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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学术著述考

□罗彧∗

　　摘要　王重民是我国著名的文献学家.他勤奋钻研、治学严谨、著述宏富,其文献学治学领

域与成就主要表现在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多个学科.在其丰富的著述中,各学科之间相互渗

透,形成了视野开阔、内涵丰富、方法多维、勇于创新、富有特色的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学界对

王重民的著述进行过一些分类和整理,但由于时代的特殊原因或材料的沉浮隐现,已有目录对王

重民学术著述的分类情况颇值得商榷,同时有线索表明以往的著录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全面

而清晰地彰显王重民的学术成就,文章对王重民的学术著述进行了系统分类、整理和考辨.
关键词　王重民　著述　分类　著录　考辨

分类号　K２０７．８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６

　　王重民终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事业,在２０世

纪中国学术史长河中,王重民这个名字算得上是熠

熠生辉的一颗明珠.他在众多学术研究领域中卓有

建树,内容涉及敦煌学、太平天国文献、方志学、古籍

及版本、欧学东渐史、中国科技史、目录学等方面,其
学术成果大部分与文献学相关.为了更清晰地了解

王重民的学术成就,以便更好地继承其学术遗产,有
必要对他的学术著述情况作一番梳理和考辨.

１　著述的规模与内容

王重民一生笔耕不辍,研究内容广泛,各种编著

约３００余种.经笔者仔细爬梳,共有散篇２９７篇,除

１１篇未刊行外,其他２８６篇均已刊行.王重民的专

著、编著共有３６部,其中２９部已出版,有５部打印

本讲义未正式刊行,另有２部未刊手稿.经刘修业

编撰、杨殿珣校订的«王重民著述目录»[１]和«王重民

教授著述目录»[２],以及刘修业编撰、王媛修订的«王
重民先生著述目录»[３]都分别对王氏著述做过分类,
但笔者认为这几部目录中对于不少著述的归类颇值

得商榷.故对王氏著述重新进行了分类,按照内容

分为书目索引类、目录学及目录学史类、文献整理与

考辨类、文献学史类、敦煌学类、人物研究类、序跋杂

考类和文集等８个大类.

１．１　书目索引类

王重民的书目索引类著述总共有７部专书和

１３篇论文,其中１部专书为未刊手稿.７部专书中,
«老子考»«国学论文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中国善本书提

要»«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都已正式出版.«续修小

学考»为新发现的未刊手稿,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为王重民在

美国整理国会图书馆所藏汉籍善本所写叙录编成,
这批叙录后来又经重新整理,全部收入«中国善本书

提要»及«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中.
王重民还撰有一类著述考论文也具有书目性

质,如«李清著述考»«杨惺吾先生著述考»«李越缦先

生著述考»等,都是在整理个人著述的基础上,应用

考证和辑佚的方法编撰而成,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各

杂志.他还发表了一些记录清人有关禹贡、算学、地
理类著述目录,收入«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中.

除此之外,王重民在北平图书馆期间,曾任编纂

委员会委员和索引组组长,在他的领导下索引组编

出了«国学论文索引»续编和三编、«文学论文索引»
的初编和续编,以及«石刻题跋索引»«清耆献类征索

引»«碑传集、续集、集补索引»以及«国朝先正事略索

引»等索引工具书,由于上述索引只是在王重民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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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纂,故未列入其个人著述之中.

１．２　目录学及目录学史类

王重民关于目录学及目录学史类著述较多,总
共有８部专著和５２篇论文,其中１篇论文为未刊

手稿.
专著有«日本访书志补»«中国目录学概论»«中

国工具书使用方法»«普通目录学»«历史书籍目录

学»«目录学引论»«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校雠通义›
通解»等.其中«中国目录学概论»«中国工具书使用

方法»«普通目录学»«历史书籍目录学»«目录学引

论»都是王重民在北京大学讲授目录学类课程时编

写的讲义,除«普通目录学»后来收入«图书馆学目录

学资料汇编»,由书目文献会出版之外,其他几部讲

义仍然只有打印本或油印本,保存在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资料室.
王重民还有大量的目录学论文.其中«中国目

录学史料»和«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料»就以论文形式

连续发表在«图书馆学研究».同时,王重民对古典

目录学名家名著的研究论文也很多,如«论‹七略›在
我国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七志›与‹七录›»
«‹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章学诚的目录

学»«论‹四库全书总目›»«关于‹隋书经籍志›的初

步探讨»«‹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等.

１．３　文献整理与考辨类

关于文献整理与考辨著有９部专书和４５篇论

文,其中２篇为未刊手稿.
这些成果有对明清文集的校辑,如«徐光启集»

«孙渊如外集»«越缦堂读史札记»«越缦堂文集»等;
有编纂的地方志,如河北«无极县志»和吉林«永吉县

志»等.文献整理和考辨类论文也比较多,如«‹道德

经›碑幢刻石考»«‹史记›板本和参考书»«列子校释»
«中国的地方志»«中国地方志备征目»(书评)等.

其中,«关于李卓吾材料及‹史纲评要›札记»是
新发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手稿,写于１９７４年７月,
用各类或大或小的废纸书写,共有２６３页.

两篇未刊手稿,一篇为«毕刻墨子校记»,顾千里

著、王重民校;另一篇为王重民辑录«天地会史料»,
共７０页,未知校勘或辑录时间.

１．４　文献学史类

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学史,有１部专书,即«中国

书史»,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讲稿,１９７４年打

印本,没有公开出版,打印本仍保存在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资料室.另外有１３篇论文,其主要内容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考订印刷术发明以前文献

的生产史.专门的论文有«刀笔考»«释墨»«说装潢»
等,涉及刀、笔、墨、装、潢等概念.第二是印刷史研

究.如«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在考证了大量

套版印刷实物后,断言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不久

便传播到湖州、南京等地.第三是文献编纂史研究.
王重民是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在古文献编纂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如«中国古书的编辑与传

刻»«中国古书的源流»等都是这方面的论文.

１．５　敦煌学类

王重民关于敦煌学研究的著述包括７部专书和

３１篇论文.
王重民敦煌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工作是文献收

集、编目、叙录与辑校,既包括对敦煌遗书的鉴别、摄
影和题记,又深入到目录学、唐诗辑校、敦煌俗文学

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他的敦煌学类专书主要有«敦
煌曲子词集»«敦煌变文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
一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二辑、«敦煌遗书总目

索引»«全唐诗外编»«敦煌古籍叙录».其中«巴黎敦

煌残卷叙录»第一辑中所收论文为王重民１９３５年４
月至１２月期间的敦煌文献叙录,总共４１篇,这些叙

录大多已经在«大公报图书副刊»和«图书季刊»上
发表过;第二辑是在第一辑出版后,又于１９３６年１
月到１９４０年９月陆续写出一批敦煌残卷叙录辑录

而成,第二辑也包含４１篇,大部分也在«大公报图

书副刊»和«图书季刊»上发表过.«巴黎敦煌残卷叙

录»的第一辑和第二辑后来全部收入«敦煌古籍叙

录».«敦煌变文集»为王重民与周一良、向达、启功

等合编.除以上编纂著作外,王重民还发表了许多

敦煌学研究论文,如«金山国坠事零拾»«敦煌本‹捉
季布传文›»等.

１．６　人物研究类

在王重民的著述中,传记类论文占有很大比重,
除１部专著«徐光启»之外,还有古今中外人物传记

类文章３７篇,比如«金门诏别传»«朱之蕃传»«杨昌

霖传»«唐宴传»等,另外还有收录在«清代名人传略»
中的«王弘诲小传»«毕拱辰传»«王徵传»等３篇用英

文写成的传记.

１．７　序跋杂著类

序跋杂考类著述中的大部分都已经于王重民生

前就发表在各大报刊上.这部分杂文的署名存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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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一种署名为“王鉴”,发表时间较早;一种署

名“王重民”,发表时间稍后.发表论文中署名为“王
鉴”的有１０篇;此外,还有５篇未刊手稿保存在题为

“王鉴存稿”的文件夹中.序跋杂著类著述可以粗略

地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序跋类,总共４９篇,如«跋‹后
汉书注引书考›»«‹补晋书艺文志›书后»等;第二类

为杂著类５５篇,如«读高氏‹子略›小识»«读书小

记».其中杂著类８篇未刊手稿中,保存在题名为

“王鉴存稿”的文件夹中的有５篇:«青年学生运动的

两个大敌»,写于１９２４年７月２３日;«老子事实考

信»,写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２８日;«论我国关税问题与

此次关税会议»,写于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７日;«吃狗肉»,
无写作日期;还有一篇无标题也无写作日期.无标

题无写作日期手稿中说:“我着手编这个目录,从六

月起至十月止,共延长五个月之久.这目录内所收

集东西,按杂志出版的时期说:从一九零五年起至一

九二五年止,亘二十年.共收到杂志六十种,得论文

二千余篇 ”从这些内容来看,应为王重民于

１９２５年编纂«国学论文索引»(１９２９年出版)时所写

之序.据王重民在«国学论文索引后记»中所说,
“断自１９２５年,清录稿共得五厚册”“唯以搜罗犹有

未备,故不敢以不完整的工具献人”.因此后来又加

入了１９２５年之后的内容,出版时已经有“杂志８２
种,论文三千数百篇”.可见出版时的内容已经比

１９２５年写序时增加了很多,因此不再用原序,而将

手稿存于“王鉴存稿”中.除此之外,未刊行的手稿

还有«三礼名物»写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天地会

始于明季说»写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金城公主求书的

故事»写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

１．８　文集类

文集类著述是指整理王重民以上几类文章的散

篇汇总而编成的３部文集,分别为«图书与图书馆论

丛»«敦煌遗书论文集»和«冷庐文薮».«中国目录学

史论丛»已作为目录学与目录学史类专著,故不在文

集之列.«图书与图书馆论丛»于１９４９年由世界出

版协社出版,收录论文１１篇.
«敦煌遗书论文集»是一部敦煌学研究论文的专

辑,于１９８４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上编８篇和下编１２
篇为王重民所撰论文,附录中还收录了９篇其他学

者的论文.
«冷庐文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１９９２年,

收录了«敦煌遗书论文集»和«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之

外论文,除其他散见于报刊的论文、传记、随笔、杂记

和书评等之外,还收录有一部分之前未发表过的

遗稿.
以上３部文集出版时间不同,所收录的论文个

别有重复和交叉.如«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在
«图书与图书馆论丛»和«敦煌遗书论文集»中都有收

录.«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和«记
剑桥大学所藏太平天国文献»等也同时收录在«图书

与图书馆论丛»和«冷庐文薮»中.

２　著述的流传、著录与考辨

２．１　王重民著述的流传与著录

王重民的著述特别多,目前能看到关于王重民

的著述目录一共有６部,包括刘修业主编的５部和

北京大学王媛在此基础上修订的１部.刘修业从

１９８０年开始着手编订王重民的著述目录,随着她对

王重民遗稿整理工作的进展,著述目录也在不断地

增订.
第１部目录是由刘修业编、杨殿珣校订的«王重

民教授著述系年»(上、下),刊载于«吉林省图书馆学

会会刊»１９８０年第２期和第３期.这是为纪念王重

民去世５周年所作,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著述目录.
该«著述系年»是按照时间先后将王重民在学术方面

的著作、论文加以排列.同时,这个目录兼有王重民

简谱的性质,在每个阶段结束之后,刘修业都做了小

结加以说明.
第２部是«王重民著述目录»,刊载于«中国当代

社会科学家»(第一辑)傅振伦所作的«王重民别传»
之后,仍然是由刘修业编、杨殿询校订.这个目录是

在«王重民教授著述系年»的基础上加以校勘而成

的,仍以时间先后排列.另外,因为这个目录是附

在«王重民别传»之后的,于是删除了«著述系年»中
刘修业所写的陈述性语句,以免重复.

第３部是«王重民著述目录»,仍然是由刘修业

编、杨殿询校订,附录于«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之后.
这个目录与前面所提«王重民著述目录»题目完全一

样,撰写时间相近,内容也大致相同,仅有少量字句

的改动,这里不再赘述.
第４部是«王重民著述目录»,由刘修业编,附录

于«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之后,刊载于

«图书馆学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５期.这个目录是为王

重民去世十周年纪念所作.此著述目录分为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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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图书目录”;二是“人物传记及其著述”;三是

“学海远航”.每类下又分细目,先列举专著及编纂

各书,最后则为论文.在排列上,除第二类以人物时

代先后排列外,其余大致按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
但对部分文章按内容之时代先后为序,或内容相近

的文章,为考虑读者方便,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归类.
第５部是«王重民教授著述目录»,此目是«冷庐

文数»的附录,将王重民的著述分为 “专著”“编纂”
和“论文”三类.刘修业在按语中说:“在排列上均按

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但对部分内容相近的

论文,只相距一二年之间,考虑到读者参考的方便,
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归合.”[４]

第６个目录是«王重民先生著述目录»,署名刘

修业编撰,王媛修订,这是北京大学王媛在刘修业所

编目录基础上修订的成果,收录在«王重民先生百年

诞辰纪念文集»中.王媛认为,由于之前５部著述目

录中都只收录了王重民的学术文章,对于王重民早

期读书时期的文章和“文革”中的一些文章都没有收

录;其次所有的目录都没有著录王重民曾经写过但

没有刊出,而且手稿已经遗失的文章;再次,所有的

目录都只注明文章原刊于何处何时,并没有注明这

些文章现在收录的文集,“这很不利于读者查找和利

用这些文章”[５].因此,她编了第６部目录,从以上３
个方面对王重民著述进行了补充,这也是目前关于

王重民著述较为完备的一部目录.以上６部目录虽

然题目各有不同,内容也有区别,但各部之间都有承

递关系,基本上每一部目录都是在上一部基础上进

行的新的补充.
除此之外,对王重民著述的爬梳,还有崔文印在

其论文«王重民传略»后附有“著述要目”.这严格说

来不能算是１部著述目录,只是一个择要记录的简

目,很不完全,只记载了４０篇文章的题名、发表刊物

和发表时间,大多是王重民散见于各报刊的单篇著

作,诚如崔文印自己所言,它“把王重民一生的著述,
凡已发表的,择要录于下”[６],这４０部列出来的文章

也的确只是“择要”而已,远远没有囊括尽王重民发

表的著述.

２．２　有关著述目录的存疑与考辨

现在,王重民的著述大多已见于各个版本的著

述目录之中,但在第６部最新的著述目录之外,还有

一些线索表明以往的著录存在一些问题.经过仔细

爬梳,此处特为补充说明.

(１)以往著述目录中有关刊物、时间记载的错误

«王重民先生著述目录»等几部目录中出处记载

有几处错误,如«‹七志›与‹七录›»发表于“«图书馆

杂志»１９６２年２期”应为“１期”[７];«‹郡斋读书志›与
‹直斋书录解题›»,发表于“«图书馆»１９６３年４期”,
应为“«图书馆杂志»”;«列子校释»曾在“«北海图书

馆月刊»二卷６期,三卷１、２期”发表,应为“«国立北

平图书馆月刊»”[８],该杂志１９２８年创刊,«列子校

释»发表于该刊１９２９年２卷６号,３卷１、２号.
(２)新发现的手稿

据«文津学志»第四辑载[９],国家图书馆“黎锦熙

藏书”中发现«增修小学考»,这是一纸箱稿件,纸箱

侧面贴有“王重民先生稿”的纸条,稿件为散页,版心

位置题“增修小学考”.这部«增修小学考»为王重民

佚稿,长时间以来,学术界一直以为此稿早已亡佚,
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在谈到谢启昆«小学考»的增订

时提到过“王重民企图增订但未成”[１０],刘修业在

«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中提到«续修小

学考»,她说“这些文稿想随时增补,未即出版,原稿

大概存于中国辞典编辑处,钱、黎二先生均已仙逝,
稿亦散佚”[１１].王媛也在其补遗论文中提到王重民

论文“未出版但稿已遗失”的情况时,列出“«续修小

学考»一百卷”[１２].王媛«补遗»中列出王重民“在遗

稿中发现的还不能确定著者的文章”中有«小学考目

录»稿本,一册,封面题有“重民十九年一月”(１９３０
年１月).«补遗»认为,虽然这个稿本是王先生的笔

迹,但 “无法断定是王先生所作,还是王先生抄录别

人的文章”.笔者认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于

１９２９年,王重民受邀成为特约编纂员,王重民本人

和刘修业都提到过此事.王重民曰:“余亦以粗知目

录学,钱、黎二师亦以«重修小学考»过委.”[１３]刘修

业说:“因有三对目录有研究,乃以重修小学考之事

委托于他.”[１４]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和中国大辞典

编纂处合作的项目,«续修小学考»在两个单位１９２８
至１９３４年的报告中,都有专门记载.因此,从国家

图书馆发现的王重民«续修小学考»手稿来看,这个

目录应该就是王重民为«续修小学考»所作之目录

无疑.
另一部未见任何著述目录的手稿是«关于李卓吾

材料及史纲评要札记»,该手稿藏于上海图书馆,用各

类或大或小的报告纸以及废纸书写,共有２６３页.刘

修业有按语云:“此篇是一九七四年七月有三写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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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书局编辑部,供其整理出版«史纲评要»撰«出版说

明»参考之用的.”[１５]

(３)生前已发表但未见于任何著述目录的论文

爬梳发现,王重民生前曾发表过,但至今未见于

任何著述目录的论文还有两篇,一是«一个选“国学

讨论集”的计划书»,该篇以“王鉴”的名字发表于«学
生杂志»１９２５年４月２５日;二是«闽浙赣省的红色

省城葛源»,王重民发表于«历史教学»１９５１ 年第

１２期.
笔者据上文论述,新编«王重民著述分类目录»,

今后将择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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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程焕文教授成功连任IFLA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理事会成员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秘书长杰拉尔德莱特内(GeraldLeitner)宣布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理事会

(GoverningBoard)选举结果,得票排名１－９的候选人自动当选新一届理事会成员,任期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开始.中山大学

资讯管理学院程焕文教授以高票(６３５票)成功获得连任,得票排名第６位.排名并列第１０位的两位候选人将在２０１９年８月

２８日于希腊雅典召开的下一次大会上由全体代表投票选举产生出最后１名理事会成员.
(信息来源:IFLA官网.网址:https://www．ifla．org/node/９２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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