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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书目文献在日本之传藏

□林振岳∗

　　摘要　中国明清以来书目文献在日本有不少收藏,其传入日本时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为清

前中期,由商人舶载而来;一为清末民国,日本书店及日本学者从中国购访而来.文章根据对日

本公私收藏机构所藏明清以来书目文献的调查结果,介绍日本收藏稀见明清民国中国书目情况,
并对日藏书目辨伪存真,简介日藏书目文献情况所反映的书籍流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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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国内学界对日本书目文献之关注,主要集

中在日本学者书志学著作,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

书目录»、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森立

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河田罴«静
嘉堂秘籍志»,以及晚近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阿部

隆一、尾崎康等人的著述.所关注的内容主要以日

本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著录、研究为主,鲜有关注日本

收藏的中国书目文献.近年海外汉籍研究渐渐成为

学术研究之热点,对海外汉籍的调查工作如“汉籍合

璧”、“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山东大学)、“韩国藏中

国古籍总目”(复旦大学)等项目正在进行之中,相关

专题文献的调查也有很多,对书目文献的调查研究

也有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个别

新材料的辨伪、价值介绍,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

研究所收藏的«澹庵书目»,李成晴«日藏抄本‹澹庵

书目›考»[１]、孙海桥«孤本‹澹庵书目›考述»[２]、王海

明«藏 书 家 忻 虞 卿 的 藏 书 活 动 与 ‹澹 庵 书 目›述

略»[３].唐新梅«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武林妙赏

楼藏书志›辨伪»,考论该书是民国书贾伪造之本[４].
此外,一些学者的专著也体现了对日藏书目文献的

重视,如王红蕾«钱谦益藏书研究»[５],利用到日本京

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绛云楼书目»抄本.刘蔷

«天禄琳琅研究»[６],著录了日本收藏的一些«天禄琳

琅书目»抄本,在个案研究资料搜集上极为完备.就

目前国内研究情况而言,尚未有对日藏中国书目文

献的系统调查与研究.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笔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期

间,调查了日本公私藏书机构收藏的中国明、清、民
国稿抄本书目.此次调查,主要在日本关东(东京)、
关西(京都、大阪)两地汉籍收藏机构展开,调查的机

构有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

究所(以下简称“东文研”)、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

库、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静嘉堂文库、尊经阁文

库、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市村文库、山田文库)、京
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

“人文研”)、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长泽文库)、
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通过对日本现存明清以来

书目文献情况的总结,可以将明清以来中国书目传

入日本的时间,分为清前中期及清末民国两个时期.

１　明清以来书目传入日本第一个时期:清前中期

明清以来书目集中传入日本的第一个时期是清

前中期,即日本江户时期,主要经长崎舶载而来.这

时期传入的书目文献以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最

多,大部分是原昌平坂大学头林述斋(１７６８—１８４１)
旧藏,后收归浅草文库,因而入藏内阁文库.如清抄

本«菉竹堂书目»«绛云楼书目»«也是园书目»«述古

斋书目»等,都是清朝前中期流入日本.其中,清萃

古斋抄本«菉竹堂书目»,原为浅草文库藏书,卷首有

“享和癸 亥”楷 书 无 边 框 木 戳,即 日 本 享 和 三 年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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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３),相当于中国清嘉庆八年入藏.林述斋旧藏

的这批清抄本书目,多在昌平坂学问所录有副本,现
存日本各地的抄本书目有不少是源自于此.如东洋

文库所藏日本抄本«菉竹堂书目»«绛云楼书目»,关
西大学图书馆长泽文库藏日本抄本«菉竹堂书目»
«绛云楼书目»,尊经阁文库藏日本抄本«菉竹堂书

目»等,行款皆与内阁文库所藏清抄本相同,大约即

据彼本抄出.不单单是书目文献,其他汉籍文献在

日本的传抄本也有类似的现象,很多出自浅草文库

旧藏本.
此时期传入的书目文献,有的是据刊本覆写,大

概是刊本不易得,故有传抄刻本之举.如内阁文库

所藏«也是翁藏书目录»,末有“文政庚寅”纪年楷书

木戳,即日本文政十三年(１８３０,实已为天保元年),
当清道光十年.书上摹写内封,题有 “濮川延古堂”
字样,前有雍正六年(１７２８)濮梁序.此书实则即«读
书敏求记»,初刻于清雍正四年赵孟升松雪斋,雍正

六年濮梁延古堂将原版修补重印.这个抄本行款与

松雪斋刊本相同,即系据雍正六年濮梁延古堂后印

本抄写,而书贾故意将书名改为“也是翁藏书目录”
(内封、卷端题名皆已修改),以惑人耳目.又尊经阁

文库藏有一部日本雁皮纸影抄本«文瑞楼藏书目

录»,系据清«读画斋丛书»本抄录.一般来说传抄一

部书籍是比较费事的,只有购求刊本不得的情况下

才会以传抄的方式复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当时日本学者对这些目录的重视程度.
此时期在日本传藏的中国书目,最具有代表性

的是«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是王先谦在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才刊刻行世,在此之前只有抄本流

传.而此目传入日本的时间较早,据刘蔷先生«天禄

琳琅研究»所考,此书传入日本的时间在日本文化十

二年(１８１５)年八月[６](２４３),为当时从中国舶载而来

者.这部舶来的«天禄琳琅书目»即现藏内阁文库的

清抄本十册,现存的一些日本抄本大多都是根据这

部清抄本传抄或者再传抄.如静嘉堂文库藏有一部

日本文政十二年(１８２９)金辰应阳抄本五册,原为小

越幸助旧藏本,书上有日本山田九折校,书末有金辰

应阳跋:“往岁商舶载来抄本一部,今为红叶山官库

所藏,顾彼未经椠雕者.近祭酒述斋林先生告官,另
写一本,收于昌平黉舍[７].”跋文所称“往岁商舶载来

抄本一部”,即指文化十二年传入清抄本十册,后藏

于红叶山文库.林述斋根据这个清抄本传抄了一

部,收藏在昌平坂学问所.二者今皆藏内阁文库.
而金辰应阳根据林述斋抄本再传抄了一部,即现藏

静嘉堂的这部.东洋文库也收藏有一部日本抄本

«天禄琳琅书目»,卷末有太田善世跋,据跋文可知此

本是天保八年(１８３７)太田善世倩人从杉原氏藏本所

抄[８].«天禄琳琅书目»彼时尚未有刊本,此本传抄

之底本、校本都是日本传写本,而行款与内阁文库藏

清抄本相同,可知也是源出内阁文库藏清抄本.又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日本抄本,行款与上述各本

相同,亦为同源.此外,刘蔷«天禄琳琅研究»著录华

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日本抄本«天禄琳琅书

目»[６](２４２),原愚斋图书馆藏书,为清末盛宣怀从日本

购归者.此本行款也与内阁文库藏清抄本相同,可
知同样源出彼本.

以上一例可以看出明清书目在日本存藏的路

径,主要是以内阁文库所藏的这批原红叶山文库藏

抄本为中心,日本学者据此再传抄,因而有一些日本

抄本分藏各地.如«绛云楼书目»«菉竹堂书目»等在

日本的传播都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此时期传入日

本的书目文献,大多是通过两国图书贸易的路径流

入.因为从事两国间贸易的商人并非专门学者,甚
至不一定是专业的书贾,眼光不会特别高,故此时期

流入的书目文献多是当时国内坊市间最常见的一些

书籍,文献价值不会特别高.

２　明清以来书目传入日本第二个时期:清末民国

明清以来书目大量传入日本的第二个时期是清

末民国,即日本明治末、大正、昭和年间.其中又可

以分为两种路径:一是日本书店、学者直接从中国购

入者,一是中国学者访日带来而留下者.
日本书店有名者如田中庆太郎文求堂书店,从

中国收入大量古籍,其中即有不少稀见的书目文献.
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有一部民国沈氏感

峰楼抄本«顾鹤逸藏书目»,书中夹带来青阁致田中

庆太郎一札:“此书目乃一寒儒向顾氏商抄出售,务
祈宝店帮忙收之,切勿退还.敝店亦受寒儒之托也.
此上田中先生台鉴.来青阁拜上,二月廿一日[９].”
此书民国期间从上海来青阁售入文求堂,东方文化

学院京都研究所(即人文研前身)于１９３４年购藏.
来青阁书札文字实则是书贾售书之托词,并不可信.
«顾鹤逸藏书目»是当时顾氏拟出售的售书目.如缪

荃孙即记录顾麟士出售藏书一事,«艺风老人日记»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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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１９１４)三月廿一日,“曹君直自苏州来,带
来«鹤逸书目»”.廿三日,“送«授时历注»«鹤逸书

目»与翰怡”.廿四日,“刘翰怡来,交还 «鹤逸书

目»”[１０].缪荃孙致刘承幹札云:“«鹤逸书目»,乞覆

一书,以便转致鹤逸.石铭处意见相同[１１](５９８).”致
曹元忠札云:“«鹤逸书目»刘、张二君各有回信,同
呈.仍如荃言非拆售不可[１１](５２８).”可知当时顾麟士出

售藏书,托人带书目给刘承幹选购书籍.«国立北平

图书馆馆刊»据傅增湘藏抄本排印过此目,傅氏藏本

上有的条目标识“已去”等字,表示此书已售.这些都

说明此目是顾氏出售书目,来青阁所谓“寒儒向顾氏

商抄出售”云云,乃书商诓人之辞.“感峰楼”为沈韵

斋藏书楼名,当时在沪上专门抄录书目出售,刘蔷«苏
州顾氏过云楼»一文提到清华大学图书馆也藏有“感
峰楼抄藏本”«顾鹤逸藏书目»一部[１２],足见当时抄录

的不止一部.此外,上海图书馆也收藏有感峰楼抄本

«咫进斋善本书目».通过这一封函件,我们可以窥见

当时书目文献通过书店流入日本的路径.
又有一部分书目流入日本,与中日两国流通的

大宗藏书有关,是这些出售到日本的藏书相关目录.
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守先阁藏书志»稿本,
有岛田翰藏印,书上有“大正４４２０购求”入藏日

期椭圆紫印,即１９１５年入藏.书前有陆树藩赠岛田

翰跋.此本为«皕宋楼藏书志»编纂底稿,可窥其成

书之实情,先倩人将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誊清

抄写,再按照己藏剪贴排列,偶加删改,而其未有之

书,另略加著录补上.各册外封有“已编齐”“此册刻

讫”.第十二册子部以下改称“皕宋楼藏书志”.皕

宋楼藏书出售与静嘉堂文库时,岛田翰乃其中经手

人,故陆树藩以此相赠[１３].
又如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市村文库所藏抄本

«陈松山藏明朝人诗文集目录».陈松山即贵阳陈田

(１８４９—１９２１),字松山,别号黔灵山樵,编有«明诗纪

事»一书,收藏明集甚多,藏书处号“听诗斋”.民国

初年藏书散出,所藏明集为日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

运至日本.此本最末统计总数“计五百八十二部,四
千五十七册.内译:明刊白棉纸宣纸本,一百二十二

部.明刊竹纸本,二百三十一部.写本,三千四部.
顺康以下刊本,一百九十五部[１４].”田中庆太郎将收得

的陈田藏书在日出售,其营业书目«文求堂唐本书目»

(大正二年四月)附刊有«陈松山旧藏明朝人诗文集»,
即出售书目,刊行本末记“共计五百八十七部,四千八

十七册.内译:明刊本,三百五十七部.写本,三十四

部.顺康以下刊本,一百九十六部[１５].”与此本数字略

有出入,此抄本天头间有朱笔圈选者,可能是陈氏藏

书刚刚运至日本时传抄之本,用于选购者.
又如人文研收藏有一部日本昭和十二年(１９３７)

抄本«嘉业藏书楼宋本书目»,是当时刘承幹拟出售

之书目,这部抄本是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自己

抄录的,可能是为了解嘉业堂藏书情况或者选购其

藏书之用.
另一路径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购入的书目.一

些日本有名的学者在中国留学、访华期间访书,或者

代替某些财团藏书机构收购古籍,买入不少书目类

古籍.其中有名者如内藤湖南、仓石武四郎、长泽规

矩也、诸桥辙次等.
如静嘉堂文库所收藏的徐坊藏书目稿本«徐氏

书目»、张立庄藏书目稿本«礼庭书目»、王文进经眼

录稿本«学斋笔记»等,大约都是长泽规矩也、诸桥辙

次代静嘉堂收购者,长泽氏在«支那书籍解题:书目

书志之部»(中译本名«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
书中详加著录.长泽氏自己藏书中也有不少稀见书

目,其藏书后售归关西大学图书馆,设为“长泽文

库”,其中有«晁氏宝文堂书目»«内阁书目»«静惕堂

藏书目»«传书堂善本书目»等抄本书目.
关西大学“内藤文库”原为汉学家内藤湖南藏

书,有不少珍稀的书目文献.如«国史艺文志»«汲古

阁珍藏秘本书目»«河内东洋学院藏书目»«王观堂先

生校本批本书目»«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诸经目

录»等抄本.内藤文库有一部缪荃孙艺风堂抄本«红
雨楼题跋»①,缪氏后来重辑徐火勃红雨楼题跋为«重
编红雨楼题跋»,此本乃其重辑参考底本(另有缪氏抄

本«徐氏家藏书目»一部藏人文研,当是同时流入).
又如东洋文库藏有一部抄本«孝慈堂书目»,外封有内

藤湖南识语“乙巳十二月在燕都购,炳卿”[１６],乃清光

绪三十一年(１８８５)内藤湖南在京师所购.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大木文库”藏书,

主要为法制契约文书方面书籍文献,原为学者大木

幹一旧藏,书上多钤“读数卷残书”印(此原为明人印

章,大木氏得此印,因号“读数卷残书堂”).大木文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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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有稿抄本书目数种.如梁公约稿本«盋山检书录»
与抄本«绛云楼书目»,原为方尔谦(大方)旧藏.«盋
山检书录»国内罕见传本(笔者仅见上海图书馆有周

大烈旧藏本),清末端方奏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于
南京龙蟠里惜阴书院旧址筹建江南图书馆,委任缪

荃孙、陈庆年为正副总办,民国八年(１９１９)改名江苏

省立第一图书馆.梁公约曾与胡宗武合编«江苏第

一图书馆覆校善本书目».东文研收藏的这部是梁

公约所撰江南图书馆藏书经眼录,可视为江南图书

馆(南京图书馆前身)早期书志.又如清咸丰同治间

抄本«内阁大库储藏旧档书籍排架册»,为清代内阁

大库清点库中书档目录原本,与罗振玉刊入«玉简斋

丛书»的«内阁大库档册»、方苏生所校刊«清内阁库

贮旧档辑刊»中的«内阁书籍表章目录»«东大库存贮

各项书籍清档»,同为书籍表章库所藏书档旧目,为
考察清代内阁大库库物变动情况重要文献.这一时

期传入的书目文献异彩纷呈,因为经过日本学者专

业的眼光挑选,有不少珍稀文献.
有一些书目是日本学者在中国访问时传抄的.

如“长泽文库”有一部抄本«涵芬楼善本书目».据长

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此本乃民国

二十年(１９３１)至沪上观涵芬楼藏书时,当时主事者

特请人传录一份相赠.次年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藏书

即在日军轰炸中毁去,原目也化为灰烬了[１７](１００).
国内反而要从长泽此本抄录回流,当时的北平图书

馆、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本皆据此本传录.张元济在刊行«涵芬楼烬余书录»
时,序中提到此事:“涵芬善本,原有簿录,未毁之前,
外人有借出录副者.起潜语余,北京图书馆有传抄

本,盍借归并印,以见全豹[１８].”所称“外人”者,即长

泽氏.张氏后以抄回之目删汰重编为«涵芬楼原存

善本草目»,附刊«书录»之末.
又如«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在日本有两部

抄本,分藏于东文研及人文研,乔秀岩先生为影印

«旧京书影»所作出版说明首作介绍[１９].两部书目

则与仓石武四郎有关,仓石武四郎曾在１９２８年来华

留学,撰有«述学斋日记»[２０].在华期间调查了当时

京师图书馆收藏的善本,在桥川时雄的资助下,拍摄

«旧京书影».东文研现在尚保存有仓石武四郎在华

拍摄«旧京书影»的手稿,包括«旧京书影提要»稿本

及当时拍摄书影的工作手记[２１].仓石氏为拍摄书

影,在徐森玉的帮助下,从京师图书馆借出«京师图

书馆善本书目录»抄录,这十册抄本现在也收藏在

“仓石文库”.仓石氏留学时所抄的这部«善本书目»
主要是供拍摄«旧京书影»之需,当时抄写仓促,所以

仅仅摘抄了一部分.可能后来觉得这个抄本摘抄不

全,犹以为憾,后又托人重新据原本誊录了一个完整

的副本,送当时“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即今京

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庋藏.日本藏两抄本不题撰

人,经笔者考证,这部«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为史

锡永所编,是京师图书馆编纂的最后一部善本书目,
在国内已无藏本,仅存日藏两个抄本,弥足珍贵.

以上所举«涵芬楼善本书目»«京师图书馆善本

书目录»,都是晚近的文献,却都出现了原本在国内

失传,反而因日本学者的传抄本而获保存的情况.
这也可以看出文献存亡的偶然性,这些都是离我们

时代很近的文献,但遭遇兵燹世变,能够留存后世也

非易事.
另外一种比较少见的路径则是中国访日学者在

日本期间留下的书目,通过此路径流入日本的书目

文献并不算多.其中有名者如杨守敬在日本刊行

«留真谱»,留下了一部批校印样«留真谱»(今藏静嘉

堂文库),罗振玉在京都期间,所留下的藏书目«罗氏

藏书目录»(今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此书已经刘

玉才先生介绍影印出版)[２２].又如董康在日期间,
拟出售藏书的售书目稿本«诵芬室书籍书目»(今藏

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董康藏书在日期间陆续出

售,所得最多的是“大仓文库”.天道好还,近年这批

董康旧藏的汉籍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归国内.

３　日藏书目文献情况所反映的书籍流通史

从日本现存的一些书目文献,也可以看出当时

日本学界对中国藏书动态关注非常密切.比如民国

藏书家蒋汝藻的藏书目«传书堂善本书目»,其藏书

售归涵芬楼,毁于抗战之中,该书目向未刊行,抄本

流传.而经过调查发现,日本收藏有６部抄本,数量

可谓不少.又如蒋凤藻«秦汉十印斋藏书目»,与前

目情况差不多,在日本也收藏有４部抄本.这些书

目可能当时在沪上有书商专门抄副出售,故有不少

抄本流传.但能通过书店渠道售到日本这么多,足
以体现当时日本学者对中国藏书动态关注之密切.

当时中国一些故家藏书出售书目,有不少流入

日本.除了前面提到的«顾鹤逸书目»等,此类书目

还有不少.如静嘉堂收藏有徐坊藏书目«徐氏书目»

２８

明清以来书目文献在日本之传藏/林振岳

TheSpreadandCollectionofBibliographicDocumentsSincetheMingandQingDynastiesinJapan/LinZhenyue



2022

年
第5

期

抄本一部.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
谓 “此 书 乃 徐 氏 书 出 售 之 际 给 北 京 文 奎 堂

者”[１７](１４８),为徐氏藏书出售时所编书目.徐氏藏书

有京寓与河北定兴两处,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徐氏去世,
定兴所藏书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经其弟徐植以八万金

为文友堂、文奎堂、保文堂、晋华书局及待求书庄合

股收购,运京出售.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夫人鹿氏去

世,在京寓藏书分归其子徐钟蒧及长婿史宝安(吉
甫),其后陆续散出.徐氏定兴藏书散出之时,傅增

湘、张元济曾来往函札商购.静嘉堂所藏此本,即民

国十五年徐氏定兴藏书售予文奎堂等书估之时,依
旧宅藏书排架所编之清点草目.徐氏藏目国内未见

藏本,山东大学图书馆沙嘉孙先生所编«临清徐氏归

朴堂善本书目»稿,系据所经眼的徐氏旧藏辑录而成

的知见目.因此静嘉堂藏的这部,可能是现存唯一

一部原本徐氏藏书目.又如嘉兴忻宝华藏书目«澹
庵书目»稿本两种,一部藏于人文研,一部藏于静嘉

堂.忻氏藏书最有名者乃宋本«李群碧诗集»,此书

后归邓邦述,即其“群碧楼”之由来,该书现藏我国台

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忻氏藏书宣统末

年、民国元年散出,多为天津图书馆及傅增湘所得.
人文研所藏乃其初稿本,国内有学者称之为“孤本”,
实则静嘉堂另藏一部,是藏书出售时经手人谭新嘉

手校底稿.此目国内鲜有藏本,２０２０年上海博古斋

拍卖过一部抄本,为周大烈旧藏,仅存子部不全,而
日本藏有其书目稿本两部,足见当时代替这些机构

选购图书的日本学者别具只眼.
又如售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李盛铎木犀轩藏书

目录,人文研收藏有一部李松年抄本«木犀轩收藏旧

本书目»,又有一部打字油印本,都是当时不多见的

书目.而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前身)的
归安姚氏藏书,沈韵斋辑有«咫进斋善本书目»,人文

研也藏有一部抄本.据梶浦晋先生赐教,此抄本乃

自中国书店购入.清末收归江南图书馆的丁氏八千

卷楼藏书«八千卷楼书目»,在日本也有３部抄本,尊
经阁文库所藏一部日本抄本有１９１２年题记:“右«八
千卷楼书目»一部,借抄河井仙郎氏藏本,收之尊经

阁.大正元年八月,永山近彰识[２３].”其抄写之时,
八千卷楼藏书刚刚收入江南图书馆不久,可见当时

日本学人对国内藏书动态关注极为密切.
当时日本一些研究机构,在购藏这些书目时,可

能也有一定的计划性.比如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

东洋文化研究所创立之初关系密切,两地藏书也多

有相同的副本.如前文提到的抄本«传书堂善本书

目»«秦汉十印斋藏书目»,两个研究所皆有藏本,此
外,京都大学文学部也有购藏,可以看出这些机构在

收集此类文献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和关联性.

４　日藏书目文献中的伪本与日人著述

日本所藏书目文献,尤其是近代传入的这些书

目,虽然经日本学者专业的眼光甄选,但也有一些伪

本.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武林妙赏楼藏书

志»,乃民国书贾伪造之本[４].东文研仓石文库有一

部书名不详的目录,原馆藏著录为“[某氏书目]一
卷”,书前有“盛昱之印”白文方印(伪),此书目实为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摘抄出来,可著录为“«爱
日精庐藏书简目»”.此目当为书商伪造之目,实则

不过据«藏书志»条目摘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

«爱日精庐藏书简目»一部[２４],顾廷龙先生致高桥智

函谓:“«爱日精庐藏书目录»是很少见的,北京图书

馆有一部[２５].”(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８日)当即谓此本.国

家图书馆藏本与东文研藏本内容、行款相同,字迹亦

相近.二本卷端皆无题名,当为坊间摘抄,大概是想

以此冒充旧家藏目,或附会张氏早期藏目.辽宁图

书馆也藏有一部«爱日精庐藏书目录续志目录»,为
清末罗振玉唐风楼抄本,亦当与此本情形相仿.又

如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有一部抄本«从好堂藏

书志»,卷端署“归安陆心源子刚甫编”,卷端钤“湖州

陆氏所藏”白文方印.依照署款,似是陆氏皕宋楼藏

书目.陆氏未闻有“从好堂”之斋号,此目系据«皕宋

楼藏书志»抄出简目,并无特别之处,当为书贾伪造

之本.
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学者的稿本,是与中国藏书

密切相关的.比如前面提到的东文研藏仓石武四郎

稿本«旧京书影提要»,是仓石氏１９２８年在北京拍摄

«旧京书影»时,为书影撰写的提要手稿.通过这个

稿本,可以证实«旧京书影»是仓石氏一手成之,并据

此可对«旧京书影»的底本来源做一些钩沉[２１].有

些日本学者自己所编的藏书目录,也颇有特色.如

仓石武四郎在生前将文库藏书按照作者地域编为

«仓石文库汉籍目录籍贯别撰者索引»,“对于清人文

集,为了方便自己取读,他还专门按作者的地域来区

分,编成１１本目录,并依次上架排列”[２０](１１),分类别

具特色.据闻上海图书馆有一套按照作者地域排列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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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藏书卡片,仓石氏此举与之暗合,可为研究地方艺

文之助.

５　结语

以上为针对日本现存明清以来书目文献调查所

得出的初步认识.两个不同时期流入日本的书目文

献,呈现了不同特点.在清代前中期,更多体现出

“被动输入”的特征,流入日本的大多是当时中国坊

间常见之物,文献价值不高.而清末民国时期,有大

量精通流略之学的日本书贾、学者参与其中,更多体

现出“主动索求”的特征.这与中国流略之学发展历

史也是相合的,我们所言“版本目录学”,在清前中期

逐步成熟,而盛于清末民国时期,对东邻日本也产生

了巨大影响.因此,在此时期有不少稀见的书目文

献流入日本,甚至还出现了部分书目反而在中国本

土失传的情况.由于时力所限,调查未能遍及日本

全境的藏书机构.未来将进一步对日本现存明清以

来书目文献展开更深入的调查研究,编纂«日藏稀见

中国书目文献丛刊»,并借此进一步分析清代书目文

献对日本书目体例之影响,以及日本近代书志学之

兴起与中国版本目录学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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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preadandCollectionofBibliographicDocuments
SincetheMingandQingDynastiesinJapan

LinZhenyue

Abstract:TherearemanyrareChinesebibliographicdocumentsinJapan．Theintroductionofbibliographic
documentsintoJapansincetheMingandQingDynastiescanbedividedintotwoperiods:oneistheearlyandmidＧ
dleQingDynastywhenthedocumentswereshippedbymerchants;theotheristhelateQingDynastyandtheReＧ
publicofChinawhenthedocumentswereboughtfromChinabyJapanesebookstoresandJapanesescholars．This
paperinvestigatesthebibliographicdocumentscollectedbypublicandprivateinstitutionsinJapansincetheMing
andQingDynasties,introducestherareChinesebibliographiescollectedinJapan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
distinguishestheauthenticityofJapanesebibliographies,andbrieflyintroducesthebookcirculationhistoryreflected
bythesituationofJapanesebibliographic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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