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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科书目的编纂∗

□夏南强

　　摘要　文章提出了青年学子学习、研究迫切需要撰有类序的当代学科书目的问题.从单个

学者无力承担编纂撰写类序学科书目之重任、学者自发组织编纂学科书目之不可能、学术界没有

给予重视等角度,分析论述了当代缺乏编纂有类序学科书目的原因.倡议由教育部牵头组织编

纂当代学科书目,并就当代学科书目的编纂体例、编纂内容提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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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编纂书目的优良传统.自西汉刘向、刘
歆父子首创«别录»«七略»之体,班固«汉书艺文

志»采用于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继轨其事,到
«四库全书总目»发扬光大,书目中“类序”与“提要”
结合,更好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达到了传统书

目编纂的顶峰,受到学术界的高度推崇与嘉许.类

序是在书目类目前总括纲领,介绍部类内容、类目沿

革,揭示学术起源与发展,指引阅读研习,帮助读者

理解和掌握某类图书或某方面知识内涵的叙述和说

明性文字.提要在书目里侧重于评判和揭示图书内

容优劣、版本异同.然而,当代不仅学科书目罕见,
“提要”与传统走样,“类序”更无以从书目中寻觅踪

影.我国目录学 的 优 良 传 统 并 没 有 得 到 很 好 的

继承.

１　指引学研:亟需编纂有类序之当代学科书目

人类已经跨入了２１世纪,进入了手机网络信息

时代.在这个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青年学子

们的学习研究,需要有类序的学科书目吗? 我们认

为,这不仅不是一个伪命题,而且是一个需要学术界

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每年高考结束后,中国都有

上千万学生跨入大学校门,面临着一个相同的困惑:
我所学的专业,有哪些著名的著作、有哪些权威的教

材可供学习? 如果我对另外一个相关、相邻、交叉的

学科感兴趣,我应该阅读哪些优秀的专著和教材?
以绝大多数理工科学生都要学习的课程“C语言”为
例:这门课程国内编纂出版的教材不下千种,哪个作

者编写或翻译出版的最好? 好在哪些方面? 它的来

龙去脉又是怎样? 与哪些其他方面的计算机知识密

切相关? 通过４年的学习,有的学生或许能从某位

教师那里听到一些片言只语的评论,或许能够靠自

己的钻研、比较了解一二,但大多数人或许仍然茫然

不知.在学习这门课程时,只是抱着老师指定使用

的教材(不管其是否优秀)死啃.多少年过去了,这
种“盲目学习”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变.不知消耗了多

少学子学习的热情,浪费了多少学子学习的时间和

精力,阻碍或推迟了多少学子进入研究领域的步伐!
这或许还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

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性的答案:自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竟然没有一部撰有类序的

当代学科书目可供青年学子学习和研究参考!
清代乾隆皇帝征集天下图书,组织全国学术力

量编纂«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论其

用意如何,但客观上为读书人研习学问指引了门径,
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参考价值,这是后来的学者给

予充分肯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４部４４类

６６子目,部、类、子目下都撰有类序.所收１万多种

图书,每种都撰写提要.其实质就是我国古代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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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性学科书目.张之洞«輶轩语语学»中“读
书宜有门径”条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

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

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
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

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

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至

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 书即师

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
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１]张氏推崇四库提要为

良师,就是因为其中学科门类类序与每本书的提要

结合,揭示了各学科门类的学术渊源,指点了学术津

梁,评骘了每本著作的学术优劣.他认为不管研习

何种学问,它都能指引门径,使研习者事半功倍,不
至误用聪明.言外之意还有:由此入门,也不至于或

遇庸师,误人子弟.张氏之说是否有根据呢? 我们

不妨看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类书类小序: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

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

«中经»分类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

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
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

贯矣.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

窃,转辗裨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
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

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

补也.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
旧皆入之类书.今亦仍其例.[２]

小序先指出类书的性质,类书体裁著述之所创

始,历代书目著录情况及其异议;既而分析它的兴起

所带来的弊病和利用价值,尤其是几种最重要类书

的利用价值;最后说明某类有别于类书的书籍收入

类书类的原因.我们读了这篇小序,再读该类下所

收各种类书的详细评论和介绍文字(提要),自然对

研习类书、利用类书就大致心中有数了.可见,张之

洞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推荐与赞许,是可信的.
张氏也因编写«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在学术

界声誉鹊起.张舜徽先生认为:“近世达官巨人之言

论,影响于学士书生最大者,厥惟曾国藩张之洞两家

至于辨章学术,晓学者以从入之途,则张之洞所

为«輶轩语»«书目答问»影响最大.张氏为清季疆吏

中最有学问之人,其识通博而不拘隘.«輶轩语»中

«语学»一篇,持论正大,几乎条条可循.”[３]周建人

«书房一角輶轩语»亦云:“«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

夏有一条云:‘阅«輶轩语»,不必穷高极深,要为一字

千金.’可谓知言.六十年来世事变革,乃竟不见有

更新的学术指南书,平易诚挚,足以抗衡者,念之增

慨.”[４](今按:«复堂日记»的作者为清代谭献.检

１８８９年光绪乙丑刊«半厂丛书»本«复堂日记»原文,
“卷三”应为“卷四”;“一字千金”,应为“千金一字”.
周氏引述有误.)张、周两位学人都对«輶轩语»推崇

备至.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輶轩语»是学术指南书

之指南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则实至

名归,是“货真价实”的学术指南书.«輶轩语»撰于

１８７５年,«书房一角»写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３年

１０月之间,周氏故有“六十年”之说.周氏之说离现

在又过去了七十多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

问»等“学术指南书”的出版,至今则已分别近３００年

和２００年.时过境迁,除了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领

域仍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之外,于当代各种自然科学

学科、社会科学学科的学习研究,已不具备多少参考

价值.在学科愈分愈细,各种研究著述和教材层出

不穷、浩如烟海的情况下,“更新的学术指南书”———
继承传统,编写类序和提要之当代学科书目仍不见

踪影,学子们在广袤的学海中要想摸清学术门径,真
是难比登天,哪能不望洋兴叹! 笔者曾在某大学做

过一个简易问卷调查,就大学的读书、研究等问题发

放了３００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答卷２８７份.包括

文、理、工科９个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其中的

两个调查结论是:一、对所学专业的学术源流、学术

研究领域的不同研究状况,专业内最著名的学术研

究著作、最优秀的教材、最有名学者的学术造诣,没
有一个学生能全面掌握了解.二、没有一个学生阅

读或查检利用过当代学科书目甚至专题书目.

２　当代缺乏有类序学科书目的原因

寻检现已出版之当代学科书目,当数北京图书

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年按学科分卷出

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较有名气.该书目收入了

９０％以上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所收各书大多附有

内容提要,并以B、S、C三个拼音字母分别揭示了北

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之馆藏.此外,
版本图书馆所编«全国总书目»,大体上按年编纂出

版;«全国新书目»月刊,按月编纂出版.都是依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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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情况.
但是这几种书目都没有类序,没有揭示某一学科内

图书的学术渊源、学术地位、相互影响和发展之概

况.其每书下之提要,大多照原书提要摘录或迻录

而来,既不介绍其突出之优点,遑论指出其明显之不

足,都是泛泛介绍的文字.后两种书目,更无法基于

一段较长时间的视野,总结揭示某一学科的研究进

展情况.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已出版之当代

学科书目,对研习者而言,参考利用的价值不大.而

撰有类序的当代学科书目则付阙如.如果说民国时

期的战乱、新中国成立前３０年政治运动的此起彼

伏,是造成学术界无法编纂学科书目的原因的话,

１９７９年至今,近４０年了,中国社会蓬勃发展,政治

环境、经济环境、学术环境都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历史

上最好的时期,为什么也没有具有真正学术功力的

可供青年学生和研究者参考使用的学科书目问世?
发掘其深层次原因,我们认为是十分必要的.

２．１　单个学 者 无 力 承 担 编 纂 有 类 序 学 科 书 目 之

重任

当代社会,学术研究的进展日新月异.在自然

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一学科,研究领域五花八

门,且交叉渗透、不断拓展.以专著、编著、教材、工
具书等形式面世的图书,大都以千、万种计.而一个

学科内的研究者,大多只能是“术业有专攻”,将学科

内的某一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只有凤毛麟角

般的极少数顶尖学者,其研究才能涉及相邻学科的

几个领域,做出骄人的业绩.因此可以说,任何学科

内的杰出学者,都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对学科内

的著述逐一寻觅阅读、评骘优劣,撰写出高质量的提

要.由于研究领域以及知识视野所限,更无法站在

学科的高度,关注学科内的一个个研究领域,撰写出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类序,剖析知识体系、研究

群体及其特色与不足,独力承担编纂有类序的学科

书目之重任.考察历史上的私撰书目,著名者如«郡
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之类,其提要虽多有可取

之处,而类序则往往因个人学力之所限,或有或无,
参考价值不大.这也可为当代学者无法独力胜任编

纂含有类序的学科书目工作之佐证.

２．２　学者不可能自发组织编纂有类序的学科书目

编纂有类序的当代学科书目,必须集众人之力

而成.能否由学者自发组织呢? 回答也是否定的.
新中国成立近７０年来,没有学者自发组织编纂学科

书目并出版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首先,有这种

号召力的领军人物欠缺.即使在一个学科内,编纂

单一学科书目,振臂一呼,众望所归,具有绝对号召

力的学术领军人物,亦很难寻觅.其次,编纂学科书

目,尤其是撰写类序的学科书目,费时耗力.即便是

单一学科书目,组织学科内众多学者分工撰写,费力

劳神不说,没有三、五年的时间,其成果也难以成型.
况且当今各种学术评价指标体系,都是重论文,轻著

述.书目这种形式的成果,是“二次文献”.全国所

有的高校、科研院所,在评定职称、职位升迁等方面,
都不把书目作为学术研究方面的“硬指标”,书目也

没有什么“影响因子”可言.因此,没有多少学者愿

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编纂学科书目这种‘费
力不讨好’的工作.

２．３　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有类序学科书目的编纂,迄今并没有引起学术

界的足够重视,这是与当代目录学研究式微的负面

影响息息相关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面世之后,
一直到清末民初,目录学成为显学,其研究著述、续
补著述、新编书目灿若繁星,对指引学术研究甚至在

思想解放与启蒙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自

１９３１年抗日战争爆发至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

段时期,中国战争频繁、动乱不断.总结学术研究情

况的新编学科书目,根本不可能组织编纂出版.

１９７８年恢复高考之后,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初期,目
录学曾经“热”过一段时间,却仅仅局限在图书馆学

和传统史学领域.图书馆学界的研究偏重在书目方

法、书目情报服务、目录学史、目录学思想研究等理

论层面.如彭斐章的«目录学»«书目情报需求与服

务研究»;乔好勤的«中国目录学史»;余庆蓉、王晋卿

的«中国目录学思想史»等.研究传统史学的学者,
则投身于传统典籍的解题书目编纂,如张舜徽的«中
国古代史籍举要»、柴德赓的«史籍举要»、王树民的

«史部要籍解题»、李宗邺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等.
黄永年２００６年发表«编撰‹书目答问›新本刍议»的
文章,也局限于呼吁续编传统书目.着眼于人文社

会科学、自然科学整体或各学科书目编纂的学者,并
未之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互联网

的兴起、搜索引擎的利用,检索学术论文和相关信息

越来越便捷,大学教师和学术研究者的目光大都盯

着学术研究前沿,以申请研究项目、发表学术论文为

第一要务,很少或不愿顾及学科研究成果的总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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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重视程度也大大降低了.另外,除了传统学

术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功用有深切

感受之外,当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

域的学者,有关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知识极少,根本就

不会想到古为今用,学习借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等古代目录学研究的成果,编纂有类序之当代学科

书目,为青年学子的学习、研究提供指南等问题.因

而,中国学术界都没有将当代学科书目的编纂提升

到一个思想认识的高度.

３　编纂当代撰有类序学科书目之倡议

如前所述,当代学科书目编纂工作的难度是显

而易见的.但为了千千万万青年学子的成才,为了

早日实现繁荣富强的中国梦,即使是最难,也应该迎

难而上.因此,笔者发出编纂当代学科书目之倡议,
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与呼吁.

３．１　国家层面的组织实施

编纂当代学科书目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工程.它

是对建国近７０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对近

７０年学术研究成果的揭示.且涉及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研究成果以千万计,没有强有力

的组织领导,没有科研经费的大力支持,要完成编纂

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基于此,我们认为,国家层

面的组织实施是当代学科书目编纂成功的保障.应

该由教育部牵头组织,国家以专项经费拨款的方式

支持,以保障这项庞大学术工程高质量地顺利完成.
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１)以二级学科专业门类为基础,组织当代学科

书目的编纂.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其中一级学科门类１２个,二
级学科专业门类９２个,三级学科专业５０６个.当代

学科书目的编纂,教育部宜以«专业目录»中９２个二

级学科专业门类为基础,组织实施.每个二级学科

委任３—５名著名学者主持负责,经费也相应拨付给

二级学科负责者,由其联系、邀请本学科专业内的学

者参加书目的编纂工作.宜参照«不列颠百科全书»
邀请作者撰稿的做法,学科内的每个学术研究领域,
必须由素有研究的专家来选择图书、撰写提要和类

序.经费到位,每个提要、类序都责任到人(署名),
以保障书目高质量按时完成.

(２)试点先行,以点带面.

由于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自然科学学科领域

的学者不熟悉书目编纂业务,更不知道借鉴古代著

名书目的编纂方法,建议在传统人文科学领域,选择

一、二个学科作为试点,先行编纂单个学科的书目,
组织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切磋琢磨,打造精品,作
为各学科书目的示范.然后由教育部组织召集各学

科书目编纂之负责者及主要参与者,以学术讲座的

形式,请书目编纂和研究领域的专家介绍学科书目

涵括的主要内容、编纂体例、具体的编纂方法,以及

编纂时需要注意的事项等.虽然不要求照葫芦画

瓢,鼓励各个学科书目编纂出各自特色,但要求每个

学科书目涵盖的内容必须全面,必须符合书目的体

例,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这样,可以保证学科书目

的整体质量.

３．２　构建科学的学科书目编纂体例与内容

学科书目的体例与内容是决定书目成败的关

键.就体例而言,如果设计不科学,安排不合理,会
导致收录图书杂乱无章、臃肿失衡、利用不便.就内

容而言,在信息获取十分便捷的当代社会,几乎任何

一本图书,都能利用网络或多或少地检索到一般性

的有关信息,如书名、作者、简短的内容提要甚至章

节等.如果学科书目的内容仍然着眼于这些浅层次

信息的组织揭示,不仅毫无意义,也没有参考利用的

价值.因此,构建科学的学科书目编纂体例和内容,
是书目编纂成功与否的关键.

３．２．１　学科书目的编纂体例

首先,要解决入围的图书问题,也就是要确定收

录图书的原则.比如说,是“竭泽而渔”,将学科内图

书全部收录,还是选择性收录? 如果是选择性收录,
是否有个衡量入选的标准? 考察当代出版的学术性

图书,无外乎三大系列:一是研究性图书.包括专

著、编著、教材;二是资料集成性图书.包括总集、别
集、资料汇编、资料性丛书;三是工具书.主要包括

字典、词典、书目、类书、索引等.三大系列图书应该

都在收录图书之列.但应全部收录还是选择性收

录? 笔者倾向于后者.这是因为,第一,全部收录学

科内图书,书目的篇幅会过于庞大,既会显著增加书

目编纂出版的成本,也会增加读者选择的时间与精

力.第二,三大系列的图书,许多有修订、增补再版

现象,“前修未备,后出转精”,书目收录自然以修订、
增补本为宜,不必将不同版本统统收入.第三,选择

性收录,宜采用“注重优秀著述”策略,也就是重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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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优秀的研究性图书、资料集成性图书、工具书.当

然,这肯定会涉及到学术评价问题,而且,三种不同

类别的图书,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里囿于篇

幅,笔者无法深入探讨.一般而言,研究性图书,可
以将是否具有学术独创性、学术创新性、论证的科学

性视为入选的标准;资料集成性图书,可将资料收入

的准确性、全面性、规范性视为入选的标准;工具书

则可将编纂体例的严谨性、内容的科学性、阐释的正

确性等视为收入的标准.对低劣有害的、平庸无特

色也无害的研究性图书、资料集成性图书、工具书,
则可以学习«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的做法,利用“提
要”予以揭示.以免社会上大量流传,贻误青年.这

也是克服学术图书市场良莠不分、鱼目混珠的重要

措施.台湾、香港等地出版的学术性图书,也要择其

优秀者收录介绍.至于文学艺术类、通讯报道类、科
学普及类等非学术研究性图书,自然不在学科书目

收录之列,这些都是在收录图书时应该先行明确的.
其次,当代学科与研究领域交叉渗透,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如计算机科学与数学、化学与生物

学、物理学与化学、文学与史学和哲学等,都无法在

学术层面截然区分开来.每个学科下不同研究领域

之间,则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述三大系列学术

性图书,许多在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领域都有学习

和研究参考的价值.因此,除了在其所属学科重点

介绍外,宜参照古代书目“互著”的方法,在不同学科

与研究领域分别予以揭示.
再次,学科下图书的分类,宜根据不同的研究领

域,设立不同的类别.类别的多少视学科内研究方向

与学术成果的情况而安排,无须作硬性规定.每个学

科、每个研究领域(类别)都必须撰写类序,以彰显学

术源流,剖析学术领域之研究特长、进展与趋势.

３．２．２　学科书目的内容

学科书目的内容包括提要与类序两个部分.
图书提要部分.图书提要不同于图书内容提

要.前者是站在学术高度,对图书的内容范畴、学术

特色、学术源流;图书的主要优点、缺点;作者的学术

师承、学术背景;图书的版本等,一一揭示,以便读者

学习和研究参考.后者则仅仅着眼于图书内容,加
以归纳概括,以便读者对图书内容有大致了解.具

体来说,图书提要的撰写宜学习«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的撰写方法,突出考虑现代社会学习、科研参考

的需要.所有收录的图书都要介绍作者、出版社/出

版地、出版时间、版次、总页码、内容大要.优秀图

书,则应详细揭示其突出的特色,包括内容、体例,甚
至研究方法与写作等方面的特色.尤其是在内容方

面,研究涉及哪些领域,有哪些方面的突破和创新,
存在哪些不足和缺点,可供哪些学科及研究领域参

考等.作者的介绍也可以更加细致,包括家学渊源、
师承授受、海外留学等学术背景;学术经历;学术特

长;是否有其他的学术著述;是否属于某一学术门派

等等.同一部图书,在不同学科中有收录者,其提要

宜从不同学科研究领域的角度,深入揭示其学术特

色.其作者介绍部分则由于有“互著”,在其主要研

究学科介绍宜详,在其他学科研究领域宜简.劣质

图书,则必须一针见血指出其内容、体例的缺陷之

处,剖析其成因,以免误人子弟.
类序部分.类序部分的撰写最难,也最重要.

宜由学科领域内素有研究的多名专家集体负责撰

写.内容至少要包括四大部分.其一,学科、研究领

域的学术发展源流、演变、趋势;其二,学科、研究领

域内的最重要学术研究论著、资料书、工具书;其三,
学科、研究领域内的重要研究方向、研究热点与研究

群体或者研究流派;其四,与本学科、本研究领域有

关的其他学科、其他研究领域.包括本学科、本研究

领域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哪些其他学科、其他研究领

域;其他学科、研究领域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本学科、
本研究领域的哪些学术研究层面,等等.至于类序

的撰写表达形式,笔者以为不要强求“规范”,应鼓励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写出各自的特色.千篇一

律,反而显得呆板,缺乏活脱和可读性.
总结学术、彰显学术、指引学研是当代学科书目

的功能;编纂当代学科书目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期望编纂有类序的当代学科书目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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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
暨研讨会将在北京举办

在成功举办了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的基础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

员会读者服务创新与推广工作组将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举办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暨高校图

书馆服务创新研讨会.
大赛暨研讨会的主题是“服务创新,驱动内涵发展”.每馆限报１个服务创新案例,每个创新案例组参会

成员限２人以内.提交作品时间:截止于２０１６年８月１日;初审时间: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８日参赛作品初评,公布

入围决赛名单;决赛暨研讨会: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决赛参会人员报到,海报作品展览,１１月３日入围决赛的作

品进行现场汇报,１１月４日召开服务创新研讨会.赛事暨研讨会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三层报告厅.凡

参加会议的人员,请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８—３０日登录大赛暨研讨会网站(http://conference．lib．sjtu．edu．cn/

rscp２０１６/index．html)完成网上注册及付款.特别提醒:会议规模为２６０人左右,非参赛馆员也可报名参会,
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网站和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

创新案例大赛暨研讨会网站.

７１１

当代学科书目的编纂/夏南强
TheCompilationofContemporarySubjectBibliography/XiaNanq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