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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

———王贵忱先生的藏物之道与版本目录学研究

□赵宣

　　摘要　王贵忱先生是当代岭南文史学界博雅宏赡的学术大家,其学术研究博涉文献、古泉、
金石、历史、考古、书画艺术等多个领域,所藏图籍、钱币、金石、书翰等也蔚为大观.该篇访谈涉

及王贵忱先生的藏物与治学之道、泉学视域下的版本目录学研究、书艺视域下的稿钞校本研究,
不仅揭橥先生独特的版本鉴定方法、经验与案例,更彰显其对古籍版本学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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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耳闻王贵忱先生盛名久矣.作为当代岭南文史

学界不可多得的通才式人物,他早被文献学耆宿潘

景郑先生誉为辽东“魁奇之士”,而郑伟章先生在«文
献家通考»中则称其:“精目录版本之学,又治泉币金

石及古文字、古文献之学,学问赅博[１]”,斯书记载了

明朝以降１５２５位文献学家,如今唯一健在的就是王

贵忱先生了.
王贵忱,号可居,１９２８年生,辽宁铁岭人.１９４５

年参加八路军,１９４９年随军南下,１９５２年转业后任

汕头市交通银行、建设银行行长.１９５７年在整风运

动中被批判,次年被错划为“右派”,１９７８年落实政

策后,历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

副馆长、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负责

人.曾任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广东省钱币

学会副会长.１９８８年受聘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９４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

津贴.现为广东省书法家协会顾问、«广州大典»
顾问.

先生富于收藏,学问淹博,其学术研究博涉文

献、古泉、金石、历史、考古、书画艺术等多个领域,所
藏图籍、钱币、金石、书翰等蔚为可观.先生出身贫

苦,自幼失怙,少年失学.虽没有正式的师承,却堪

称转益多师.“历游南北通都,问业名儒硕彦,如周

叔弢、容希白、于思泊、商锡永诸老等,请益无间,锡
永尊人藻亭先生尤见器重,以是名行日以修,著述日

以富.[２]”先生编著和参与整理的著作有«先秦货币

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三孔币汇编»
(自印本,１９８４年)、«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５)、«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上海古籍出版

社,陆续出版)、«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澳门尚志书社,
１９９９年)、«廖燕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可居丛稿»(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可居丛

稿»(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可居室

藏钱币文献图录»(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王
贵忱书法集»(２０１６年)等.治学之余,先生尚潜心

翰墨、临池不辍,书艺与学术并进.其小楷私淑钱玄

同、魏建功,远追晋人和北魏写经,并参摹汉简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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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远宗二王,复入苏轼、董其昌以至罗振玉、谢无

量,形成醇古淡雅、不急不厉、纯任自然的书风,有浓

郁的书卷气.周叔弢先生谓其书法作品:“质朴厚

拙,毫无侧媚之态,世人或不易知也[３].”于省吾先生

亦赞其书法之浑朴,“上追魏晋,睥睨唐宋.[４]”

２　藏物与治学之道

２．１　收藏型学问家之杰出代表

作为收藏型学问家,先生几可谓国内外硕果仅

存的代表人物,因此藏物与治学之道成为访谈的首

选重点.先生之收藏,有图籍、钱币、金石、书画等,
并藏有宋元本若干,如南宋残本«诗经附音注»、元本

虞集«道园学古录»、元写本«宝元天人祥异书»等;明
本二百余种,多罕见秘籍、孤本;而以清本 多,其中

不乏珍稀之什,如名家收藏本、批校本、稿钞本等.
所藏龚自珍、张荫桓、李宗颢、张之洞、罗振玉的文集

及相关著作自成一体,且颇有为世所罕睹者.先生

对钱币文献和广东地方文献亦有系统收藏.其古币

收藏成果丰硕,在金石、书画、火花等实物的收藏上

也颇有所得,所藏刊本中多有珍稀之本,如明万历间

徐象梅摹图、胡震亨和毛晋刻«津逮秘书»本宋洪遵

«泉志»十五卷,当为«泉志»传世之 古版本之一;所
藏明万历年间清響斋刻本«三先生逸传»八卷,与«中
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著录的两套相较,当为现存唯

一足本.但我们以为,相对于珍藏,更为可贵的是先

生“不藏于私”的价值观.他曾撰文批评钱币学界的

弊端,指出“藏家的珍贵钱币多不示人,也不发表.
由于保守风气盛行,致使一些新出土稀见币,连出土

地望也无从知道,其后更不知所往.至于居奇待价

的风气,更是所在多有.这些积习旧弊,自然阻滞学

术研究进展,这也是旧社会所无法解决的.[５]”有鉴

于此,先生一向乐于将辛苦所得的藏品与学人共享,
以促进学术进步.
２．２　“不藏于私”的价值观

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６３年和１９８８年,先生便先

后向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捐献三部明代善本书,所
捐明嘉靖本«周易程朱传义»上半部五册,著录于«中
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易类,中山图书馆恰藏有下半

部五册,上下两部书的书根均题有“周易程朱传义”
字样,并标有汉字从一至十,卷中均钤有“番禺梁囗

囗珍藏书画印”,是为一书而分散为二,至此则合成

完璧,传为一段书缘佳话;所捐明嘉靖本«韵谱»著录

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小学类,在海内外目录

书中仅曾见著录于«千顷堂书目»,当为世间孤本;所
捐明刻本«七修类稿»,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子部杂家类,传本亦甚少.１９９０年,先生又将精心

保存的古代南越残瓦三百余片及两汉兽骨五行刻辞

捐献给了广东省博物馆.１９９９年,先生则向中国钱

币博物馆捐献钱币文献六百余册,其中不少是珍稀

本乃至孤本,还包括一批著名钱币学者的手稿,堪称

我国目前 完整的一份钱币学文献专藏.２００９年,
先生再次捐献给广州图书馆藏书三百余种、七百余

册,其中,明万历刻本苏辙«古史»六十卷被成功申报

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书曾经明代徐氏

红雨楼及清人胡承珙、近人莫伯骥收藏,刊印流传甚

少,具有重要的版本和资料价值.“学术乃天下之公

器,我的收藏是为研究服务的,藏品能够为更多的学

人所利用,我很高兴[６].”“我主张研究与实物结合,
如果能为朋友提供一些研究上的方便,也是相当有

意义的.得失都是正常的,万物经眼,皆为我有,物
我之间,我看得相当达观[７].”
２．３　服务于学术研究的收藏理念

就收藏理念而言,先生更重视藏品的资料价值,
以收藏服务于学术研究.他每得一件藏品,必力求

弄清其来龙去脉、价值巨细,使之能为学术进步发挥

作用.因此,很多藏品皆被他转化为研究成果.其

小则如题跋文字,大则如«中国钱币文献丛书»、«张
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等,皆应归功于其所藏有的第一

手资料.而先生之研究,一方面能提供新材料、新视

角,另一方面又能落在实处,解决实际问题.他主张

“古物以可考者为贵,而有文字可补史书之缺陷者尤

可贵[８]”,以史证物和以物证史、补史是其研究中并

行不悖的两个重要视角[９], 终形成了“言必有本、
博涉广识”的治学风格.仅以其版本目录学研究为

例,就既重视对古籍版本的目验、对勘功夫,又重视

利用目录书、史志和相关论著,能通过不同版本的对

勘,考异同、定善本.因此,潘景郑先生赞之曰:“其
校理古籍,于目录版本,博涉尤广,依据翔实,发前人

所未发,裨益士林,诚非浅尠[１０].”
由于收藏、经手的古籍繁多,所以先生具有版本

鉴定的丰富学识和经验,对于何书用何种纸、何种印

刷方法、刻印之精善粗疏等,往往可一望而知,并能

综合版式、纸墨、字体、序跋、题识、藏印、讳字、内容

等书籍的内在特征以及利用史籍、目录书、方志等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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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运用对勘、考辨等方法,对古书的版本年代、价值

等做出准确判断.以«明万历初印本‹北宫词纪›跋»
一文为例,他依据所藏«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凡
例,不避清讳,于陈融、郑振铎、李一氓三家所藏«北
宫词纪»各卷缺页处俱全无缺且无补刻版页,卷一目

录所附第一页插图与«中国古代版画展览图录续编»
所收同一画面图版有细微不同,又证以本书刻印特

点,指出“(此书)信为万历刊初印本”,更“参证诸家

著录,验以刊本特点,可知本书为南京陈大来继志斋

刊本”,而于卷四第五十九页配以补钞者,亦一望而

知[１１].先生告诉我们,补钞的东西,风格不一样,通
常元朝本多一些,而南京陈大来继志斋刊本,除牌记

外,特点之一是字体规整,特点之二是用竹麻纸,硬
也干净;又如«记大德＜南海志＞残卷»一文,他对陈

桓先生批评“潘(宗周)跋因卷十末有一终字,余四卷

否,遂疑全书已尽于此,不知卷末终字或有或无,本
无定例[１２]”,先生深以为然.他补充说:“宋本没有

看过,元本确不少.但潘宗周依然是晚清版本收藏

第一好.”其于版本鉴定可谓眼力精熟而考究详致;
再以«万历本甘旸‹集古印谱›跋»一文为例,因此本

内界格纵横线呈现有不规则弯曲现象,释文文字大

小相间,排字参差不齐,且同一版框本无错动迹象,
而界格内释文则有错动叠印与否之别,非逐格分次

刷印释文无由致此.验以甘氏所撰«凡例»,审之书

版,殆所谓“二次版”者,似先用金属(疑为铜锡之属)
界格条排版,俟印刷版面后,再依释文排以木活字小

版逐格刷印者.因疑此书为金属版木活字本.若

然,则属活字版中别 生面之作,亦古印谱中所鲜见

之版式也[１３].这一持论亦得到了周叔弢先生的赞

许与认可.先生认为,所谓铜活字等没有大量留存,
多仅仅是试验性的,晚清才有金属活字,现在更难

以确认其金属性质.
２．４　以自成一系的龚自珍专藏与研究为例

先生所藏龚自珍著作及相关文献自成一系,仅
在捐赠给广州图书馆的图籍内,龚氏著作即有近三

十种、相关文献十余种.我们知道,龚氏一生著述颇

丰,传世版本甚多,自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龚氏自辑编

年诗始,其自编及后人编订其著述的版本就有近百

种[１４],而清季及民初刻本却存世无多,先生所藏龚

氏著述的系统性由此更显可贵.缘此,先生曾以«龚
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为题,连撰六文连载于

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９年间的«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

绍介龚氏诗文集原刊本及其传刻版本,清季至民国

编刊之龚氏诗文集、全集及名家批校本等.文中对

于诸本之版式、内容稀见或习见程度、初刻模样或底

本所自、校勘之精审或粗疏等,皆予以精细辨析,所
揭示多具廓清源流之功.在大文兄的陪同下,我们

有幸在广州图书馆调阅了先生所赠潘景郑印江标刻

羽琌别墅本之覆刻本«龚礼部乙亥杂诗»一卷,此乃

潘先生得江氏版片后“刷印百本以传之”中的一本,
通篇刻印俱佳,并署名皆作双钩,当是翻刻时依原本

钩摹者.通篇丹铅殆遍,为王佩诤先生手自标注,良
可珍贵.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幸调阅了先生所赠清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吴昌绶双照楼红印本«定庵先

生年谱»,此乃龚自珍第一个年谱的惟一木刻本,而
且是用洋红纸印成的样本,堪称孤本.在可居室,先
生还亲自为我们展阅了清道光四年原刻初印本«圆
觉经略疏»上下卷.此书单刻本甚少见,有清一代只

此龚自珍等人出资助刊的«圆觉经略疏»本,苏州娄

门内三家村善庆禅林藏版.天地头阔大,通篇加刻

圈识,刻印精审,官堆纸初印本.全书朱笔圈点,间
中有朱笔批注,审之为赵烈文手笔.先生解释说,他
所命名之官堆纸,就是政府用的公文纸.对于先生

的龚氏专藏与研究,潘景郑先生曾由衷感慨道:“龚
定庵先生诗文集,传刻频繁,取舍不同.吾友王贵忱

先生搜罗极广,撰文备详书刻之源流,足当定庵之功

臣.余深仰其好学深思为不可及[１５].”“龚定庵遗集

传本频繁,取舍不同,先生胪列群刻,详述内容,凡篇

章之多寡,文字之异同,撰文据证了若指掌,非其博

闻深识,讵能下笔成文乎[１６]?”激赏之意,溢于言表.

３　泉学视域下的版本目录学研究

“钱”,原与“鏄”同为古代农具,跟“划”相通,呈
铲状.春秋战国间物物相易时,金属农具“钱”即被

当作重要财产作为交换流通物.古音“泉”与“钱”
通,因货币如泉水一样流通不息,遂有人将“钱”称
“泉”.后世文人更因“泉”字较“钱”字风雅淡泊,故
尤喜称“钱”为“泉”.钱币学是研究钱币形制、铭文

及其制作特点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门学

科,在我国传统上是包括在金石学范围之内的.金

石学创始于北宋,而钱币学的产生比金石学早得多,
已有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

先生对中国钱币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
当代学术界,几乎无出其右者[１７]”.因此,项目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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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重点则是泉学视域下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先

生少时即喜读龚自珍文章,而龚氏喜收古钱币给先

生留下了深刻印象.１９５２年先生转业到银行系统

工作,在恩师周叔弢等诸位前辈的鼓励下 始搜集

钱币谱录,历经三十年的集藏,逐渐形成多个品种中

国古币的专藏,复加整理辑为目录或拓印成集,如拓

写本«古泉斋所藏空首币目录»«古泉斋所藏先秦古

币目录»«庤乃钱鎛»、原钱拓本«空首币集»«平首布

集»等.三孔币拓本的收藏,更蔚为大宗,１９８４年出

版的«三孔币汇编»,收三孔币品类达二十六种、不同

面文的三孔币墨拓本五十七枚、手摹本十二枚,学界

称之“ 富”[１８].以原始资料搜集为基础,先生尤着

力于研究钱币文献以及对钱币学史的梳理,所撰之

«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探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张
之洞创办广东钱局考略»«洪遵‹泉志›的学术价值»
曾连续斩获中国钱币学会三届金泉奖,主编之«中国

钱币文献丛书»和«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
更是其钱币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先生之研究涵盖了文献

学、钱币学、金石学、历史学、考古学、书画艺术等多

个领域,且能贯通学科壁垒,可以说,其融合多学科

视域下的钱币学研究独树一帜,而钱币学的研究背

景,亦有助于先生在文献学、金石学领域均有独到的

发明.我们发现,在先生为所藏或寓目的钱币学文

献所作题跋文字中,多在评述内容外,兼论诸书版

本,更有明确论及版本目录学与钱币学之间的联系.
如题张崇懿«钱志新编»云:“此道光原刊本而初印

者,惜卷尾缺数页.爰请卢达文先生为之补白,以备

日后遇有原刻本钞配齐全耳.此帙为独山莫氏父子

旧藏,钤有莫有芝、莫经农诸印记.莫有芝以治目录

版本之学闻,有«郘亭书目»行世.初不知莫氏

亦雅好古币,清季版本学者若叶德辉、杨惺吾诸人亦

同有此癖,且有专书问世.殆版本之学似与古币学

甚有缘分也.[１９]”又如«‹泉志›题记»云:“«泉志»成
书于绍兴十九年(１１４９),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宋史艺文志»著录,惜无宋、元刊本传世.明«永
乐大典»收有«泉志»,惟大典本已佚,仅有清翁树培

校录大典本得以传世.明胡震亨、毛晋万历年辑刻

«秘册汇函»丛书,收入宋洪遵撰、明万历时人徐象梅

摹图本«泉志»,及明崇祯间毛晋辑«津逮秘书»再据

此本翻刻.清«学津讨原»本、隶释斋本和«晦本斋丛

书»本 均 同 属 这 一 版 本 系 统.另 有 明 嘉 靖 元 年

(１５２２)秋茶梦庵钞本,见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著
录,原本已佚[２０].”寥寥二百字,即概述了洪遵«泉
志»一书的著录情况、版本源流及传世情形,此等识

见乃历年积累所得,洵为厚积薄发.这种向钱币旧

籍探赜索隐、钩沉致远的精神与功夫,恰恰体现了先

生之钱币学与文献学研究的辅车相依.
此外,历来研究货币史的学者,对书价鲜有论

及,而文献学家亦少关注此问题.这自然与古籍定

价资料绝少有关.对此,先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
虽明末清初的书价资料少见,但图书上的定价印记,
不但对物价史有参考价值,也是白银在明清货币经

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见证物.有鉴于此,他先后撰

写«记十竹斋‹印存初集›»和«介绍几部明清刊本定

价印记»两文探讨古籍定价问题,更在«天福五年砚

铭小识»一文中论及砚铭标值,并指出书价印记在货

币流通史上的意味以及对于货币研究的意义,足以

体现其作为收藏家、文献学家兼钱币学家的独到的

学术视角和眼光.反之,对版本学之于钱币学的意

义,先生亦体会至深、多有阐发.如在«题倪模‹古今

钱略›»一文中云:“«古今钱略»卷帙浩繁,文字数十

万言,钱图四千余品,都三十四卷,而镌刻版式、印刷

以及用纸皆佳,清季所刊钱谱无出其右者,盖督理此

书校刊者,为杨守敬、饶登秩二家.惺吾擅长版本目

录学,以校刊善本古籍鸣世,亦兼及古币诸事.饶氏

以精研古钱闻.皇皇巨制,非兼二公之长则莫办

也.[２１]”

４　书艺视域下的稿钞校本研究

治学之余,先生则沉潜翰墨,临池不辍,书艺与

学术并进.其不少题跋、著作和手抄文字,皆化身书

法作品,因以学问涵养艺事,其书法更能远离匠气而

自有书卷气.所以,书艺视域下的稿钞校本研究成

为访谈的第三个重点.我们知道,出于对国学大师

罗振玉的景仰,先生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但凡罗

振玉遗墨均见无不收,殚精竭虑半个世纪,终于集成

蔚为大观的雪堂书翰系列,也成为先生 引以为豪

的名家翰墨,共计信札四十一通,改订本«海宁王忠

慤公传»以及扇面、碑记考证、题跋等.在可居室,先
生特意给我们展阅了罗氏亲笔改订本«海宁王忠慤

公传»,手泽尤新,书后还有罗继祖先生的题跋,弥足

珍贵.作为一名典型的学者书家,先生是首倡罗体

的学者,乃至常有人将先生书迹误作雪堂墨宝,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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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雪堂书体之熟稔程度.此外,先生尚藏有罗振

玉校录民国七年(１９１８)上虞罗氏影印本«恒农专录»
等数十种之多;晚清重臣张之洞撰«广雅翰墨»,可谓

可居室所藏另一特色稿本.此书札已经先生改装为

经折装五册,册一至四为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册五

为张之洞致瞿禨等书札二十一页,共九十页,均为张

之洞未刊墨迹.包括:１．致绳庵(张佩纶字),六十四

通六十九页(包括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六十二通、诗
两首、张佩纶题记一篇);２．致润生(张曾敭字),二通

二页;３．致崧生(梁敦彦字),一通一页;４．致紫玖(瞿
鸿禨即瞿禨字),三通十四页;５．致外务部,一通四

页.此外,先生尚藏有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南皮张氏刻

本«广雅堂骈体文»一册、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南皮张氏

刻本«广雅堂散体文»等十余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先生曾以徐悲鸿书札手卷与

文物商店易得曾国藩书札,而前者时值远高于后者.
这批手札包括曾国藩晚年致李瀚章、李鸿章昆仲的

书信和附片三十二通,当系李瀚章编辑«曾文正公全

集»时抽出未刊之家藏件,其丰富的资料价值可想而

知.推此即彼,先生对曾国藩之机要幕僚、阳湖才子

赵烈文稿本亦是钟爱有加.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

(１８６７年７月２１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

烈文聊天,赵烈文预言满清五十年内必灭亡,其后中

华大地将是军阀割据.“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

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 ,若无抽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

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历史惊人准确

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１８６７至１９１１年正好四十

四年.“能静居”“天放楼”“小脉望馆”均为赵氏藏书

之所.先生藏有«天放楼碑跋»稿本一册,展阅一过,
精妙绝伦,其分别用“亦龙亦蠖之居”蓝格稿纸、“能
静居钞”乌丝栏格稿纸、“赵氏世德録”蓝丝栏稿纸和

“江苏通志稿”蓝格稿纸四种稿纸,由钞手正书恭写

文稿.因为谙熟赵氏书体,先生不仅发现每页均有

赵氏亲笔校勘文字或注明刊印注意事项,更有一页

皆是赵烈文本人手写正书文稿,遂覆核此本系赵氏

整理后之待刊清稿本.
食粤榖五十载,尽学人一片心.张荫桓与李宗

颢成为先生名人信札、稿钞本等收藏中 具系统性

的另两位代表人物.晚清重臣张荫桓被称为“甲午

至戊戌间之幕后大人物”,也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外交

人才.先生家藏张氏选编«骈体正宗»二编稿本二

册,此书不仅前有张氏手书目录卷次和多处修改痕

迹,更收有其手写骈文四篇;张氏«奏稿»校订本十九

篇,多为张氏所撰经誊写之清稿本,间有张氏手自校

改者,内有为他人代拟稿,史料价值极大;张氏«铁画

楼诗钞»卷五写校校订稿本和初印校样稿本;张氏自

印«张樵野戊戌日记»稿本,绿格竹纸稿纸,半页八

行,版心有“铁画楼”三字,总一百三十一页,原分装

三册.所记始 于 光 绪 二 十 四 年 戊 戌 正 月 初 一 日

(１８９８年１月２２日),止于是年七月初六日(８月２２
日),即张氏被捕前三十二天,共计二百一十三天行

事和见闻,史料价值极高,后由先生作释文和笺注后

影印出版;«铁画楼诗续钞»三卷,各有白连史纸初印

本和毛边纸较后印本一部;清末金石学家、版本目录

学家李宗颢(１８６２－１９２１),字煮石,号邵斋、夷白等,
别号愤石生,幼随父李应鸿至长安,访古都各处,喜
爱金石,终日以鉴赏金石以自适.长于考据,精治古

书版本,通目录学.先生家藏有李氏父子«诗辑»«南
海李应鸿先生行述»«西安府学碑林石刻录目»等稿

钞校本达数十种之多,况且«四库全书总目»和«中国

古籍善本书目»大多未收,可谓荦荦大矣、至为珍宝.
概而言之,先生乐于收藏书札、手稿,既与其爱好书

法有关,又由于深谙书道而能在稿钞校本的鉴赏与

辨伪上独具慧眼,而稿钞校本鉴定水准的提高尤离

不 海量的经眼、目验、比勘与书道的熟稔.

５　结语

王贵忱先生一生博览群籍,于书无所不读,视野

宏远,眼光敏锐,往往于人所不经意处有独到见地,
时多创见.先生堪称当代博雅宏赡的学术大家,要
而言之,重视文献与实物的结合乃其治学的 大特

点.就古籍版本学研究而言,则是以其宏富、珍秘收

藏为根基,言必有本,无征不信,注重实证,准确公

允,而先生宽广的治学视野,尤其是卓有成就的古钱

币学、金石学及书画艺术,又使他的古籍版本学研

究,独步学界,卓然成家.端坐可居室,随侍先生请

益两日,他常常言及“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

有情”(沈尹默诗),旨在提醒后学如吾辈一定要有

“抱残守缺”之传古精神.当然,这应该也是有发自

他自身遭际的体会与感叹的.１９５７年,先生被错划

为“右派”并降级,被迫搬进逼仄的容膝之地,便取

“随处可居”之意,以“可居室”为斋名.几十年后,我
们仍可从王世襄、廖冰兄书写的“可居室”横幅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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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贵忱年弟”(所谓年兄年弟,是古代同年科举者之

间相互的尊称,王世襄、廖冰兄与王贵忱三人于同一

年被打为“右派”,“年弟”之称便是对这一经历的幽

默注解),想见先生当年之痛楚与辛酸.但是,如今

的会客厅墙上则还挂着叶选平先生题写的“乐以忘

忧”四个大字,我们理解,这又何尝不是先生一贯的

人生态度呢? 虽“随处可居”,却不随波沉浮;虽屡屡

离忧逢患,而乐学之志不移.«易»云:“谦亨,君子有

终”,王贵忱先生不正是这样一位以谦德鸣世的君子

吗? 他毕生怀着“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

意[２２]”,乐在其中,经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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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WangGuichensStudyofTextualBibliographyfromMultiＧdimensionalPerspectives
ZhaoXuan

Abstract:Mr．WangGuichen,anexcellentmasterofliteratureandhistorycirclesinLingnanarea,
conductsresearchondiversefieldsrangingfromdocuments,ancientcoins,inscriptions,historyandarＧ
chaeologytoPaintingandCalligraphyArtandcollectsasplendidarrayofbooks,ancientcoins,inscriptions
andcalligraphy．TheinterviewwithWangGuichenfirstlyputsfocusonclarifyingtherelationbetweenresＧ
ervoirsandrigorousattitudesofscholarshipandthenstudiesTextualBibliographyfromtheperspectiveof
ancientcoins．Moreover,thecollationofmanuscriptsundertheviewofPaintingandCalligraphyArtisalso
anessentialoftheinterview．NotonlydoesthearticleaimtodemonstrateMr．WangGuichensindividualＧ
isticapproach,experienceanddocumentationinthefieldofeditionidentification,butitalsomanifestsmore
beneficialinspirationtoacceleratecultivationoftalentsandpromotetheTextual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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