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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与古籍保护关系刍议

□顾雷∗

　　摘要　近年来古籍保护事业方兴未艾,而古籍出版作为一种专门的出版类型,同时也是古籍

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它们都以传播继承传统文化为目的.厘清古籍出版与古籍保护的关系,
将有助于完整认识古籍保护在当下的意义.静态考察发现,古籍出版是古籍保护的重要内容;动

态考察表明,古籍出版是古籍保护的重要阶段;路径考察发现,古籍出版的古籍保护方式主要有

影印出版、整理出版、数字出版三种.古籍出版的社会化效应有助于古籍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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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们意识到古籍是一种有传承意义的物质与

精神的集合体的时候,自然会对其物质形态产生一

种保护的观念,而这种对物质形态的保护,从一开始

就是为更好地保存其上的文字或精神内容服务的.
包括影印出版、整理出版和数字出版等形式在内的

古籍出版,不仅能够部分保护古籍的物质形态,而且

使古籍精神性内容得以传播继承而获新生.

１　静态考察:古籍出版是古籍保护的重要内容

对于古籍,现在较为通行的定义有二种:一则

“主要指１９１１年以前(含１９１１年)在中国书写或印

刷的书籍”[１];二则为“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

书写、印制于１９１２年以前又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

的书籍”[２].然而这两种定义主要着眼于古籍的形

式,或者说是物质形态特征,忽视了古籍与今日书籍

在内容或者说文化精神上的不同.所以,对古籍的

认识,首先要辨别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上述定义

举出“１９１２年”的时间概念,以清朝灭亡、民国建立

为限判定古籍.然而,思想学术文化的转变并非一

朝一夕可以完成,胡朴安认为“古者对近而称,所谓

界限者,即谓古今之界.区分于何时期,当以何时期

以前之书谓之古书,以何时期以后之书谓之非古书

也.惟是古今之界限颇不易区分”[３],指出“古今界

限”虽是判断古籍今书的依据,但划分古今并不那么

容易,因为古今文化精神既有裂变也有延续,所以,
我们固然可以从古今时代变迁来理解古籍的概念,
知道古籍是指古代的书,但更要意识到其所承载的

古代文化精神.其次,对古籍的物质形态特征也需

要进一步明确.具有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其书写

或印刷的材料本身是易损的.钱存训在«书于竹帛»
中认为,以甲骨、金石和陶泥为载体的文字不能称之

为书,这些“刻在甲骨、金属、玉石等坚硬物质上面的

文字,通常称为铭文;而文字记载于竹、木、帛、纸等

易损的材料,便通常称为书籍”[４],强调凡被视作书

籍者,其载体为竹帛纸张,其物质形态是易损材料,
不及金石保存良久.那么,所谓古籍,就应当是将文

字记载于易损材料之上的书,由于时间的演进和历

史的发展,它不仅有一定的古典装帧形式,且承载着

古典文化精神,从而成为一种有传承意义的、物质与

精神的集合体.
书籍的产生和传播是与出版紧密相连的.出版

是编辑、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５],它是用文

字传播文化的承担者,而这形成了有史以来人类文

化的基础,“出版工作总要设定复数的读者,复制原

稿并使之社会化作为首要前提”[６].而古籍出版作

为出版事业的一个分支,就是用影印、点校整理和数

字出版等手段,将古籍的精神内容复制下来,以社会

化的发行手段,对读者进行传播,并以此承担传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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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职责.郑振铎的«漫步书林———谈印书»也说:
“古书是孤本传世,难于广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

本,那么,更是天壤间只此一帙了.数量少而欲读之

者多,那么,势非出于重‘印’之一途不可.仅仅只印

它百部、千部吧,已经是化身为百,为千,能够供给千

百个人或更多的人便用的了.”[７]古籍出版使古籍具

有多个复本,在全社会传播,不仅使古籍的原本这一

物质形态得到保存,也使古籍的精神内容得到流传.
当人们意识到古籍是一种将文字记录在易破损

材料上的、有传承意义的、物质与精神的集合体时,
对其易破损的物质形态自然会产生一种保护意识.
而我们认为的古籍保护是对古籍精神内容和物质形

态的整体性保护或全面保护.那么,对于今日的古

籍保护,除了原生性保护其物质形态外,还要有再生

性保护以传播继承其精神价值,两者结合才是对古

籍保护的完整认识;它们构成了古籍保护的一体两

面.影印是古籍再生性保护最常见的方式,“古本书

作为珍贵文物,应当得到妥善的保护;而作为文献数

据,又应加以充分的利用,以保证学术的发展.如果

要兼顾保护和利用两方面的需要,尤其是保护古书

的真迹,防止意外损失于万一,使古本书能够化身千

万,传之永久,影印是最好的办法”[８].而本文认为,
不仅仅是影印,包括点校整理、数字出版等古籍出版

形式,都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主要内容和手段,也是

古籍保护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２　动态考察:古籍出版是古籍保护的重要阶段

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是古籍保护的一体两

面,但由于书籍物质形态自然寿命有限,精神性内容

却可流传,故而在原生性保护止于保其天年后,再生

性保护在出版领域还可以采用影印、点校整理和数

字出版等手段,将古籍化身千百,使其精神性内容传

承久远.所以,我们会发现古籍保护同时还是一个

由原生性保护到再生性保护的动态过程,而古籍出

版不仅仅是再生性保护的内容与手段,也构成了古

籍保护流程中的重要阶段.当然,它首先是再生性

保护的重要阶段.
既然书籍的物质形态是“易损”的,所谓“水火虫

害,无时而已”[９],那么,当今图书保护,将古籍经年

积淀下来、不可再生的文物价值,包括字体、行款,书
写材料或印刷方式,装帧材料与形式等,通过“改善

藏书环境、原本脱酸、照原样修复,这可以称为原生

性保护”[１０].任继愈在«关于中文古籍的保存保护»
中说,对古籍,“人们能做到的,只是使他们自然地慢

一些损坏,力求不必要的损伤.实际上损伤是不可

避免的,有意外的水、火、虫蚀等造成的损失,也有载

体的自然老化的损害,我们只能做到减少意外损伤,
延长书籍存在的自然寿命.书籍修复相当于保健医

生的功能.于是产生了修复技术和保护技术学.修

复学在于使损坏的书籍恢复原貌,目标是使书籍‘整
旧如旧’,保护的目的是使书籍维持正常寿命,不要

夭折,终其天年”[１１],虽然他说的是“修复技术和保

护技术学”,但也已经道出了原生性保护最重要的两

个特点,一是不改变文献的原始特征和载体形式;二
是对古籍原本进行妥善保存和修复[１２].原生性保

护注重保存古籍的物质形态,并认为在古籍保护工

作中任何疏失都会同时破坏古籍实体与文字内容,
因此,保护好古籍的物质形态就是保存古籍的文献

价值,物质形态与文献内容都要保存原始状态.
然而,正如任继愈所说,古籍物质形态的损伤是

不可避免的,古籍原生性保护所能做的仅仅是减少

损伤,延缓古籍物质形态的消亡,终其天年.可是在

原生性保护止步于物质形态保护的情况下,古籍的

再生性保护则通过出版的方式,以复制为手段,将记

录在物质形态之上的精神性内容,甚至部分物质形

态特征也保留下来,达到为古籍续命的目的.明代

曹溶在«流通古书约»中讲“节燕游玩好诸费,可以成

就古人,与之续命,出未经刊布者,寿之枣梨”;“彼此

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约定有无相

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用刻书和传抄

的方式使私藏于深宅大院的古书流传于世,不至湮

灭,曹溶自称“此法有数善,好书不出户庭也,有功于

古人也”.缪荃孙亦赞许他“为流通古书剏一良法,
藏书家能守此法,则单刻为千百化身,可以不至湮

灭”[１３].古人藏书不易,传播不易,今人所藏古籍天

年更加有限,则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作用就愈发明显.
所以,再生性保护在原生性保护的基础上,进入

古籍出版的阶段,不仅可以保其天年,把古籍的精神

性内容复制下来,而且使之继承传播,为之续命.一

是将深藏有公私藏书单位的古书化身千百,更方便

于传播与利用,二是复制品的大量增加,既方便分藏

在各处以防止意外的损害,又使更多的人接触到古

籍,使其精神性内容传之久远,不至于成为绝响.
但古籍出版与古籍再生性保护之间并不能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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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首先,古籍的再生性保护主要有影印、点校整理

和数字出版等方式,但在效果上,古籍出版追求文献

内容的本真①与古籍原生性保护的存真是有联系

的,原生性保护不改变古籍原始特征和载体形式,而
影印与数字出版能够保留古籍的行款与尺寸等原始

特征,四色印刷或全彩图片甚至还可以保留载体形

式的某些特征,即便点校整理类古籍在排印时也会

保留古籍竖排、提行等形式,所以,它又兼具原生性

保护的某些特征.其次,再生性保护的方式还有缩

微技术等形式.缩微技术主要应用于图书馆等藏书

单位对其藏书的保存,采用胶片形式存储,对它的读

取也需要特殊的终端设备,无论其存储形式还是阅

读手段,都不易形成社会化的传播形式和效果.因

其社会化程度较低,虽然采用复制的手段,但读者并

不能随时随地对其进行阅读、复制,依然不能算作古

籍出版,而更多是图书保存的手段[１４].但比较机制

纸、数字格式,胶片这一介质确实更有利于长期保

存,所以２０１７文化部制定«“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

保护工作规划»时,依然强调依托数转模技术,逐步

实现全部珍贵古籍缩微化长期保存[１５].不过,缩微

胶片经过处理,十分方便进入出版程序,那就是古籍

影印的范畴了.

３　路径考察:古籍保护的三种出版形式

根据文化部２０１７年制定的«“十三五”时期全国

古籍保护工作规划»,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间全国古籍

保护工作要完成的重点任务之一,即加强古籍整理

出版和数字化建设,要求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重
点推进一批古籍影印和整理出版项目,并且加强古

籍数字化工作.而这里涉及古籍出版有关的古籍保

护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影印出版,二是整理出版,
三是数字出版.

３．１　影印出版

古籍影印是古籍出版领域最常见的方式,其历

史也颇悠久,自明代就有影钞宋本传世.据«天禄琳

琅书目»卷四:“明之琴川毛晋,藏书富有,所贮宋本

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购得者,则选

善手 以 佳 纸 墨 影 钞 之,与 刊 本 无 异 名 曰 ‘影 宋

钞’.”[１６]毛晋的影抄宋本被赞誉为“下真迹一等”,
很多宋板书也由此得以流传.同时他与一些后起藏

书家,“皆竭一生之力,交换互借,手批眉校,不独其

钞本可珍,其手迹尤足贵”②,书籍的抄录、誊写逐渐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收藏稿、抄、校本传统[１７].
后者于古籍文字内容的保存较为突出,前者“影宋

钞”则将宋板书的行款、栏线、字体、字数等物质形态

特征与文字内容都比较精准地留存下来,这些传抄、
摹印正是日后再生性保护中影印出版的先声.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照相技术的传入,通过拍

照,获得古籍文本图像,再以石印技术、珂罗版技术

复制出版,不仅对于单本古籍,甚至对于大型古籍,
都能用影印出版的方式,解决其易丢失、易损坏、难
保管、难借阅的问题.近代商务印书馆便以石印技

术影印«四部丛刊»初、续、三编,百衲本廿四史等.
与此同时,中华书局为了与商务印书馆竞争,也影印

了«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张元济认为“自咸同以来,
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

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１８],当时的中国在内忧外患

之中古籍散失严重,西学的冲击也令中国传统学术

日趋式微,所以,商务印书馆才要以自己所藏,并努

力从公私藏书中收集善本,加以影印.此时古籍影

印出版固然有保存古籍物质形态的一面,但又因出

版事业的传播力量,使古籍化身千万后,更高效地在

社会上流通,分藏于学者之家,家弦户诵,有利于古

籍的传播利用,进而重振传统学术.
如果说近代私营出版业的古籍影印还是以保存

文献和一定的商业牟利为驱动,那么,“半个多世纪

以来,古籍的收藏渐次形成以公藏为主的格局,现存

古籍的绝大部分聚藏于全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中”,
近年来同样采用影印方式抢救古籍的中华再造善本

工程,则已成为由国家主导的文化事业,它将公立藏

书单位的“珍贵古籍善本,有计划地利用现代印刷技

术复制出版.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珍稀的古本、善本

化身千百,分藏于各地,确保珍贵文献的传承安全;
另一方面借此可以扩大流通,促进古籍善本最大限

度的传播和利用”[１９];在此基础上,«中华再造善本

(三编)»还将继续影印出版,根据«“十三五”时期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籍珍

本丛刊»«儒藏»«中华续道藏»«大藏经»«中华医藏»
«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和«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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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等 一 批 国 家 级 重 点 古 籍 影 印 出 版 项 目 的

实施[２０].

３．２　整理出版

影印是一种出版方式,同时也是古籍整理的一

种方法,古籍整理是对古籍原本所做的各种加工,有
校勘、标点、注释、今译、辑佚、索引等方法,这些整理

成果的出版,同样是古籍保护的路径之一,目的是使

古籍更便于今人阅读和利用.
校勘、标点往往以“点校”并称,是古籍整理的常

用方法和必备工序.校勘或是找出古籍在文字上的

错误加以修正,或是找出古籍在文字上以至内容上

的异同加以取舍,“从而使人们获得较好的、较接近

原稿的本子”[２１].而标点,点是点断文句,使人明白

句中各部分在语法上的位置和交互的关系;标是标

记,用来标记词句的性质、种类.在胡适等人看来,
“用符号的本意,千言万语,只是要文字的意思格外

明白,格外正确”,有了标点符号,可以让“文字的效

力格外完全,格外广大”;没有标点符号,“平常人不

能‘断句’”,“意思有时不能明白表示,容易使人误

解”[２２].由此可见,点校整理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文

本内容,并且在此基础上疏通文义,增添学者的方

便,让人们在接触古籍时,省去了很多脑力.
而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是以科学的态度进

行点校整理,将这些成果熔于一炉,采用“定本”的形

式出版.以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志性工程[２３]

«二十四史»为例,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刊
发«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二十四史›整
理工作的一点体会»,标志着«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

已告完成并将陆续出版,文章提出«二十四史»“新本

的标点、分段工作,确是一个创举.点校本总的要求

是,希望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包括分段)准确、错误

最少、便于阅读检查的本子.并力求超过前人,经过

不断的提高,使它成为定本”.这种新的点校本在出

版之后,由于定本在内容上的稳定性,提高了古籍文

本在传播中的效率,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精善的读本,
也给专门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新版本”[２４]、或说

“新善本”[２５],从普及和提高两方面都有利于古籍的

流传和利用,有利于古籍文献价值的传播继承.
不过,古籍整理出版一定要严格确保质量,否则

古籍整理的错误经过出版的传播,势必影响古籍的

保护和利用,但又绝不能因噎废食,因为非专业的普

通读者是古籍整理出版物最主要的受众,也是古籍

及其承载的传统文化普及最主要的受众.日本东京

大学中央文化研究所桥本秀美曾以«儒藏»编纂为

例,将影印与点校对比而言,指出了点校质量堪忧是

目前古籍出版的一大问题,他说“排印出版会添乱;
点校质量高不了;先影印才能点校;重要典籍需精

校;专门书无需排印;排印臭扬海内外;影印则功德

无量”.但站在«儒藏»,也是古籍整理出版物最广大

读者的立场,庞朴认为“整理古籍,除了管理和保存

文化遗产的目的外,更主要的,是为了要给人读;即
使是管理和保存,最终也还是为了让人读”[２６],如果

仅仅影印,自然是专业读者的“乐园福地”,可是“«儒
藏»所藏的宝藏,将是中华文化的主干部分,所谓继

承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伟大民族精神者,都是要从这

里着手的.编出一套简洁明快的版本来,使一般读

者也能清楚地识宝取宝,自如地切磋琢磨,这在当前

社会中,是如何地必要而又刻不容缓,想来已无需费

辞,而为每个了解历史关心现实的人士,所能同意与

理解”[２７].所以,对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应在学

者整理和编辑加工两个阶段多花费些工夫,尽可能

减少差错,学者和编辑也要提高自身的古籍整理能

力,尽可能降低差错,让这一高效的古籍普及方式能

够为古籍保护做更多的工作.

３．３　古籍数字出版

相较于前两种古籍出版方式,数字出版不仅在

今天渐趋主流化,更代表了古籍出版的未来.数字

出版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存
储技术、显示技术等高新技术基础上,融合并超越了

传统出版内容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出版产业,它将所

有的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

于光盘、“云盘”中,信息的处理与接受借助计算机等

终端设备进行[２８].简单地说,它有两种保存和传播

方式,一是电子出版,数字化内容在光盘等介质上存

储或读取,比如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编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就随书附

赠了存储全书内容的光盘[２９],还有以 U盘的形式出

版的张希清等主编的«宋会要辑稿»数据库等[３０];二
是互联网出版,也叫网络出版,是一种在线传播行

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数字化内容通过互联

网发送到客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览、使用或下载,比
如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所收全部为经过

整理的点校本古籍图书,而且有镜像版、网络版(在
线版)、微信版等形式,不仅可以阅读、检索,还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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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与 原 书 图 像 进 行 对 照,方 便 读 者 了 解 版 式

信息[３１].
而从内容的表现形式上说,一是与古籍影印相

类似,使用科技手段复制古籍图像,只是以数字形式

保存和传播;二是与古籍点校整理相类似,将古籍文

本内容录入,制作成电子文件,其中有点校整理的成

果数字化,也有直接的文字录入.但即便如此,对于

古籍中刊本的手书上板,或者稿本、钞本、校本的批

校题跋,都有一个识文断字的问题,多少要花些校勘

功夫,这其实又类似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方式.而数

字出版在传播渠道上,与其他出版方式拘泥于纸张

这一传统出版的载体不同,借助互联网形式传播古

籍内容及部分形态特征,从技术角度讲,它可以不受

时空限制的存储和读取.但是,由于对数字出版的

理解不同,将古籍数字化等同于数字出版,导致古籍

的保存利用效果不尽如人意.
事实上,古籍数字化与数字出版是有差异的,其

差异主要在于上文屡次提及的社会化程度问题.出

版必然要求社会性的流通传播,但古籍数字化,它包

括古籍书目数字化和内容数字化两个方面,就目前

的情况来看,仅仅做到了将古籍书目和内容制作为

数字格式进行保存,而没有完全进行社会化的传播.
即便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布古籍书目信息,可是对于

数字化的古籍内容依然还不能够做到完全公开共

享.而这恰恰和当下的互联网技术所能实现的实时

共享功能有落差,令人感到非常可惜.当然,这与藏

书单位人力物力资源有限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古籍

数字出版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出版是一种文化事

业,所以它可以得到国家的支持;同时它又归属于文

化产业,所以它可以调动市场的力量.两种资源结

合起来,就可以突破藏书单位人力物力的瓶颈,使藏

之名山的古籍,可经出版的桥梁,利用起来,造福全

社会.

４　余论:古籍出版的社会化效应有助于古籍保护意

识深入人心

陈登原认为,书有政治、兵燹、藏弆、人事“四
厄”,其中藏书者对古籍珍之宝之,不肯轻易示人,若
是不幸遇到兵燹水火,则毁于一旦,藏而不用实际上

也是对古籍的伤害[３２].关于这点,清代归庄曾说:
“自有书契以来,书籍之存无虑数千万卷,自非目不

知书者,皆知爱惜之.所为爱惜之者,以其有用于天

下也.公私图籍,谨藏箱箧,累年积月,人莫之

窥,永隔风日,长谢几案,是曰幽囚.独所谓幽

囚者,往往反以为爱惜其书,不知以天下有用之物,
扃固牢闭,而付之无用,此不幸之尤甚者也.”[３３]这

虽说的是藏书,但也说明仅仅强调古籍的原生性保

护,将古籍的物质形态完好保存,不注重传播效应,
无法使聚藏于全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的古籍得到普

及利用①,有悖于古籍保护工作者的初衷.因此,当
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之后,利用科学的方式,在古籍原

生性保护的基础上,以影印、点校整理、数字出版等

古籍出版形式,改变原有文献的载体形式和原始特

点,将其部分物质形态特征和全部文字信息进行复

制,以利于精神价值的传播继承.与此同时,由于古

籍出版的社会化性质,往往能让传统文化精神价值

的传播继承更广泛、更深入,反过来也会增进人们对

古籍原本的保护意识,而这正是近年来推行的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保护古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宗

旨所在[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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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ublicationandtheProtectionofAncientBooks

GuLei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businessofancientbooksprotectionhasbeenflourishing．Asaspecial
typeofpublication,ancientbookpublishingisalsoanimportantmeansofrenewalancientbooksprotection
sincebothaimtopromoteanddeveloptraditionalculture．Thus,clearinguptherelationshipbetween
ancientbookpublishingandtheancientbooksprotectionwouldbehelpfulinunderstandingthesignificance
oftheancientbooksprotectioninthepresent．Thestaticstudiesfoundthatancientbookpublishingisan
importantpartofancientbooksprotection,whilethedynamicstudiesshowedthatancientbookpublication
isanimportantstageofancientbooksprotection,andapproachstudyfoundthattheancientbooksprotecＧ
tionmethodsofancientbookpublishingmainlyincludephotocopying,collatinganddigitalpublishing．The
socializationoftheancientbookpublicationwouldhelptoimprovethepublicawarenessoftheancient
books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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