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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刘修业的学术成就述评

□刘劲松∗　符夏莹

　　摘要　刘修业是我国著名的女性图书馆学者,民国时期即已崭露头角.她的学术成就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海外访求古书.她先后在法、英、美等国的各大图书馆访求中国古代戏曲

小说,成效卓著.二是编制论文索引.她以一己之力,分别编撰了«文学论文索引续编»等四部索

引著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三是从事论文写作.她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有«读‹西厢

记›后»等数篇.刘修业是杰出的女性图书馆馆员,促进了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刘修业　海外访书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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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修业(１９１０—１９９３年),字君寄,福州闽侯人,

１９３０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１],１９３２年毕业.

１９３３年２月入职国立北平图书馆索引组[２]① .１９３６
年赴法国协助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王重民整理巴黎

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卷子[３].１９３７年与王重

民结婚[４];同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进

修[５].１９３９年赴美国协助王重民为美国国会图书

馆鉴定、整理中国古书[６].１９４７年回国后继续供职

于北平图书馆.１９５３年调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历史研究所.此后,刘修业的学术研究进入

了新的历史阶段.１９５７年,她主编的«中国史学论

文索引»上、下两编分两次出版[７].１９５８年,刘修业

的学术论文集«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出版[８],她辑校

的«吴承恩诗文集»出版[９].１９６６年退休.１９７９年,
刘修业主编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出

版[１０].１９８１年,她主编的«七十六年史学书目(１９００
－１９７５)»出版[１１].１９７５年王重民逝世后,刘修业很

少发表自己的文字,长期致力于整理和出版王重民

的遗著.根据学者统计,刘修业整理出版的王重民

遗著７部,论文１６篇,总计３０５万字[１２].刘修业的

学术研究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前后延续６０
年,学术生命力旺盛.

现有关于刘修业的研究,集中在１９５０年以后,
主要有她对吴承恩研究的贡献[１３]、整理其夫王重民

的遗著等方面.刘修业的这些学术成就并非朝夕得

来,民国时期她即已崭露头角.了解民国时期刘修

业的学术成就,对理解其后的学术发展,以及当时女

性图书馆员的学术研究状况,均有积极意义.

１　海外访求古书

近代以来,中国古书大量流往海外.我国学者

较为关注这些书籍,杨守敬、郑振铎、孙楷第等先后

在日、法等国访求中国古书.在访书的涓涓溪流中,
刘修业作为唯一的女性,异常令人瞩目.她是近代

∗ 通讯作者:刘劲松,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５９２１Ｇ２２３３,邮箱:ljsyoujian＠１６３．com.

① 刘修业入职北平图书馆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１９３２年.１９８５年刘修业说:１９３２年,“我即在这年到索引组工作”.(刘修业．
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J]．图书馆学研究,１９８５(５):３２．).１９９２年,刘修业依然说:１９３２年,“笔者这一年到北平图书馆索引组工作”.

(王重民．冷庐文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８８９．).李墨更为具体地说:１９３２年“３、４月间,刘修业到索引组工作”.(李墨．王重民年谱

[D]．保定:河北大学,２００８:１８．),但其资料来源不详.二是１９３３年.１９９２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第１３６７页的记载为:“刘修业,字君寄,(女),１９３３．２———”,即１９３３年２月入馆.«福建北大人»中说:刘修业“１９３３年初,到北平图书馆索引组工

作”.(卢美松．福建北大人[M]．北京: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５８．).«民国人物小传»说:１９３３年“福州刘修业(燕京大学毕业)进馆,任职索引组”.

(黄韬,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第１３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６:２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

月)»的“本馆职员一览表”中,刘修业名列其中.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十九年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

告(民国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六月)»的“本馆职员一览表”中均没有刘修业的名字.因此,笔者认为１９３３年的说法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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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到海外访求中国古代文献的女性图书馆

员.１９３７—１９４７年,刘修业先后在法、英、美等国各

大图书馆访求中国古书,尤其专注于古典小说戏曲,
成效卓著.

１．１　古本稀见小说戏曲

«醒世恒言»全本(四十卷四十篇).刘修业在法

国国立图书馆发现此本,书衣及插图均已无存,且还

有其他不足之处,如二十三卷金海陵一篇被扯去,第
三卷等中间字句被摧残割裂.她又发现英国大不列

颠博物院藏本与巴黎相同,但残缺较少,只有卷一上

半缺,卷二三全缺.两个本子互相补充,构成完整的

«醒世恒言».她很感慨:“二叶课本,国内尚未有藏

者.此两帙虽有残缺,展卷之下,弥叹小说之劫,无
分国内外.特以外人对之,较我国士大夫蔑视之心

理为轻,故流传虽少,而保存反多也”[１４].
原本«今古奇观».刘修业注意到该书封面为

«今古奇观»,前有笑花主人序,七叶写刻,为颜字体.
目录下署“抱翁老人订定”.全书四十卷,每卷有图

二,共有图八十,颇标致.每卷卷端不刻书题,第一

行只刻第几卷,体例一如三言,正文半页十行,行二

十字,行款也与明刻«三言»同.她又取巴黎所藏叶

刻«恒言»比较,字体如出一手.因此,她表示“是明

刻明印无疑,依敝意,此本当为今日所见唯一之原本

«今古奇观»”[１５].郑振铎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

中国小說与戏曲»一文中并未提及该书.
«觉世雅言»八卷八篇.刘修业指出,此书在巴

黎国立图书馆被改为两册,误置于两个书架.前五

卷著录在FondsCourant４２５１,后三卷著录在 NouＧ
veauFonds３３,两本相合,才为完书.她表示,“卷端

有录天主人序.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在未发见

别本以前,似可称为世间孤本”[１６].郑振铎阅读了

此书,认为其第三卷«夸妙术丹客提金»一篇,采自

«惊奇»初刻第十八回.刘修业表示不敢苟同,提出

“«惊奇»每回子目均为两句相对,而此则仅作一句,
体例不同.反与«三言»及«今古奇观»相同.幸巴黎

藏有一部明刻«今古奇观»,加以较阅,不但行款相

同,书眉上评语,亦均相同,则源出«今古奇观»,无
疑”.不仅如此,她还表示,“«三言»原刻本,正文俱

为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正与此书行款相同.似此书

即系编纂人任意择出几篇,用原书上版者,仅将卷数

剜改 而 已”[１７]. 这 一 考 证 为 钱 仲 联 等 学 者 所

认可[１８].

«封神演义»二十卷一 百 回 (Courant４０５４－
５７).清初四雪草堂本«封神演义»极为流行,其他各

本多由此而出.但刘修业指出,巴黎国立图书馆所

藏的«封神演义»不可能出自四雪草堂本.主要理由

是:该书封面横题“四雪草堂订证”,右上角署“钟伯

敬先生原本”,左下角署“清籁阁藏版”.正文半页十

行,行二十字.卷二题云“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竟
陆伯敬钟惺批评”.而四雪草堂本,行款则半页十一

行,行二十四字;版心有“四雪草堂”四字.卷数为十

九卷,与此本二十卷数目两异[１９].该书的发现,极
大地丰富了«封神演义»研究.柳存仁指出,巴黎国

立图书馆藏本“与今藏日本内阁文库的明金阊舒载

阳刊本相近,我相信她的观察是不错的”[２０].
«绣戈袍全传».郑振铎简单介绍过该书,提到

“其序亦作随园主人题,但甚浅陋,当为假托.此书

即演述弹词«倭袍传»之故事为小说者”[２１].随园主

人即袁枚.刘修业介绍了小说内容,也认为书中叙

述幼稚,绝非袁枚手笔,应系伪讬.但她纠正了郑振

铎的两处问题:一是该书的来源.刘修业考证后指

出,“«倭袍传»或反自此书演出者也”.二是序的作

者.刘修业直言:“书首有序,不署撰人及年月”[２２].
柳存仁称“此书我所见的英国博物院所藏同一个板

子的刻本,序上却无题署.起初,我以为我的记录不

完全,后来读了刘修业女士著«古典小说戏曲丛考»
记此巴黎本亦云‘书首有序,不署撰人及年月’,这
样,恐怕是郑先生误记了正文题署的‘江南随园主人

著’为序文撰文”[２３].
«玉茗新词四种».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

录了此四种曲,但不言他们的总名.刘修业指出,
“此大英博物院藏本,封面上题作‘玉茗新词四种,雕
虫馆校定本’,卷端并有万历四十六年臧晋叔序.余

忆臧晋叔所刻元人百种曲亦题有雕虫馆字样,因之

乃猜想北平图书馆的藏本,或将封面遗失.又遍考

诸家目录,亦未得此四种曲的汇刻总名”[２４].因臧

晋叔的序,“仅伦敦藏本有之,近人恐未见过”.于是

她将伦敦藏本的臧序等内容抄录下来,附于«海外所

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一文中.
«探河源传»弹词六卷六十回,嘉庆十八年刻本.

刘修业在大不列颠博物院发现此书,卷端有鸳湖悦

成主人序,卷内书题又作«绣像后玉蜻蜓».她指出,
郑振铎所藏«弹词曲目录»载有«节义缘»,又名«玉蜻

蜓».郑振铎认为“此书亦叙申贵升事,惟篇幅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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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刘修业则表示,“余疑此篇翻原本,即此探河源

传所续者也.此本自称为‘时调秘本弹词’,插图与

板型,在弹词中为上驷.且情节有曲折之胜,而文词

之 简 练,亦 可 与 小 说 相 抗.词 藻 方 面,亦 居 上

乘”[２５],并详述其内容.
刘修业公开发表的海外访书成果,除了以上７

种外,还有«百炼真海烈妇传»«觉世名言»残本、«环
翠山房十五种曲»３种,限于篇幅,不再列举.但这

还不是她海外访书的全部.根据１９５８年出版的«古
典小说戏曲丛考»目录,她发现的稀见海外古书应为

２３种,其他１３种为«拍案惊奇二集»«三国志通俗演

义»«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全像英雄三国志

传»«全像三国志传»«新刻音释旁训评林三国志传»
«坊刊本列国志传»«忠义水浒全传»«新锲全相南海

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
«全像华光天王南游志传»«幻中真»«吴江雪».不

过,这１３种在民国时期并未发表,不在本文讨论范

围之内.

１．２　海外访书的特点

一是版本价值较高.刘修业所介绍的古书,其
版本价值得到了高度认可.柳存仁表示,“我很钦佩

在一九五八年出版«古典小说戏曲丛考»的刘修业女

士,有几种著作我在一九五七年以为可以作为是我

的发现的,原来已经先在她的记录里出现”[２６].据

他的考证,«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已经把英国博物院

所藏的下列七种书公诸世人了,其中有五种都是稀

有的古本,在世界上没有第二处有的”[２７].这５种

书分别为«全像华光天王南游志传»«全像北游记玄

帝出身传»«全像三国志传»等.柳存仁表示,“我这

里应当很感谢刘女士所有的记载,对于她的记录,我
还偶有些微的补充或一二字的校正,都分别写在中

文的各篇提要内,多数是无关宏旨的”“让我和其他

各地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人,都一齐衷心地欣赏她这

部薄薄的小书中所透露给我们的新知识”[２８].柳存

仁所说的５种孤本,都是小说.其实,除了小说外,
刘修业访到的其他古书,也不乏孤本,如«环翠山房

十五种曲»,到现在为止,国内学者介绍此书时,依然

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２９].
二是重视内容考订.如介绍«百炼真海烈妇传»

一书时,刘修业对海烈妇其人进行了考证:海烈妇

事,为世人所称道.其见于传记者,有陆次云的«海
烈妇传»、方孝标的«海烈妇传»、任源祥的«陈有量妻

海氏传»、犹龙子«古今烈女传演义»中的«海烈妇»
等,均有详细记载.此外,冯景«义士蓝九廷序»也与

此故事有关.她还表示,«常州府志»等志书,一定也

有记载.仅此一事,参考书籍已达五种.尽管如此,
她还说:“惜余居海外,不能遍览及之异日获读

此外文献,再为订补”[３０].
三是注重学术考辨.刘修业介绍海外古书,较

为重视学术考辨,其中以«环翠山房十五种曲»最为

典型.王国维表示,伯希和说过明汪廷讷«环翠堂十

五种曲»为巴黎国立图书馆所有,不知即«淡生堂书

目»著录之«环翠堂乐府»否? 又称该乐府见«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淡生堂书目»著录«环翠堂乐府»一
种.王国维的«曲录»中有«环翠堂乐府»,或即据«淡
生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确实有汪

廷讷«环翠堂坐隐集选».刘修业表示,“然则静安先

生之意,淡生堂书目所载之环翠堂乐府,即四库总目

所载«坐隐集选»中之南北曲欤? 惟一卷之书,焉能

有十五种传奇? 则王氏所疑者,容有未当.而伯希

和先生所谓汪廷讷所辑者,亦非也.王氏未见原书,
故未能详考;伯君于文学戏曲,非所当家,故偶有误

会,均不足责.所恐国内研究戏曲者,疑以传疑,益
孳迷惑”[３１].她表示,“余为考之诸家目录,其撰人

大半可知.盖除«锦西厢»为明人周公鲁撰,余皆清

初人所作,廷讷所与唱和之人,如方于鲁李贽皆

卒于万历间,陈继儒卒于崇祯十二年.廷讷长于继

儒,大约亦卒于万历间.周公鲁所撰者,廷讷尚不及

见,遑论其他? 则此必非廷讷所辑”[３２].刘修业的

考证,纠正了王国维和伯希和的说法,促进了此一

研究.
四是纠偏补漏.刘修业表示,我国学者海外观

书,专文报告国内的,有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之

中国小说与戏曲»、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她发现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所

藏中国书籍颇多,“而戏曲小说两类,尤投宿好,间得

读珍本残编,如犹珠玑,辄试为考证,因不自弃,
搜集成篇,非敢云补孙郑二先生所未及,聊以志海外

生活之片段”[３３].实际上,她的研究恰恰补充了郑

振铎等的不足.如«醒世恒言»,郑振铎只看到巴黎

本,而她则参阅了伦敦本.又如«觉世雅言»,因误置

两个书架上,郑仅看到了前半部,没有看到后半部;
再如«绣戈袍全传»,她修正了郑的多处疏误;等等.
若说刘修业纠偏补漏,完善了学者对海外中国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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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应该不是溢美之词.
刘修业的海外访书时间迟于郑振铎、孙楷第等

人,而且关注的重点仅为戏曲、小说两类,所以她介

绍的海外古书数量不及郑振铎等学者多.不过,刘
修业介绍的古书,版本价值较高,内容考订细致,学
术考辨准确,注重纠偏补漏,自成体系.刘修业与郑

振铎、孙楷第等学者一起,成为海外访求文献的主要

学者之一,在女性图书馆馆员中绝无仅有,极大地促

进了我国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

２　编制论文索引

编制文学和国学论文索引是刘修业的主要学术

贡献之一.我国图书馆界对编制索引极为重视.

１９２５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随即成立索引组,推
进索引的编撰工作.１９２９年１月,该协会第一次年

会上,金陵大学图书馆提出,编制索引“须聘专人为

之,由各图书馆分任编辑总纂,亦须特聘专人”[３４],
大会议决通过.随后确定由北平图书馆编制文学和

国学论文索引.刘修业入馆后,即站在了编制论文

索引的大潮之上.

２．１　续编«文学论文索引»
«文学论文索引续编»是刘修业完成的第一部索

引著作,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全

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文学总论,分通论、文
学的起源和意义、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等１１类.中编

为文学分论,分诗歌、词、戏曲等８类.下编为各国

文学家传略,分中国文学家、日本文学家等６类,附
录有文学书籍的序跋等共６则.

该索引凝聚了刘修业的巨大努力.全书由当时

的１９３种中国杂志报章和１０册各种文艺论著节录

而得,时间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３年５月止,搜集的材料

有４千多条.该书是在１９３２年出版的«文学论文索

引»基础上形成[３５].分类与«文学论文索引»大抵相

同,但也有完善,如增添了附录等.该索引由刘修业

独力完成,而«文学论文索引»则由三、四人合力编辑

而成.
王重民对该书评价甚高.他认为索引应该“长

期续编”,清华大学与中山大学编辑过“政治”“教育”
两门索引,但影响不大,“以未能长期续编之故也”.
索引应由专业机关编辑,如社会调查所任“社会经

济”之类.如此一来,既可知国人在学术方面努力的

方向,也能适应社会各层人士的急需,一举两得.对

于«文学论文索引续编»,他表示:“若皆能如北平图

书馆之长久努力,俾各学皆有一索引,总之则全国数

千万册杂志得一网领,分之则学术上各分门各专科

有一线索,其于学者之便利,为如何乎?”[３６]

苏华于１９９７年购买了该书,评价为:“六十多年

过去了,我们的索引学不知现代化了多少,也不知有

多少倍的专业工作者在做当时只有刘修业一个人所

做的事,但此书的质量和给予读者的诸多方便,仍让

笔者产生了无限的遥想”[３７].１９３４年出版的«图书

季刊»评介该书时,表示:“分量与前编约略相等,体
例依照前一编,惟子目略有增减,内容视前编加

详”[３８],大体不差.
当然,也不是说该索引没有缺点.«申报»称其

“所收十种书,有论文总集,有杂传,且有文学史,性
质极不相同;各该书又非出类拔萃之名著.李编«中
国文艺论战集»①,郭著«文艺论集»内诸论文②,率为

前编已收入者———这样,非但乖异前体,选书未精,
且有前后重复之嫌;想来编者于此诸端,没有什么思

索吧?”[３９]

«文学论文索引三编»是刘修业编辑的又一部文

学索引著作,由中华图书馆协会于１９３６年出版.较

之«文学论文索引续编»,«文学论文索引三编»有些

微变化,如将上编第２类“文学的意义”删除,第１１
类改为“大众文学”.中编第７类改为“杂志和新闻

学”.下编的编名改为“各国文学家评传”,第１类为

“传记文学”,“各国文学家的自传”则被取消.附录

减少为４则.全书由当时的２２６种中国杂志报章节

录而得,时间从１９３３年６月至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止.
当时编撰索引蔚然成风,如燕京大学图书馆编

撰各种古书引得、浙江省立图书馆金步瀛编撰«增订

丛书目索引»等.其中刘修业的«文学论文索引»备
受瞩目.郭绍虞的评价为:“这是近年来文学论文的

总结账,同时,又给研究文学者以很多的方便刘

女士这样的继续努力,一二年中出版一次,则一方面

既尽索引的功能,一方面又同年鉴的性质,可以察知

文坛的动向,可以衡量研究的成绩,是固不仅助人猎

取作獭的材料而已”[４０].可惜的是,１９３６年刘修业

出国后,文学论文索引的编辑后继无人,再也没有延

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论文索引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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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国林．中国文艺论战集[M]．中国书店,１９３０年版.
郭沫若．文艺论集[M]．光华书局,１９２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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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平图书馆文学论文索引编撰的终点.
«文学论文索引三编»的价值得到了学者肯定.

谢灼华指出,根据不同时期文学论文的不同内容增

加相应的类目,这是«文学论文索引三编»的特点之

一.他以戏曲为例,比较了«文学论文索引初编»与
«文学论文索引三编»的区别:«文学论文索引三编»
“关于戏曲的类目,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电影事

业和话剧运动之开展,作为反映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间文

学研究状况的«文学论文索引三编»,当然应列出比

较详细的类目,以容纳新的文学研究论文”[４１].正

因为«文学论文索引续编»«文学论文索引三编»都具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台湾学生书局于１９７０年将该书

影印,广泛流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于２０１０年将

该索引影印出版.

２．２　续编«国学论文索引»
«国学论文索引三编»是刘修业的第二部索引著

作,由中华图书馆协会于１９３４年出版.本书共分总

论、经类、小学、考古学、史学等１７类.所取杂志报

章共１９２种,时间约由１９２８年起至１９３３年５月止.
«国学论文索引三编»较之前编,分类没有大的

改变.不过,因编辑仓促,舛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容媛指出其中两点:一是朝代错误.她指出,张篁溪

«生圹志铭»列入明代①,而篁溪«钓图传»则列入清

至民国,“同是一人一事一书,而因著作者不同之故

竟分为两朝代.今篁溪先生犹健在,寓居北平,岂编

者按目编入,无暇一读其原文乎?”二是笔画问题.
«国学论文索引三编»与«国学论文索引续编»不符合

者,如«国学论文索引续编»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

究所周刊以“中”字为首,列入４画.«国学论文索引

三编»则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以
“国”字为首,列入１１画.容媛列举了因笔画不同而

造成诸多的问题,最后表示:“愿编者将来编辑«四
编»,或其他索引时,少留意耳”[４２].«申报»则表示

卷末附录所收刊物创刊年月表“似为蛇足”[４３].当

然,也不是说该索引一无是处.«大公报»就在评价

该书时表示:“索引工作为学问上一种方便之门,盖
以一二人之劳作而省多数人检寻之时力;对于承学

之士,尤有莫大裨益”[４４],肯定了其学术价值.
«国学论文索引四编»也是刘修业独立完成的,

于１９３６年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国学论文索引

四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国学的概

念.刘修业在“后记”中称:“本编所录论文,凡见于

杂志报章之有关中国问题者,无不收罗.若按论题

之内容,与性质言之,似微嫌有越国学范围者;惟一

般论文所研究之对象,均属与中国有关.中国虽有

属于现代社会政治之讨论,但时过境迁,未始非研究

中国史者之绝好资料.为读者检讨便利计,故收集

之范围宁取宽大焉”[４５].刘修业是从«国学论文索

引三编»开始接手编辑国学论文索引的,所以她对国

学概念不应负责.
刘修业编辑的四部论文索引著作,其价值不只

是丰富了民国时期的索引编撰运动,也为学术研究

提供了便利.１９５７年以后,刘修业主编的«中国史

学论文索引»第一编、第二编和«１９００－１９７５七十六

年史学书目»的相继出版,貌似信手拈来,实为水到

渠成.她在民国时期已经积累了编辑论文索引的丰

富经验,以后编辑索引,可谓驾轻就熟.这些索引的

出版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的学术研究.

３　从事论文写作

刘修业是女性图书馆员中利用图书馆从事学术

活动的代表人物.她的学术研究,依托图书馆,以古

典小说戏曲为对象,密切关注学者的研究动态,重视

版本比较和内容考订,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特色明显.她在民国时期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主

要有:
«读‹西厢记›后».这是刘修业发表的第一篇学

术论文,可取之处颇多.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刘修业

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西厢记»的作者问题.
她列出王实甫所作、关汉卿所作、王和卿作、关作王

续、王作关续５种说法,认为“以上五种传说中以‘王
作关续’与‘关作王续’二说最占势力.数百年来,两
种的意见虽各据理由以争,到现在‘关作王续’终占

优势”[４６].二是«西厢记»的取材问题.刘修业认

为,«西厢记»取材于«会真记»,«会真记»是唐代元稹

所作,后有赵德麟将«会真记»分作十章,是为商涸鼓

子词,再有董解元把它做成弹词,是为董西厢.三是

对主人公张生的考证.她列举了张生即张籍、张生

即张君瑞、张生即元稹３种说法,“以上三种传说,就
事实考证言之,似元稹即张生为较可信”.不过她强

调,“世人一定要把西厢记中每个人物,都说实有其

人未免流于牵强附会”[４７].刘敬圻等对刘修业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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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伯桢(１８７７—１９４６年),号篁溪,近代中国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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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较为认同[４８].
«‹秦妇吟›校勘续记».该文厘清了«秦妇吟»研

究的流变过程:１９０７年伯希和在敦煌发现古写经,
为罗振玉闻知,往观后作«莫高石室秘录»一文,于

１９０９年发表.１９１２年狩野直喜游欧洲,从斯坦因处

录得«秦妇吟»残本.王国维见之,作«敦煌发见唐朝

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王后知巴黎有«秦妇

吟»完好写本,于是请伯希和录寄全文.１９２３年,伯
希和录张鬼写本及安有盛写本,寄罗、王二人.１９２４
年,罗将两写本互校全文印入«敦煌零拾».王据伯

希和所寄两本及狩野迻录的残本,略事校勘,作«韦
庄的‹秦妇吟›»发表.英人小翟理斯于１９１９年发现

三种«秦妇吟»写本,后遇伯希和,知法国有两种写

本,就此五种写本写定论文,１９２７年张荫麟转译为

中文.此外,郝立权和黄仲琴相继发表了«韦庄‹秦
妇吟›笺注»和«‹秦妇吟›补注».不久,周云青的

«‹秦妇吟›笺注»和陈寅恪的«‹秦妇吟›校笺»发表.
刘修业根据英国博物院的３种藏本和王重民从法国

寄回的４种藏书胶卷(其中２种为小翟理斯所未

知),认真校勘,撰成«‹秦妇吟›校勘续记»[４９].该文

的写作,得到了王重民的大力协助.刘修业编撰国

学、文学索引,遍阅时贤论著,也是完成该文的有利

因素.刘修业关于«秦妇吟»流变的考察,受到后来

学者的高度重视.如«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

“«秦妇吟»发现及研究”即主要参考了该文[５０].«中
国诗学研究»中的«秦妇吟»部分,其“第一阶段是发

现与整理阶段”也大部分借鉴了刘修业的说法[５１].
«敦煌本伍子胥变文之研究».刘修业认为,敦

煌本伍子胥变文,民国时期发现有三卷①:一卷存大

英博物院;两卷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甲卷著录号码在

Pelliot２７９４,乙卷在 Pelliot３２１３.刘半农的«敦煌

掇琐»收录了这两卷,但甲卷的末尾,还有一大段没

有录完.刘修业将之录完,介绍给国人,并就甲卷部

分展开讨论.根据刘修业的考证,该文大概作于唐

宋,因文辞较为典雅,稍带一些文士们所撰的传奇风

味,所以推测或较敦煌所出其他变文早些.唐以前

史籍,关于伍子胥的记载,«左氏传»«公羊传»都没提

及渔父、浣纱女二事,«史记»中«伍子胥列传»,虽讲

到渔父,但没有说浣纱女.«吴越春秋»等书,开始详

细记载.可见关于伍子胥传说的放大,是在战国末

年方才开始.她表示,“若就诸书著作年代之先后,
便可看出这故事一次一次的扩大来,是非常有意思

的”[５２].苏莹辉几乎完全沿袭刘修业关于伍子胥变

文的考证[５３],任中敏等对该文的一些观点也表示认

同:“刘氏所云,已使变文与歌辞在此事之异同益为

著明”[５４].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交游考».刘修业认为

“中国以前门第观念很深时代,普通非世家的聪明子

弟们,能跳出自己的环境,得一个上进的机会,必须

先得到‘乡曲之誉’,同乡的老前辈们都赏识了他,方
得和‘礼乐之家’晋接”[５５].她罗列了吴承恩的交

游,如:他和朱曰藩、何良俊、文嘉、葛木等关系都很

好,朱曰藩、葛木等任过太守,何良俊曾供职南京翰

林院等,这些成为他向士大夫阶层上进的凭借.然

而,岁月如梭,别人仕途顺利,他却更加清贫,难免愤

世嫉俗.吴承恩的人生际遇成为他创作«西游记»的
素材.刘修业认为“就因为把尘世看小了,把世人一

切行为,视同在舞台上表演;自然又也把他们描写在

小说上.一部«西游记»,大概就是在这种境界里写

出来的.于是托之民间传说,加以自己联想,由生动

的语言刻画描写出来,自然能成为伟大的作品”[５６].
她对吴承恩的研究,也源起于此.几乎同时,她还完

成了为周叔弢６０大寿所撰写的«吴承恩年谱»[５７].
刘修业撰写的学术研究论文,当然不止上述５

篇.根据«古典小说戏曲丛考»记载,至少还有«吴承

恩著述考»«吴承恩论著杂事考»两篇.因没有公开

发表,不在本文介绍范围之内.此外,她还向国内介

绍了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Bodde)的论著«史记吕不

韦列传荆轲列传蒙恬列传之研究»,肯定其价值,指出

其问题,指明研究方向[５８].１９４８年,她翻译了美国国

会图书馆东亚部主任恒慕义的«中国活字印刷术之检

讨».该文介绍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历程,讨论

了中国人墨守雕版印刷的主要原因[５９].刘修业的译

介,加深了国人对海外汉学的了解,意义深远.

４　结语

刘修业在民国时期的学术活动,无论海外访求

古书,还是编撰论文索引,或是学术论文写作,既是

其兴趣所在,又是其工作的一部分,是两者相结合的

典范.１９２９年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商定«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办法»,其第１条规定该

馆应“促进学术,发展文化”[６０].«国立北平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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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伍子胥变文»实际上４卷,巴黎国立图书馆２卷,英国博物院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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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大纲»第９条第１、３款分别为“关于善本图书馆

之考订编目事项”“关于善本图书之调查访求事

项”[６１].可以说,刘修业的学术活动都是围绕北平

图书馆的文化定位和职位要求而展开的.
刘修业的学术活动,深受王重民的影响.她所

从事的论文索引编撰工作,得到了时任国立北平图

书馆索引组组长王重民的鼓励和支持.她的学术研

究,也多受益于王重民.而其海外访书活动,直接源

于王重民.１９３３年,尤其１９３７年后,王重民先生的

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刘修业的深度参与.刘修业和王

重民是民国时期学术伉俪的典范.正是基于对王重

民先生的学术了解,１９７５年后刘修业致力于整理和

出版王重民的遗著才有可能.
刘修业是民国时期杰出的女性图书馆员.她与

冯陈祖怡、曾宪文等女性图书馆员一起,在各自研究

领域内勤奋耕耘,收获累累,成为民国时期图书馆界

一道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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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AcademicAchievementsofLiuXiuye

LiuJinsong　FuXiaying

Abstract:LiuXiuyeisafamousfemalelibraryscholarinChina．HeracademicachievementsintheReＧ
publicofChinaaremainlyreflectedinthreeaspects:Firstisoverseasvisits．ShehasmadeoutstandingaＧ
chievementsinvisitingancientChineseoperanovelsinmajorlibrariessuchasFrance,Britain,andtheUＧ
nitedStates．Second,theindexofthepaperiscompiled．Withthepowerofoneperson,shecompiledfour
indexworkssuchasTheIndexofLiteraturePapers,whichprovidedgreatconvenienceforacademicreＧ
search．Third,sheengagedinthesiswriting．HeracademicpapersmainlyincludeAfterReadingtheWestＧ
ernChamberandsoon．LiuXiuyeisanoutstandingfemalelibrarianwhopromotedthedevelopmentofliＧ
braryscienceintheRepublic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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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tributionandEnlightenmentofGuoBingwen
ontheModernUniversityLibrarianship

DingDong　ZhangChangxiu

Abstract:GuoBingwenisoneofthefamouseducatorsinmodernChina,whohasanindissolublebond
withlibrary．Heputsforwardtheideaoffourbalancesforthelibrarydevelopmentandmanagementsuchas
fundraisingandlibraryconstruction,talentrecruiting,advocacyandpromotionoflibraryservingsociety
andinternationalexchanges,whichmadeimportantcontributionstotheconstructionofSoutheastUniverＧ
sityLibraryandthedevelopmentofChinesemodernlibrary．Histhoughtsandpracticesalsoprovideuseful
inspirationforthelibraryconstructionunderthebackgroundofestablishingdoublefirstＧclassuniversity．

Keywords:GuoBingwen;ManagementThought;Library;Cause;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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