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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

日文等书籍目录»及著录汉籍初探
∗

□王域铖

　　摘要　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著录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汉籍数千部(Chinois１
－９０８０).该目录运用西方的分类方法将这批汉籍分为二十一大类.所著录汉籍中有不少比较

罕见、珍贵的品种.这批汉籍来源比较广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传教士流传到法国国家图

书馆.
关键词　法国国家图书馆　古恒　«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
分类号　G２５７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３

１　引言

法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法图”)历史悠久,
其前身可追溯到十四世纪,国王查理五世(１３６４~
１３８１年在位)为收藏历代王室藏书而建立了国王图

书馆,十六世纪,国王弗朗索瓦一世(１５１５~１５４７年

在位)重建于枫丹白露,称为皇家图书馆.后经数次

更名、迁址,成为今天的法图.法图藏有一千五百万

卷书籍、印刷品以及手稿、地图、乐谱、录像、多媒体

资料、装饰品、服饰等.在法图浩瀚的藏品当中,包
括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法图所藏中国古代文献中

最著名的当属敦煌文献,含汉文文献４０００余件、藏
文文献４０００余件以及龟兹、西夏文文献等.除敦煌

文献外,还收藏了丰富的汉文古籍(以下简称“汉
籍”),这些汉籍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伯希和 A、B
藏,Chinois１－９０８０以及 Chinois９０８１之后的古籍

(最新编号 Chinois１５９３４).Chinois１－９０８０之所

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部分,是因为这批文献曾由古

恒先生编订目录.
古恒(MauriceCourant,１８６５~１９３５年),又被

译为古朗、库朗、库郎特等,法国外交家、东方学家.
目前国内学界对古恒先生介绍较少,现综合所见资

料,简述如下:１８８８年作为翻译见习生被法国外交

部派往远东,１８８９年到达北京,担任法国使馆见习

生.１８９４~１８９６年,被派往朝鲜和日本任职,后返

回北京担任法国使馆翻译.１９００年任法国里昂大

学教授.得益于在中国的经历,古恒先生撰写过数

种关于中国的著作,如«中国雅乐历史研究»(Essai
HistoriquesurlaMusiqueClassiquedesChinois)、
«中国见闻:风俗与制度、人物与事件»(EnChine:

MoeursetInstitutions,HommesetFaits)等.古恒

先生为法图手稿部编定过«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

籍目录»(CataloguedesLivresChinois,Coréens,

Japonais,etc．,以下简称“«古恒目录»”),这部三卷

本的目录分别出版于１９０２年、１９１０年和１９１２年.
在此之前的１８９４~１８９６年,古恒先生还曾编著过

«朝鲜文书目»(BibliographieCoréenne).另外,古
恒在中国任职期间,收集了不少中国的文献资料.
他收集的中国唐宋墓志拓片,收藏于法国远东学院,
饶宗颐先生曾加整理,共计三百八十八件,编为«唐
宋墓志»一书.

２　«古恒目录»著录内容及分类

虽然«古恒目录»的书名中包括“中文、朝鲜文、
日文”,但实际上其中著录的全部为中文文献(包括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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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的编目、复制与整理研究”(编号:１７ZDA２６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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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日本、越南等国的刻本、活字本中文文献),这批

中文文献除了严格意义上的汉籍外,还包括文书、拓
片、画册等等,为行文方便,以下仍称为“汉籍”.«古
恒目录»所著录汉籍,大多数经过合订处理,即将若

干册汉籍合订为一册精装本,有的一册精装本中含

若干部汉籍,有的若干册精装本汇总为一部汉籍,也
有的一册精装本就是一部汉籍.

«古恒目录»对 Chinois１－９０８０汉籍进行了分

类和著录.«古恒目录»著录项一般包括:典藏号、题
名(中文、字母转写、法文① )、作者及生卒年、序跋作

者及年份、版本、卷数、图书开本大小、精装合订本册

数、之前的典藏号等.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汉籍版

本,古恒先生是依据书名页、牌记等直接信息著录;
对没有直接版本信息的汉籍,古恒先生一般不主观

判断版本.这固然是因为古恒先生缺少汉籍版本鉴

定的专业能力,并且在当时也缺少充足的资料,但也

反映出古恒先生的严谨态度.
古恒先生在“通告”中提到,他原计划将汉籍分

为十二类:历史书籍,地理书籍,行政相关书籍,儒家

经典、古典、哲学等书籍,文学书籍,长篇小说,辞典

书籍,科学与艺术等相关书籍,宗教相关书籍,百科

全书,文本合集,单独书籍.但考虑到这种分类方法

不完全适用于法图所藏汉籍,所以古恒先生不得不

放弃了原来的设想,而在«古恒目录»中将这批汉籍

分有２１个一级分类,其中１８个分类各有若干二级

分类.«古恒目录»全部分类、起止书号、中文题数、
书籍举例详见表１.

表１　«古恒目录»分类、起止书号、中文题数及汉籍举例

一级分类 起止书号 二级分类 起止书号
中文

题数
汉籍举例

历史 １－１３９２

王朝史 １－２７１ ６１ «史记»«汉书»«后汉书»

编年史 ２７２－６２４ ９２ «竹书纪年集注»«资治通鉴»«释氏稽古略»

年表、系谱等 ６２５－６６１ ２１ «历代帝王姓系统谱»«佛祖宗派世谱»«纲鉴甲子图»

政治史杂编 ６６２－７２２ ３７ «通鉴纪事本末»«国语国策旁训读本»«华阳国志»

行政史、经济等 ７２３－９５１ ５２ «通典»«五代会要»«隶辨»

传记 ９５２－１１０４ ６２ «景德传灯录»«藏书»«国朝先正事略»

考古、古币 １１０５－１１６５ ２８ «古玉图谱»«程氏墨苑»«钱谱»

金石 １１６６－１２１２ ３７ «禹碑»«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隶释»

古文字等 １２１３－１２４５ １２ «汝帖»«百福全图»«晚笑堂竹庄画传»

片段杂编 １２４６－１３４３ ４１ «纶音特典»«平定缅甸奏稿»«御制诗»

目录 １３４４－１３８２ ６ «文渊阁书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书敏求记»

历史作品杂编 １３８３－１３９２ ８ «御制全韵诗»«十七史商榷»«鉴撮蒙求»

地理 １３９３－１９９８

普通作品 １３９３－１５５６ ３３ «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海国图志»

地方专著(中国) １５５７－１８１４ ４８ «日下旧闻考»«御制盛京赋有序»«江西通志»

地方专著(外国) １８１５－１８３４ １２ «日本考»«西方答问»«皇清职贡图»

自然地理、军事等 １８３５－１８７１ １５ «山海经»«水经注»«海防图论»

游记 １８７２－１９１３ ２９ «大唐西域记»«霞客游记»«海国闻见录»

地图 １９１４－１９９８ ４１ «坤舆全图»«古今舆地图»«台湾山海全图»

行政 １９９９－２４９６

普通作品 １９９９－２２１２ １７ «大明会典»«野获编»«福惠全书»

吏部 ２２１３－２２５２ ２３ «钦定吏部则例»«京抄»«大清缙绅全书»

户部 ２２５３－２２８８ １５ «钦定户部则例»«两广盐法志»«粤海关税则»

礼部 ２２８９－２３４３ ２３ «皇朝礼器图式»«文庙礼乐志»«乡试题名录»

① 古恒先生提到,法文题名并不是对中文题名的严格翻译,而是一种说明性质的介绍.

３９

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著录汉籍初探/王域铖
ABriefDescriptionofMauriceCourantCataloguedesLivresChinois,Coréens,Japonais,etc．andtheChineseAncientBooksin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WangYu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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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类 起止书号 二级分类 起止书号
中文

题数
汉籍举例

行政 １９９９－２４９６

兵部 ２３４４－２３４６ ３ «新刻戎政全书»«中枢备览»«大清中枢备览»

刑部 ２３４７－２３８８ ２１ «大明律»«洗冤录集证汇纂»«新刻法家惊天雷»

工部 ２３８９－２３９２ １ «工程做法»

外交关系 ２３９３－２４９６ １２ «钦定理藩院则例»«各国条约税则章程»«万国公法»

儒家经典 ２４９７－３２８４

文本合集 ２４９７－２６５１ ８６ «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五经四子书»«五经句解»

周易文本 ２６５２－２６９３ ２４ «周易本义»«日讲易经解义»«御纂周易折中»

尚书文本 ２６９４－２７３２ １７ «书经集传»«书经大全»«深柳堂汇辑书经大全正解»

诗经文本 ２７３３－２７５８ １６ «芥子园重订监本诗经»«增补诗经体注衍义合参»«诗经旁训»

三礼文本 ２７５９－２７９９ １４ «周礼注疏删翼»«仪礼经传通解»«礼记集说»

春秋文本 ２８００－２８３９ １４ «春秋左传读本»«麟经新旨»«春秋体注大全合参»

四书文本 ２８４０－２９７２ ６９ «日讲四书解义»«四书朱子异同条辨»«新刻四书正文»

孝经文本 ２９７３－２９７６ １２ «孝经小学集注»«孝经小学纂注»«重刊古文孝经»

尔雅文本 ２９７７－２９８０ ７ «五雅»«尔雅正文直音»

群经论著合集 ２９８１－３１９２ ３４５ «六经图考»«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

周易论著 ３１９３－３１９５ ３ «郭氏易解»«易图解»

尚书论著 ３１９６－３１９９ ４ «禹贡锥指»«禹贡注节读»«禹贡水道辑略»

诗经论著 ３２００ １ «毛诗名物图说»

礼仪 ３２０１－３２５４ ３７ «白虎通音注»«三礼图»«校补金石例四种»

春秋论著 ３２５５ １ «春秋繁露»

四书论著及圣贤对

话录
３２５６－３２６８ １１ «孔子家语»«孔丛子»«四书题镜»

孝经论著 ３２６９－３２７９ ２ «御定孝经衍义»

尔雅论著 ３２８０－３２８４ ３ «尔雅图»

哲学、道德 ３２８５－３４６９ ３２８５－３４６９ １５０ «绣像二十四孝图»«纯正蒙求»«五十言馀»

文学 ３４７０－３９３９

诸子经典(周) ３４７０－３５５５ ７６ «十子全书»«老子集解»«淮南鸿烈解»

总集 ３５５６－３６９２ ９３ «楚辞灯»«六臣注文选»«词学丛书»

别集 ３６９３－３８３３ １１８ «庐陵欧阳文忠公全集»«紫柏尊者别集»«十驾斋养新录»

杂项作品 ３８３４－３８７８ ２９ «吕氏春秋»«日知录»«鸿雪因缘图记»

教育与范文著作 ３８７９－３９３９ ５９ «详注文范初编»«声律启蒙撮要»«写帖款式»

虚构作品 ３９４０－４４２３

长篇小说 ３９４０－４２４５ ６５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演义»«合刻天花藏才子书»«新增批评绣

像红楼梦»

短篇小说集 ４２４６－４２９１ ７０ «醒世恒言»«批点聊斋志异»«豆棚闲话»

杂项作品 ４２９２－４３２８ ４０ «四雪草堂坚瓠集»«增订解人颐广集»«子不语»

戏剧 ４３２９－４４２３ ４４５ «新镌绣像西厢琵琶合刻»«元曲选»«六十种曲»

辞书 ４４２４－４８４２

字形词典 ４４２４－４６２９ ６３ «说文系传»«字汇»«御制康熙字典»

音韵词典 ４６３０－４７４２ ３９ «大宋重修广韵»«五车韵瑞»«佩文韵府»

同类词典等 ４７４３－４８４２ ３４ «经典释文»«锦绣万花谷»«御定子史精华»

４９

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著录汉籍初探/王域铖
　　　　ABriefDescriptionofMauriceCourantCataloguedesLivresChinois,Coréens,Japonais,etc．andtheChineseAncientBooksin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WangYu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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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类 起止书号 二级分类 起止书号
中文

题数
汉籍举例

科学与

艺术
４８４３－５６６７

数学 ４８４３－４８９２ ３９ «夏侯阳算经»«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

天文与宇宙 ４８９３－４９４９ ６０ «天文步天歌»«古今律历考»«钦定仪象考成»

历法 ４９５０－５０１５ １０２ «治历缘起»«交食表»«大清康熙五十年岁次辛卯时宪历»

占卜 ５０１６－５０４９ ５３ «新刻增补万法归宗»«神相全编»«秘藏大六壬全善本»

军事艺术 ５０５０－５０６７ ３０ «新镌增补标题武经七书»«虎钤经»«武编»

普通医学 ５０６８－５１６９ １５０ «黄帝素问灵枢经合注»«古今医统»«泰西人身说概»

专科医学著作 ５１７０－５２３９ １１２ «东垣十书»«薛院判医案二十四种»«银海精微»

医学材料,药物 ５２４０－５３６６ ８０ «本草纲目»«丹方汇编»«针灸摘要»

兽医艺术 ５３６７ ２ «马经»

农业、养蚕、畜牧 ５３６８－５４４１ ５０ «农政全书»«蚕桑合编»«茶谱»

自然科学 ５４４２－５５２４ ６４ «地震解»«狮子说»«佩文斋广群芳谱»

书画 ５５２５－５５３９ ４３ «芥子园画传»«笔阵图»«历代字法心传»

建筑 ５５４０－５５６１ ２３ «唐岱沈源合画圆明园四十景»

音乐 ５５６２ ２ «琴谱大全»«诚一堂琴谈»

工艺 ５５６３－５５８８ ２５ «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银经发秘»

习俗、服饰、家具等 ５５８９－５６３４ ４５ «无双谱»«赏奇轩四种合编»«大清嘉庆二十五年四季春牛图»

游戏等 ５６３５－５６５３ ２２ «进呈鹰论»«陈抟百局»«七巧图解»

欧洲科学、应用 ５６５４－５６６７ １３ «泰西水法»«远镜说»«电报新书»

道教 ５６６８－５７２６

教义、道德论著等 ５６６８－５７０３ ３７４ «太上感应篇图说»«了凡四训»«性命圭旨»

传记与传奇 ５７０４－５７２２ １０ «夷坚志»«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大全»«历代神仙通鉴»

敬拜、咒符等 ５７２３－５７２６ ５
«秘传祝由科»«新刻京板观音灵课»«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

延生保命妙经»

佛教

(大乘经)
５７２７－６１４６

般若经 ５７２７－５８０２ ９５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智度论»

宝积经 ５８０３－５８１２ ８３
«佛说大乘入诸佛境界至光明庄严经»«大宝积经»«佛说大乘菩萨

藏正法经»

净土经 ５８１３－５８２６ ３５ «重刊净土三经»«佛说阿弥陀经要解»«零峰蕅益大师选定净土十要»

观音经 ５８２７－５８６８ １２９ «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文句会本»«历朝法华持验纪»

大集经 ５８６９－５８８０ ２２ «般舟三昧经»«无尽意菩萨经»«宝女所问经»

华严经 ５８８１－５９５３ ７０ «度世品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悬谈会玄记»

涅槃经 ５９５４－５９７０ ２０ «大般涅槃经»«大般涅槃经疏»«涅槃玄义发源机要»

悲华经等 ５９７１－５９７４ ４ «悲华经»«大乘悲分陀利经»«大悲经»

维摩诘经 ５９７５－５９８１ １７ «维摩诘经»«维摩诘所说经注»«说无垢称经»

不退转经等 ５９８２－５９８６ １２ «阿惟越致遮经»«广博严净不退转法论经»«解深密经»

准提天女经等 ５９８７－５９９０ ５８ «梵女首意经»«佛说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准提经业»

楞严经等 ５９９１－６０１８ ３１ «佛说首楞严三昧经»«首楞严经义海»«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

金光明经等 ６０１９－６０４０ １２ «金光明经»«金光明经文句记»«金光明最胜王经»

楞伽经等 ６０４１－６０５５ １９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会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注解»«入楞伽经»

大孔雀王经等 ６０５６－６０６４ １８ «佛说孔雀王咒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

圆觉经等 ６０６５－６０７３ １７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大方广圆觉经疏»«大方广圆觉修多

罗了义经要解»

杂经 ６０７４－６１４６ ３３２ «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持世经»«佛说宝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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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类 起止书号 二级分类 起止书号
中文

题数
汉籍举例

佛教

(小乘经)
６１４７－６１７２

四十二章经等 ６１４７－６１４９ １７ «佛说四十二章经»«佛说法海经»«佛说四十二章经解»

阿含经等 ６１５０－６１５９ ７２ «佛说阿含正行经»«杂阿含经»«长阿含十报法经»

杂经 ６１６０－６１７２ ７８ «阿难问事佛吉凶经»«玉耶女经»«正法念处经»

佛教

(经、系

列杂集)
６１７３－６２３６

譬喻经 ６１７３－６１７８ １２ «出曜经»«阿育王譬喻经»«杂宝藏经»

本生经 ６１７９－６１８６ ７２ «六度集经»«佛说生经»«佛本行集经»

一切诸佛经 ６１８７－６２００ ２７ «诸佛要集经»«佛说佛名经»«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

陀罗尼经 ６２０１－６２１８ ３７ «佛说安宅神咒经»«佛说陀罗尼集经»«诸佛集会陀罗尼经»

密宗经等 ６２１９－６２３６ ５５
«苏悉地羯罗经»«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

经»«瑜伽集要施食仪轨»

佛教(律) ６２３７－６２７９
大乘律 ６２３７－６２５２ ２７ «梵网菩萨戒经»«菩萨戒义疏»«瑜伽师地论»

小乘律 ６２５３－６２７９ ３３ «戒因缘经»«十诵律»«根本萨婆多部律摄»

佛教

(论)
６２８０－６３５６

大乘论 ６２８０－６３１０ １０９ «大庄严经论»«十二门论»«大乘起信论»

小乘论 ６３１１－６３５１ «阿毗昙毗婆沙论»«成实论»«解脱道论»

杂项作品 ６３５２－６３５６ １８ «金七十论»«金刚针论»«大乘宝要义论»

佛教

(中国作品)
６３５７－６５３６

陀罗尼 ６３５７ １７３ «陀罗尼杂集»

礼仪 ６３５８－６３９９ ７０ «慈悲道场忏法»«选僧图说»«大悲忏法»

规章 ６４００－６４０３ １５ «沙弥律仪要略»«礼舍利塔仪式»«礼佛仪式»

日常修行 ６４０４－６４１０ ２３５ «云栖法汇»«净土晨钟»«沙门日用»

百科论著 ６４１１－６４３４ １１ «经律异相»«法苑珠林»«法藏碎金录»

杂项论著 ６４３５－６４６１ ７８ «肇论»«护法论»«三教平心论»

禅宗 ６４６２－６４８３ ２３３ «万善同归集»«禅林宝训»«禅关册进»

天台宗 ６４８４－６５２７ ２５３ «摩诃止观»«四教义»«观心论疏»

华严宗 ６５２８－６５３６ １９ «注法华法界观门»«法华一乘教义分齐章»«法界安立图»

佛教

(僧人

传记等)
６５３７－６６８９

印度僧人传记 ６５３７－６５４２ ４２ «阿育王传»«释迦谱»«释迦如来成道记»

论辩等 ６５４３－６５４９ ６２ «弘明集»«广弘明集»«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

总集 ６５５０－６５６５ ２４ «古尊宿语录»«佛法金汤编»«禅宗正脉»

别集 ６５６６－６６５７ １９９ «断桥妙伦和尚语录»«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录»

目录 ６６５８－６６７０ １１ «出三藏记集»«众经目录»«阅藏知津»

词典 ６６７１－６６８９ １３ «一切经音义»«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翻译名义集»

天主教 ６６９０－７４６５

耶稣生活与圣徒生活 ６６９０－６８１４ １０９ «天主圣像略说»«天主圣教圣人行实»«十二位宗徒像赞»

教义介绍 ６８１５－７０８３ ３２９ «天主圣教实录»«大西洋利先生天主实义»«天学略义»

护教论与论辩 ７０８４－７１７４ １２５ «辩学遗牍»«代疑篇»«辩诬»

十诫与道德 ７１７５－７２４８ ９３ «圣教规诫箴赞»«七克»«天主圣教十诫直诠»

圣事仪式 ７２４９－７３４３ １３２ «圣洗规仪»«弥撒祭义»«默想规矩»

礼拜仪式杂编 ７３４４－７４６５ ３７６ «推定历年瞻礼日法»«主教要经»«日课概要»

新教 ７４６６－７４９１

圣经 ７４６６－７４８７ １１４ «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此嘉音由9 5 3 4 C 9 3 2嘞所著»

教义介绍 ７４８８－７４８９ ６ «幼学浅解问答»«圣书节注十二训»«天理要论»

论辩等 ７４９０－７４９１ １７ «释教正谬»«华番和合通书»

伊斯兰教 ７４９２ ７４９２ １ «正教真诠»

百科全书 ７４９３－９０８０ ７４９３－９０８０ ８２ «太平广记»«古今图书集成»«万宝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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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说明的是,表１中的“中文题数”并不等同

于汉籍的种数.在一些合集性质的汉籍中,各作品

被单独著录,如Chinois４３５９－４３７５«六十种曲»,除
总书名外,各曲被分别著录;有时候一种汉籍的不同

部分也被分别著录,如Chinois６６１４«元洁莹禅师语

录»,书后附有«行状»及«塔铭»,此«行状»«塔铭»被
分别著录.以上情况使得“中文题数”多于汉籍的实

际种数.但对于复本,«古恒目录»用“Double”表示,
不再著录中文题名.虽然“中文题数”并不完全反映

汉籍的数量,但通过表１,仍可以看出各类汉籍的大

致情况.
显而易见,«古恒目录»在分类设置上运用的是

西方的分类方法,但其中仍可看出古恒先生对我国

古代目录分类的吸收和借鉴.如儒家经典类中的五

经部分,按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排序,并设置

有四书、孝经类.这种排序以及分类设置,说明古恒

先生对我国古代目录分类非常熟悉.
«古恒目录»在分类设置方面有一个鲜明的特

点,即更多考虑分类的合理性,而对各类之间的平衡

性并不在意.如行政类中的兵部类只有三种汉籍,
工部类更是仅有一种,但古恒为了六部的完整性,并
未将二者合并或进行其他处理.与此相同,在科学

与艺术类中的兽医艺术类,以及儒家经典类中的诗

经论著、春秋论著、孝经论著、尔雅论著等四类都仅

有一种汉籍,古恒仍为之单独分类.
古恒先生虽然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并且对汉

籍分类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作为一位外国人,又是

凭一己之力对如此庞大的汉籍进行编目,偶有瑕疵,
在所难免.如 Chinois６４５６«菜根谭»,作者为明代

洪应明.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虽然洪氏“幼
慕纷华,晚栖禅寂”[１],编著过«仙佛奇踪»等书,但
«菜根谭»是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的语录集,并
不专主佛家学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

书»«中国古籍总目»均将其列入“子部杂家类”,非
常准确.«古恒目录»将«菜根谭»列为佛教(中国作

品)杂项论著类,恐怕不很恰当.很可能古恒先生仅

仅因为作者与佛教有较密切关系以及此书为“粤东

海幢寺藏板”而如此分类.

３　«古恒目录»所著录汉籍概况及价值

«古恒目录»著录中文题数约８３００个.笔者曾

在法图从事编目工作,但未能见到«古恒目录»著录

的所有９０８０册汉籍,所以无法全面统计所含汉籍数

量.仅就所见八千余册初步统计,包括汉籍４５００余

部.其中佛教相关著作最多,约１５００部,包括大量

«嘉兴藏»零种.«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方册藏»,
是中华大藏经诸种版本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

的一部.由明代紫柏大师倡导筹刻,初刻于山西五

台山,后又迁至浙江径山等地续刻,刷印发行于嘉兴

楞严寺,大藏由此而得名.全藏按千字文编号,以
«永乐北藏»为底本,参校«南藏»等其他明刻大藏,新
增了宋明以来各派禅僧的著述.依照经、律、论、西
土圣贤撰集、此方著述五大部的体例编次.续藏和

又续藏中收集了大量的藏外著述,内容包括疏释、忏
仪、语录等.由于«嘉兴藏»自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

康熙年间刊刻,时间较长,且一边刊刻一边流通,没
有留下一套完整的目录,据后人统计,«嘉兴藏»正
藏、续藏、又续藏共计２０００余部[２].法图所藏虽非

全套«嘉兴藏»,但数量仍有近千部.除«嘉兴藏»外,
«古恒目录»中佛教相关著作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广州

海幢寺刻印汉籍.广州海幢寺是清代广东著名佛

寺,因其曾是两广总督的外事接待庭园,以及清政府

规定的外国人游玩之地,因此在中外交流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同时,海幢寺刻印了大量书籍,这些书籍

不仅国内多见,更流传海外,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古恒目录»中海幢寺刻印汉籍数十种,且颇有较罕

见者.
另外,天主教相关著作(包括宗教著作和天主教

人士译著的科学、历史等著作)约１０００部,数量上仅

次于佛教相关著作.«古恒目录»所著录天主教相关

著作有两大特点:一,复本多,如 Chinois１２４７－
１２６７二十一部,均为清刻本«熙朝定案».二,同一

种书不同版本多,如«天主圣教日课»有三个不同

版本.
«古恒目录»所著录汉籍中有不少比较罕见、珍

贵的品种.如清内府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一
万卷,因其卷帙过于庞大,当时仅印刷六十余部,目
前中国内地仅存十余部,加上台湾地区、国外所藏,
也仅有二十余部,而法图不仅藏有一套完整印本

(Chinois７７６０－９０００)还有部分残本(Chinois９００５
－９０６０).另外,«古恒目录»所著录汉籍中还包括部

分稿本、抄本、名家藏本及批注本.自民国以来,大
量中国学者前往法图查阅汉籍,已有不少介绍法图

所藏珍稀汉籍的成果问世,但«古恒目录»中仍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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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珍稀汉籍少为人知,本文仅对其中三种略作论述,
以见其概.

Chinois４４３０－４４３１«说文长笺»一百卷,明赵宧

光撰,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年)赵均小宛堂刻本.书中

遍布刘凝手书批注.刘凝(１６２０? ~１７１０年?),字
二至,号籀堂.清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由贡生官崇

义县训导凡十五年,后返家著述,并修纂«崇义县

志»,未成.其生平事迹,见于清道光丁酉本刘壎«水
云村泯稿»附«二至先生传»及«南丰县志»«崇义县

志»«建昌府志»«南安府志»等.刘凝著述甚富,有
«六书夬»«韵原表»«石鼓文定本»«稽礼辨论»等.此

«说文长笺»批注因藏于海外,知之者甚少.刘凝批

注作于清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前后,内容大致包括对

原书(包括他人序跋)观点的总体评价、六书研究、体
例说明、补充材料、补充释义、注释、订正等七个方

面.«说文解字»研究在明代式微,相关著述非常罕

见,直到清代方始振兴,至乾嘉而大盛.明末清初正

是«说文解字»研究由低谷而兴盛的承前启后时期,
作于这一时期的刘凝批注,不仅体现了刘凝文字学

尤其是六书研究的成就,而且有助于认识«说文长

笺»的得失,又由于此批注本与法国传教士、学者马

若瑟(JosephdePrémare,１６６６~１７３６年)关系密

切,可以由此探求马若瑟的中国文字学思想渊源,故
极有研究价值.

Chinois９１９«世德堂古文典义解世系图»① 六

卷,清章懋勋撰,清章懋勋世德堂刻本.«世德堂古

文典义解»为章懋勋评选的古文选本.吴慰祖校订

«四库采进书目»补遗有«武英殿二次书目»,其中著

录“«古文典义解»六本”[３],应即«世德堂古文典义

解»,但吴氏及其他研究者对«古文典义解»之详情均

不甚了了.据笔者查证,目前仅德国柏林国立图书

馆(StaatsbibliothekzuBerlin)藏«世德堂古文典义

解»六卷,为存世孤本.据«凡例»可知,原书中附有

各朝世系图,而柏林藏本«世德堂古文典义解»无此

部分,法图藏本正可补其缺,合此二本,方为全璧.
清袁永纶纂«靖海氛记»二卷,为十八世纪末、十

九世纪初华南地区海盗问题的重要史料,但海内无

存,海外亦极罕见,萧国健、卜永坚称:“据我们所知,
目前只位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有一本.”[４]

其实法图也藏有一本(Chinois７１９).
另外,«古恒目录»中还有部分汉籍,虽非罕见,

但对于相关研究有重要价值.如清周世樟编辑«五

经类编»二十八卷,«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此书有清康

熙二十三年刻本、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清雍正二年

刻本等多个版本,多家图书馆藏[５].«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子部第２３３册据浙江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三

年刻本影印,最为常见.但所谓“清康熙二十三年刻

本”“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均缺少部分序跋,尤其是

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４)王謩«跋».法图藏本(Chinois
３１００－３１０１)序跋齐全,据王謩«跋»可知,此书虽在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至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间经

多人题序,但未曾刊刻,直到雍正二年才由王謩镂板

行世.“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清康熙二十九年刻

本”均是著录错误,实际并不存在.

４　«古恒目录»所著录汉籍来源

«古恒目录»所著录汉籍来源比较广泛,而与传

教士关系最密切,这里仅对耶稣会士来华做简单论

述.耶稣会是罗马教会在反对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

的重要组织之一.１５３４年,由西班牙贵族军官罗耀

拉(IgnatiusLoyola,１４９１~１５５６年)等创设于法国

巴黎.１５４０年,耶稣会获得教宗保禄三世批准.罗

耀拉认为,文学、哲学、诗学等知识的掌握,有助于传

达信仰.因此,耶稣会士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这使得他们在传播教义的同时,对推动不同的文化

和文明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元代以后,第一位来东亚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耶

稣会领袖之一的沙勿略(St．FrancisXavier).沙勿

略１５５２年来到广东上川岛,但未能深入中国内地.
此后,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aelRuggiＧ
ero,１５４３~１６０７年)、利玛窦(MatteoRicci,１５５２~
１６１０年)来到中国,正式拉开了耶稣会士来华的序

幕.对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影响,冯承钧先生指出:
“葡、荷、英、俄等国,仅恃船坚炮利,或为通商,
或为拓地,而为侵入,于西方文化之输入毫无贡献

也.耶稣会士则不然,其来也固为布教,然莅华以

后,辄以学术博朝廷士大夫之同情,因是所谓‘西学’
赖以输入,于天文、历算、地理、机械,甚至音乐、绘
图、建 筑、园 艺 等 各 方 面,影 响 于 中 国 者 至 深

且巨.”[６]

耶稣会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
而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同样非常重要.１６８５年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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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恒目录»原作«帝王世系»,现书名为笔者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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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路易十四正式派遣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此后越

来越多的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对中法文化交流

起到了重要作用.冯承钧先生认为:“西学之输入,
虽经初期耶稣会士开其端,而发扬光大者要为后期

继至法兰西诸会士之功.”[７]冯先生是从“西学之输

入”立论,但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这些耶稣会士

在给中国带来西方科学、思想的同时,也给欧洲带去

了中国的文字、历史和文化,为欧洲学术界开辟了新

领域.法国人“在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cci,

１５５２~１６１０ 年)、德 国 人 汤 若 望 (Johann Adam
SchallvonBell,１５９１~１６６６年)及比利时人南怀仁

(FerdinandVerbiest,１６２３~１６８８年)等人的基础之

上,后来居上,成为研究中国的主要力量”[８].这些

欧洲传教士除了直接撰写关于中国的著述,还将大

量中国书籍送到欧洲.这些中国书籍中的一部分,
通过各种途径,陆续汇集于法图,成为今天法图所藏

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传教士,一些学者、商
人、八国联军士兵等也将部分汉籍从中国带到欧洲,
最终被法图收藏.

５　结束语

«古恒目录»对法图手稿部数千种汉籍进行了分

类、著录,这部编著于一个世纪前的目录著作至今仍

是了解法图收藏汉籍的重要工具,其中著录的汉籍

不乏珍稀之本,国内学界对这批汉籍的了解和研究

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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