«明清

小说中的凡例研究»、程国赋的«明清通俗小说凡例

研究»、郭国庆的«清代辑佚书凡例的发展»、陈维昭

的«戏曲凡例与明清戏曲流变»、彭志的«明末清初词

籍凡例探赜»、何诗海的«明清戏曲著作凡例论略»和
«作为副文本的明清文集凡例».然而,当前研究集

中于明清时期,对于早期凡例尚未展开系统的整理

工作,同时缺乏对凡例的定义、性质、起源、功能等基

础问题的探讨.了解其形成过程与早期的发展,有
利于凡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探索图书文本的构

成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专门讨论凡例起源

的文章有三篇,分别为申非的«凡例源流初探»、曹之

的«古书凡例考略»和马刘凤的«浅析图书凡例的起

源».他们论述了凡例的几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并勾

勒出其演变进程.所遗憾者,他们都没有对凡例的

概念进行清晰、严格的界定,导致对凡例起源的探讨

过于宽泛,令读者难得要领.鉴于此,本文首先厘清

凡例的定义、总结其特征,以明确研究对象的范围;
其次,对凡例的形成过程作一系统的阐述;最后,通
过分析早期凡例的文本特征,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

化环境,探究凡例兴起的原因.

１　凡例的概念与特征

“凡例”一词源于杜预的«春秋左氏传序»,“其发

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

章.”[１]所谓“发凡以言例”,指«左传»中有五十条以

“凡”字开始的说明«春秋»属辞比事的原则.“凡例”
一词亦最早出现于杜预的«春秋释例»:“邿为小国,
非邑非夷,故以凡例附之.”[２]“因开明凡例,当继于

文公元年葬僖公之经也.”[３]东晋范宁的«春秋穀梁

传集解»中亦有:“凡例宜时而书月者,皆缘下事当日

故也.”[４]此时,“凡例”特指«春秋»的记事原则.后

来,其词义逐渐扩大,大约可分为三层.其一,指规

则、方法.如«颜氏家训»云“江南学士读«左传»,口
相传述,自为凡例.”[５]南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

论»有«中暑凡例»等,讲的是治病用药的方法[６].其

二,有关体例的文字,例如«左传»中的“五十凡”用于

说明«春秋»的编例.其三,置于书前的专篇凡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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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用文体.近代以来,“凡例”词义缩小,最终成

为图书凡例的专用名称.
当前关于凡例起源的文章,多数没有分辨凡例

的三层含义,以致论述中出现概念的混淆.例如,申
非的«凡例源流初探»将凡例分为五种类型:隐含在

正文中的、附在序文中的、随见于正文的、注文中发

起的、作为辅文的.马刘凤的«略论古籍凡例的类

型»亦分成五类:序文凡例、进书表凡例、正文凡例、
注文凡例、专文凡例.其中,“作为辅文的凡例”和
“专文凡例”指的是专篇凡例,其余则泛指有关图书

体例的文字.此外,曹之把«尔雅»«七略»的分类方

法称作凡例[７],马刘凤认为«尚书»记言的体裁、«诗
经»采诗的方法、«周易»用九用六亦属凡例[８],这则

把目录分类、编书方法与凡例混同起来.
探讨凡例的形成过程,应以今日凡例之概念为

准向前追溯,先确定凡例的范围,将其与编书方法和

零散的有关编例的文字相区别.为此,笔者总结了

古书凡例的三个特征:形式上,独立成篇;内容上,以
说明本书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为主,条理清楚;位
置上,位于正文之前,即分卷之前或卷一之首.此

外,凡例须面向社会大众,具备传播流通和供人阅读

的功能.因为凡例属于书籍的一部分,书籍则以传

播知识为目的.有一类仅供编纂者使用的工作条

例,它们或以“凡例”为名,但一般不公之于众,应属

于档案资料.如«新唐书韦处厚传»云:“后又与路

隋共次«宪宗实录»,诏分日入直,创具凡例,未及成

而终.”[９]宋代编修日历、玉牒、方志等,皆立有工作

“凡例”.绍兴八年(１１３８),汪藻讨论修日历的«进书

札子»云:“何谓凡例? 以祖宗实录考之,有一月之

例,有一季之例,有一年之例,有三年之例.缺一不

录,不为全书.”[１０]嘉定四年(１２１１),章颖奏曰:“仍
欲开具某事为当书,某事为不当书,即于逐事著成数

语,仍编成一册,定为玉牒之凡例.”[１１]景定二年

(１２６１),建康知府马光祖聘请周应合编纂府志.«景
定修 志 本 末»云:“应 合 乃 条 上 四 事,一 曰 定 凡

例.”[１２]但凡集体修书都要先确立工作条例,因此其

出现时间应远早于图书凡例.然而由于未附着在图

书上,书成后几乎都散佚了,其内容与形式难以

考辨.

２　义例学、序例与凡例的形成

关于古书凡例的形成过程,前人已有论及.例

如,申非认为凡例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先是隐含于

正文之中,随后附在序言之内,继而随见于正文,卒
至成为独立的辅文.”[１３]马刘凤进一步指出,凡例的

发展“是一个由隐到显,由合到独的过程.早期图书

的凡例都是隐含于正文之中”,后来“由于序文中包

含了凡例的内容,不少图书的序言标名称‘序(叙)
例’,兼具序文和凡例两重意义和功能.这表示著书

者的凡例意识渐趋增强,凡例作为图书的组成部分

开始外显.”[１４]这些论述都比较简略,还需要对早期

的序例和凡例加以具体分析.另一位学者胡喜云通

过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史书的编纂,对«春秋»义例学

与史书序例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的阐述:“此时期最为

显著的变化是‘例’逐渐走向独立.形式上表现

为由序中言例到独立‘史例’之作的出现,内容上则

表现为史例之作由重‘义’转向注重史书的编纂体

例.”[１５]若要考察史书序例与图书凡例之间的关系,
则需联系后来的凡例加以分析.本文在前人基础

上,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凡例的演变进程,并分析了

变化的原因.

２．１　«春秋»义例学促进史家对史书体例的探讨与

表达

义例研究源出«春秋»经学,“义”指微言大义,
“例”指笔法书例.对«春秋»义例的探讨,最早出现

于«左传»«公羊»«穀梁»,三«传»总结了«春秋»记事、
称谓、书时、书地等原则,并由此推导大义.东汉时,
出现贾逵的«左氏条例»、颍容的«春秋释例»、郑众的

«春秋左氏传条例»等分析«春秋»义例的专著.此

后,«周易»义例学也逐渐兴起,三国王弼撰«周易略

例»,分析«易»的编纂体例和卦爻结构.义例学与凡

例都与书的体例有关,有的学者便把它们一概而论.
例如,曹之称杜预的«春秋释例»为“我国最早的凡例

专著之一”[１６];马刘凤则认为贾、颍、郑三人早于杜

预,因此“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凡例专著”[１７].实际

上,义例学与凡例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义例学是对他

书、主要是儒家经典的体例的研究,旨在义的阐发;
凡例则用于说明本书的编纂体例,是一种实用文体.
尽管如此,义例学的发展,对凡例的出现产生了间接

的推动作用.两晋南北朝时,以杜预的«春秋释例»
为代表,«春秋»义例学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史家对史

书体例的认识与重视.刘知几的«史通序例»论述

了自晋至唐史家重视言例的情形:“昔夫子修经,始
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唯令升先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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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

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１８]张舜徽的«史通平议»
论曰:“六朝学者之治«三传»,皆究心经例.故为史

者,亦讲求撰述之例.”[１９]后世史书的凡例多为书事

原则,体现出«春秋»义例学的影响.例如,司马光的

«通鉴释例»有“书天子例”“书列国例”等[２０].南宋

陈均«皇朝编年备要参用凡例»云:“以一字为褒贬

者,«春秋»之法也.据事实录而善恶自见者,后世作

史之体也.故自司马氏以来,各立凡例,不敢纯用«春
秋»之法.”[２１]

２．２　序例的出现与发展

说明图书内容和体例的文字,最初主要出现在

该书的序中,其分布零散、语言笼统.例如,司马迁

的«太史公自序»和班固的«叙传»,在文末叙述了纪、
表、传等部分的写作缘起,展示了本书的内容结构.
荀悦在«汉纪序»中说明了对«汉书»的取舍原则:“凡
在«汉书»者,本末体殊,大略粗举.”[２２]其后序亦有

对编例的介绍:“凡«汉纪»,其称年本纪、表、志、传
者,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臣悦所论.”[２３]两晋南

北朝时,史家重视史书编纂体例的确立与阐述,于是

出现了序例.有的学者认为序例是凡例的别称,例
如曹之说“凡例又叫叙例”[２４],何诗海认为“凡例又

称发凡、序例、叙例”[２５].其实,序例是区别于书序

与凡例的一种文体,行文以叙述为主,兼附议论,交
代书籍的写作缘起和内容体例.南北朝时,史书序

例多独立成卷;隋唐之际,出现了置于卷首的单篇

序例.
目前所知最早的序例,载于东晋干宝的«晋纪»

中,今其书已佚.刘知几«史通申左»云:“干宝藉

为师范.”自注曰:“事具干宝«晋纪叙例»中.”[２６]此
后,梁阮孝绪的«高隐传»、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

秋»、隋魏澹的«魏史»等皆有序例.但除«魏史»外,
唐以前的序例尽已亡佚.«北史»«隋书»皆录有魏澹

所撰义例五条,内容基本相同.观其行文,议论颇

多,例言简要.如第一条论史书中皇帝、太子的名讳

问题,先引经据典,条举«穀梁传»«曲礼»«左传»及杜

预的观点;然后议论司马迁、班固、魏收等人的做法.
最后才表明自己修史之例:“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
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义也.”[２７]现存

较早的单篇序例,有颜师古的«前汉书叙例»和朱熹

的«资治通鉴纲目序例»,两者都位于卷首,行文风格

以叙述为主.«前汉书叙例»多用骈句,开首赞扬太

子李承乾的领导之功,次述注«汉书»的缘起,然后议

论前代注本的缺陷,最后才是他注解«汉书»的体例.
例如,对“古今异言,方俗殊语”“今皆删削,克复其

旧”;对“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今则各于其下,随即

翻音”.[２８]«纲目序例»的写作风格与之相类,先叙作

书缘起,次述编例,末论撰著之指归.
序例的撰写一直延续至今,相较于凡例,它更多

地保留了序的特征,语言繁复,以叙事、议论为主.
尽管如此,与书序中零散的编例相比,序例中的例言

更为清晰.这表明例言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对凡

例的诞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２．３　例言的独立与凡例的诞生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条例»和张守节的

«史记正义论例»,是现存最早的、独立的例言.«经
典释文»约成书于隋末,是一部以注音为主、兼及释

义和校勘的著作.卷一«序录»,包括“序”“条例”“次
第”“注解传述人”四个部分.“条例”主要说明标音

摘句的范围、方法,处理多音字、古今音异、俗音变音

的原则,以及注音用字的标准等.如“今以墨书经

本,朱字辩注.”“今则各标篇章于上,摘字为音.”[２９]

但没有分条叙述,且每言一条编例,便先述缘由.或

论古人之失,或谈今之变乱.此外,还用较大篇幅议

论秦焚书坑儒、汉今古文经学相争导致经书多有错

讹之事.«史记正义»成书于开元二十四年(７３６),
«论例»分为“论史例”“论注例”“论字例”“论音例”
“音字例”“发字例”“谥法解”七个部分,但多数与«正
义»编例并无关涉.“论史例”为«史记»编撰情况的

说明,“论注例”乃裴骃«集解»之例,“谥法解”与«逸
周书谥法解»基本相同.只有中间四例,涉及本书

的说明.如“若音上字,言上别之.所音下字,乃复

书下.”“如字初音者皆为正字,不须点发.”[３０]与凡

例相比,“条例”和«论例»中无关编例的内容较多,且
例言零散、缺乏条理,因而只能称作凡例的雏形.

现存最早的凡例,是唐代中期陆淳的«春秋集传

辨疑凡例».马刘凤首先发现并指出:“至此,凡例作

为专篇独立出现,正式与序文分离.”[３１]这是颇有见

地的.«凡例»位于卷首,计十七条,每则均以凡字开

头,所言皆有关编纂体例.例如“凡三«传»释经文义

皆同者,则唯举左氏.而注云«公»«穀»同者,省文之

义也.«公»«穀»同者,但举«公羊».凡三«传»叙事

虽同,而«穀梁»文义尤备者,亦但举«穀梁».”[３２]在
形式上,«凡例»保留了序例的部分面貌,起首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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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说明编撰缘起.
综上所述,«春秋»义例学促进了史家对编例的

重视,他们通过撰写序例来阐明自己的史学思想.
序例逐渐普及,这种文体愈加成熟.然而,其中叙

事、议论的内容过多,无法进一步满足清晰、集中地

说明编例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条分缕析、功能专一的

凡例.由于凡例是从书序、序例演变而来,故其位置

一般在卷首、序后.凡例的形成,是一个形式上逐渐

独立、内容上逐渐聚合的过程.从书序中零散的编

例,到掺杂叙事、议论的序例,再到独立成篇,反映了

作者对编例的认识一步步加深,表达方式逐步完善.

３　凡例在宋代的兴起

尽管唐时就已出现凡例,但现存仅陆淳一篇,至
宋始多.现存宋、金凡例二十二篇,其中北宋两篇、
南宋十九篇、金一篇.其名称不一,有“例”“条例”
“纲目”“义例”“总例”“编辑大意”等,条目数量、繁简

程度各异(见附录).行文风格上,仍有部分凡例在

逐条发凡前置小段序言,如«集韵韵例»«重校昌黎

集凡例»«河东集凡例»«诗缉条例»等.宋、金凡例

中,经部十篇、史部八篇、子部一篇、集部三篇.经部

中,经书类凡例七篇、韵书凡例三篇;史部中,编年体

史书凡例四篇.这种以经、史为主的发展格局的形

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校勘整理活动的

活跃与雕版印刷业的繁荣,则从整体上推动了凡例

的发展.

３．１　经书、韵书与编年体史书凡例的发展

魏晋以后,出现了集解、集注、集说、集释一类的

传注体例.汇集诸家之说,需要说明引用来源、整理

条例等,陆淳的«春秋集传辨疑凡例»便用较大篇幅

对三«传»的取舍情况作了说明.至宋代,尤其是南

宋理宗后,程朱理学得到官方认可.学者解经时多

辑录程朱专著、文集、语录中的相关资料,集释体著

作激增,带动了凡例的发展.例如,蔡节«论语集说

例»云:“集曰例:全用一家之说,则独书姓氏于下.
兼用诸家之说,则各书姓氏于下.杂用诸家之说,则
于末后总书姓氏.添入己意三数语,则于末后书本

某氏说.”[３３]陈大猷«集传条例»云:“诸家说依经文

为次叙.诸家说或未纯者,用«吕氏读诗记»例.
或语字未圆者,用朱氏«论孟集注»例.”[３４]

韵书记载了科举考试各文体在程式、避忌和用

韵上的标准,凡例多载明编排规则、查询方法、资料

来源与版本优长,是为方便用韵、满足实际需求而

作.宋代官府陆续颁布了«广韵»«集韵»«礼部韵略»
等,坊间亦编刊过多种辅助性韵书.其版本众多、新
旧更替、体例不一,读者亟需能够介绍编例和版本特

点的文字.«集韵»刊行于宋仁宗宝元二年(１０３９),
所载«韵例»是现存的宋代最早的凡例,它说明了本

书的编例以及对«广韵»的修订.如“凡旧韵字有别

体,悉入子注.使奇文异画,湮晦难寻.今先标本

字,余皆并出.”“凡一字之左,旧注兼载它切.既不

该尽,徒酿细文.况字各有训,不烦悉著.”[３５]南宋

时,欧阳德隆撰«押韵释疑»辨析韵字押用情况,增加

科场诗赋用例;后经郭守正修订,更名为«紫云先生

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两书凡例皆明言本书为科举所

作.如«押韵释疑条例»云:“此韵本为诗赋押韵而

设,其余字属隐僻.虽然程文押不到者,皆不敢删,
仍具各字符注于下,庶成全帙.”[３６]«今具校正条例»
云:“既习科举程文,安可省笔.今并依监本,参以许

氏«说文».”[３７]科举社会的确立是推动经书和韵书

凡例发展的共同因素.宋代重文轻武、大力兴学,录
取进士的比例和数量远高于唐代.寒士进仕的机会

提升,科考人数激增,经部书籍的市场随之扩大.同

时,下层读者越来越多,需要凡例来辅助阅读.例

如,«春秋正经全文左氏传括例始末句解纲目»云:
“盖为初学设也.庶便初学之观览.”[３８]

编年史凡例多为记事原则,延续了史书撰写序

例的传统.谢保成认为:“中唐前后史学发生重大转

折,编年史大兴,与«春秋»学派的主张一经结合,便
成为宋代编年史大盛的先导.”[３９]宋代«春秋»义例

学进一步深入,研究专著就有刘敞的«春秋说例»、胡
安国的«春秋通例»、叶梦得的«春秋指要总例»等二

十余种,促进了史家对编例的重视.司马光的«通鉴

释例»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简称«纲目凡

例»)是编年史凡例的代表,其中后者影响更大,这是

由于“«资治通鉴纲目»(简称«纲目»)是理学渗透史

学的代 表,集 中 反 映 了 理 学 对 于 中 国 史 学 的 影

响.”[４０]«纲目凡例»共一百三十七条,蕴含了朱熹的

理学思想,随«纲目»一起传播开来.南宋陈均撰写

凡例时明确指出参考«纲目凡例»:“今纪载本朝之

事,则虽«纲目»之例亦不敢尽用.谨摭本朝诸帝纪

及文公«纲目»参订,立为正例、杂例,凡十五条.”[４１]

３．２　校勘活动的兴盛与雕版印刷业的繁荣

书传后世,版本渐多,校勘愈显重要.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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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书序中已有关于版本校勘的内容.宋裴骃«史记

集解序»说:“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

«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４２]隋唐时,序例中

论述校勘的比重增加.例如«经典释文条例»云:
“水旁作曷,俗以为饥渴字,«字书»以为水竭之字.
如此之类,改便惊俗,止不可不知耳.”[４３]颜师古«前
汉书叙例»说:“«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

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
今则曲核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识者,皆从而释

之.”[４４]宋代大力开展典籍文献的整理工作,馆阁聚

集大量学士从事校书及编目.校勘活动日益兴盛,
出现许多校勘笔记和专著,如郑樵的«校雠略»、彭叔

夏的«文苑英华辨证»、朱熹的«韩文考异».此外,雕
版印刷业发展,一书的版本和注本增多,刊书前需校

对文字、合并注疏,有必要对校勘整理情况进行说

明.以«十三经注疏»为例,南宋以前经、注、疏各自

单行,至两浙东路茶盐司始汇刻于一书.现存宋代

凡例中多有校勘内容.例如,«押韵释疑条例»云:
“字之偏旁点画有差互者,及韵注下小字有异同者、
脱略者,必以大小本监韵参验,取其本数多同者为

是.如麻沙的«韵略»本,间有遗误去处,今不敢

凭.”[４５]«今具校正条例»云:“欧本于字易晓者,依监

本无注.而书肆本一一增入,且广援引,固为善本.
惜刻梓时不经意点对,以故句字冗长尤甚,今逐一订

正删润.”[４６]«河东集凡例»云:“阁、京、杭、蜀及诸郡

本,互有同异,今并加雠校.”[４７]南宋廖莹中校刻«九
经»,取家塾所藏唐石经本、绍兴监本、抚州旧本等二

十种版本相互参订,并撰有校勘释例«九经总例»,分
为“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
七个部分,总结了许多校勘的方法和原则,后经岳浚

增补为«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宋以前,书籍流传以抄写为主,虽然存在购书或

佣人抄书的现象,但大多是自抄自读.抄书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一般说来,价值越大传抄越广.序

例主要用来说明编例,起辅助作用,其资料性、文学

性无法与正文乃至序跋相比,这大概是范晔的«后汉

书»、魏收的«魏书»、唐修的«晋书»等正文保存而序

例亡佚的原因.其次,抄书一过,便已大致了解书的

内容结构,故而对于凡例的需求并非迫切.这些因

素导致抄本时代撰写序例、凡例较少,流传下来的则

更少.至于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刻书前一般都进

行校勘,间接推动校勘凡例的出现.其次,书籍的数

量、种类和版本剧增.读者欲择优购置,又无暇尽

览,因此愈加需要可以介绍书籍内容的文字;作者或

出版者亦希望向读者说明本书的特点,以增强市场

竞争力.凡例遂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甚至具有了

广告的性质.如«押韵释疑条例»云:“此集之作,出
于己意创见,即无蹈袭.今锓梓以广其传者,正欲与

有志功名者共之,初非利而为之也.”[４８]«今具校正

条例»云:“览者以旧本、今本参之,可知用工之疏

密.”[４９]«重校昌黎集凡例»云:“庶读是书者,开卷晓

然.”[５０]«新编诏诰章表机要编辑大意»云:“使观

者有考见而无检阅之劳.使观者有援据而无想

像之失.”[５１]凡例之外,牌记、目录、序跋、识语和引

用书目等附文本也在宋代得到快速发展,可见作者

或出版者在编书时,就有方便读者阅读和推销本书

内容的意识.此外,古书一经刊刻,随即化身千百,
既有利于凡例的保存,又扩大了这种文体的影响.
例如,«资治通鉴纲目凡例»,若未经刊版,恐已散佚.
南宋王柏«后语»云:“朱子之书,流行天下,无有遗

者.独此一卷,晦迹既久,殆将堙沦.不广其传,则
读是书者,终无释疑而辨惑.遂锓梓于稽古堂,与同

志共之.”[５２]

参考文献

１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４．

２　(晋)杜预．春秋释例[M]．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３２．

３　同２:９５．

４　(晋)范宁．春秋穀梁传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８．

５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５６２．

６　(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０７:４１．

７　曹之．古书凡例考略[J]．编辑之友,１９９７(４):６０．

８　马刘凤．浅析图书凡例的起源———论图书凡例不自«春秋»始[J]．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１(４):５７．

９　(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４６７６．

１０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１５７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６:１５５．

１１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３５９４．

１２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９:２．

１３　申非．凡例源流初探[J]．中国出版,１９９４(５):１９．

１４　马刘凤．中国古书凡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武汉:武汉大

学,２００９:２１３．

１５　胡喜云．魏晋南北朝皇朝史书编纂“序例”研究[G]//魏晋南北朝

史研究回顾与探索,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６５．

１６　同７:６０．

１７　同１４:５４．

９９

凡例的形成与兴起述论/孙云霄,何朝晖

OntheFormationandRisingofNotesontheUseofaBook/SunYunxiao,HeZhaohui



2
0

1
9

年
第5

期

１８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８１．

１９　张 舜 徽．史 学 三 书 平 议[M]．武 汉: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５:３８５．

２０　(宋)吕祖谦．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M]．«中华再造善本»

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蒙古宪宗三年至五年张宅晦明轩刻本．

２１　(宋)陈均．皇朝编年备要[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

藏宋绍定刻本．

２２　(汉)荀悦．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８．

２３　同２２:５４７．

２４　同７:６０．

２５　何诗海．作为批评文体的 明 清 文 集 凡 例[J]．学 术 研 究,２０１０
(１０):１４３．

２６　同１８:３９５．

２７　(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１４１７．

２８　(汉)班固．汉书[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宋蔡琪家塾

刻本．

２９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４－６．

３０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４０６１－４０６３．

３１　同１４:２１３．

３２　(唐)陆淳．春秋集传辨疑[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４６册．台

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５９７．

３３　(宋)蔡节．论语集说[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宋淳祐六

年湖泮刻本．

３４　(宋)陈大猷．书集传或问[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元

刻本．

３５　(宋)丁度．集韵[M]．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３:３．

３６　(宋)欧阳德隆．押韵释疑[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宋嘉

熙三年禾兴郡斋刻本．

３７　(宋)郭守正．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M]．«中华再造善本»

影印上图藏宋刻本．

３８　(宋)林尧叟．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M]．«中华再

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元刻明修本．

３９　谢保成．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８０６．

４０　同３９:８７２．

４１　同２１．

４２　同３０:４０３８．

４３　同２９:９－１１．

４４　同２８．

４５　同３６．

４６　同３７．

４７　(唐)柳宗元．河东先生集[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南宋

廖氏世彩堂刻本．

４８　同３６．

４９　同３７．

５０　(唐)韩愈．昌黎先生集[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南宋廖

氏世彩堂刻本．

５１　(金)郭明如．新编诏诰章表机要[M]．«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京

图书馆藏金刻本．

５２　(宋)朱熹．朱子全书[M]．严佐之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３５０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

(责任编辑:支娟)

OntheFormationandRisingofNotesontheUseofaBook

SunYunxiao　HeZhaohui

Abstract:TheformationofGeneralNoticesisaprocessofgradualindependenceinform and
aggregationincontent．IntheHandynasty,therearescatteredwordsaboutcompilationinthebook
prefaces．ThecombinationofprefaceandnotesontheuseofabookemergedinWei,Jin,Southernand
Northerndynasties．InSuiandTangdynasties,thenotesontheuseofabookgraduallybecameindependＧ
ent,andfinallydevelopedintothematureGeneralNoticesinthemiddleTangdynasty．IthascharacterisＧ
ticsthatdifferfromothersupplementaryinformationinform,content,andlocation．IntheSongdynasty,

GeneralNoticesdevelopedrapidly．ThebookswithGeneralNoticesweremainlyConfucianclassicsandhisＧ
toricalrecords．TherhymebookshavethemostGeneralNoticesintheConfucianclassics,whichmainly
benefitedfromtheestablishmentofthesocietyofimperialexamination．Chronologicalhistorybookshave
themostGeneralNoticesinthehistorybooks,whicharecloselyrelatedtotherevivalofchronicleandthe
inＧdepthstudyofstylisticrulesoftheSpringand Autumn Annals．Inaddition,theprosperityof
emendationandblockprintingpromotedthedevelopmentofGeneralNoticesasawhole．

Keywords:NotesontheUseofaBook;Preface;TheStudyofCompilingRules;Woodblock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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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现存宋代凡例

部 作者及
著述方式 书名 凡例名称和条数 版本

经 董楷 辑 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 周易程朱氏说凡例　二条 元延祐二年圆沙书院刻本

陈大猷 撰 书集传或问 集传条例　三条 元刻本

吕祖谦 撰 吕氏家塾读诗记 条例　五条 宋刻本

严粲 撰 诗缉 诗缉条例　十三条 元余志安勤有堂刻本

林尧叟 撰
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

句读直解

春秋正经全文左氏传括例始末句解

纲目　六条
元刻明修本

蔡节 撰 论语集说 论语集说例　八条 南宋淳祐六年湖泮刻本

旧题郑樵 撰 六经奥论 六经奥论凡例　十条 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丁度等 修 集韵 韵例　十二条 南宋潭州刻本

欧阳德隆 撰 押韵释疑 押韵释疑条例　十一条 南宋嘉熙三年禾兴郡斋刻本

郭守正 增修 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 今具校正条例　十条 宋刻本

史 萧常 撰 续后汉书 义例　十二条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司马光等 纂修 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 通鉴释例　三十六条 蒙古宪宗张宅晦明轩刻本

朱熹 撰 资治通鉴纲目 资治通鉴纲目凡例　一百三十七条 明嘉靖三十五年居敬堂刻本

陆唐老 辑 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 陆状元集百家注通鉴节总例　五条 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

陈均 撰 皇朝编年备要 皇朝编年备要参用凡例　十五条 南宋绍定刻本

(金)郭明如 辑 新编诏诰章表机要 编辑大意　六条 金刻本

凌万顷、

边实 纂修
淳祐玉峰志 例　五条 清黄氏士礼居钞本

潜说友 纂 咸淳临安志 凡例　七条 南宋咸淳临安府刻本

子 释志磬 撰 佛祖统纪 佛祖统纪通例　十四条 南宋咸淳刻本

集 王伯大 编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　十二条 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

廖莹中 校 昌黎先生集 重校昌黎集凡例　十条 南宋咸淳世彩堂刻本

廖莹中 校 河东先生集 河东集凡例　九条 南宋咸淳世彩堂刻本



南开大学图书馆纪念建馆１００周年
２０１９年是南开大学百年华诞,也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１００周年.始建于１９１９年的南开大学图书馆是中国最早的民办

大学图书馆,１９２７年,古稀之年的卢木斋先生捐资１０万银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将该馆命名为

“木斋图书馆”.“木斋图书馆”是一座圆顶欧式建筑,占地９２０平方米,可容纳３００多名读者,兼具美观、实用、坚固于一体.抗

日战争时期,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联大图书馆,创造了中外图书馆历史上的奇迹.
１９４６年,南开复校,重建图书馆.时至今日,南开大学图书馆建有四座馆舍:文中馆建成于１９５８年,逸夫馆建成于１９９０年,津
南校区中心馆建成于２０１５年,此外还有经济学分馆,总建筑面积达７１６１０平方米.馆藏文献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

学、应用技术等学科领域,藏书总量达３２０．８万册.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传承与创新———南开大学图书馆百年馆庆暨学术研讨会”在津南校区综合业务西楼报告厅举行.近

４００名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图书馆的负责人、知名学者、师生代表,以及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室、天津市图书馆、中国古

籍保护协会、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单位负责人共襄盛会.陈建龙代表教育部高校图工

委、北京大学图书馆向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１００周年表示祝贺.
南开大学图书馆见证、承载了南开大学的历史与发展,早已成为南开人心中的一个文化符号.

(信息来源:南开大学新闻网,２０１９－０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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