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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研究形式多样

在整个庄学研究史上，金元庄学可以称得上是研究方式

最为多样的一个时期，有注释类，如《庄子解》、《南华注》等；

有抄录类，如《庄子内篇订正》、《手抄庄子》等；有辑佚类，如

《庄子逸篇》等；有笔记类，如《读庄笔记》、《庄子学记》等。这种

研究形式的多样化与当时多种文化交融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5.2 大量方外人士参与到庄学研究队伍当中

《庄子》作为一部道家和道教典籍，在这一时期受到了空

前的重视，金元时期大量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文人入道以及

全真教的兴起、壮大，繁荣了金元庄学研究队伍，如袁从义、

雷思齐等俱为金元时期著名道士。

5.3 注重义理

金元庄学继承了宋代庄学余绪，侧重于义理的阐发。

5.4 理学色彩浓厚，融合三教九流

理学兴起于北宋，发展、壮大于南宋，集中表现为一批著

名理学家和理学流派的出现，“但终宋之世，理学始终没有被

封建政府正式立为法定的官学，到了元代理学才正式成为官

学。”[5]建元后，元朝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推行“汉化”、“兴

儒”政策，以赵复为代表的理学家将南方理学北传，许衡、郝

经等名臣推波助澜，吴澄、刘因等大儒亦不遗余力，最终使理

学在元仁宗时实现了官学化。郝经、吴澄、胡祗 等人以理学

家的身份投入到庄学研究当中，使得元代庄学呈现出了较强

的理学色彩。如吴澄在《庄子正义序》中道：“予嘉文氏方外之

人，乃能独矫郭氏玄虚之失，而欲明庄子经世之用。”[6]一些方

外之士以道解庄，兼挟理趣。

5.5 开创了“以文评《庄》”的先河

宋末林希逸的《庄子口义》中已经出现了对《庄子》文法、

修辞及结构的探讨，但这种探讨是为义理阐释而服务的，作

者的最终目的还是重在说理，因此，只能说《庄子口义》出现

了《庄子》文评的萌芽。而成书于元世祖至元四十二年（1275）

的《南华真经点校》才真正开启了“以文评庄”的先河，刘辰翁

在书中将对《庄子》一书文学性的探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

的高度，自觉地进行了文学性的批评和赏析，这种点评不仅

对明清时期“以文评《庄》”的繁荣以及明清小说评点之风的

盛行影响深远，同时也为后世对《庄子》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文

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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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中吴氏藏书题跋浅析
杨之峰

（首都图书馆，北京 100021）

[摘 要]绥中吴氏藏书题跋是现代学者吴晓铃为自己所藏古籍而写的题跋。从记藏书经过、记校勘时间和所用底

本、记研究考证情况 3 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反映出迥然不同于古代藏书题跋的鲜明特点。
[关键词]绥中吴氏藏书 藏书题跋 吴晓铃 戏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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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铃（1914~1995）是我国著名的戏曲小说研究专家。他

祖籍辽宁绥中，自幼随父在北京居住。1935 年从燕京大学医学

预科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罗常培、胡适、魏建功等。1937

年留校任教，1938 年 12 月离开沦陷的北平，到西南联合大学

任教。1942 年至 1946 年在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中

国古典文学。1947 年回到北京，供职于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

中心，1951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研究所、文

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铃不仅是享誉国际的大学者，也是继吴

梅、马廉、胡适、郑振铎、周作人、傅惜华等人之后的著名藏书

家。绥中吴氏藏书具有鲜明的专业特点，他写的藏书题跋也独

具特色。

1 记藏书经过

1.1 赠书题跋

吴晓铃藏书中有少量是其父吴玉昆绿云山馆旧藏，其父

1936 年去世，藏书不多。吴晓铃年轻时自称绿云山馆小主人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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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斋，后来把藏书室命名为“双 书屋”。其藏书还有一小部分

是师友馈赠，如 1937 年同学吴伯威送《山歌》十卷，导师胡适送

《太霞新奏》，1938 年老师郑骞赠汲古阁刻本《紫箫记》，1947 年

老师郑振铎赠《长乐郑氏汇印传奇》，都有赠言而没有吴晓铃

题跋。1946 年途经上海时，著名诗人戴望舒赠《北红拂》，1952

年侯宝林赠旧抄本《贯华堂批本西厢记》，1975 年鼓韵大师白

凤鸣赠清皇室家谱《 源集庆》，琉璃厂高丽刻本专家雒竹筠赠

《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1978 年慕湘将军赠陈洪绶著作

《宝纶堂集》，1991 年友人劳洪从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注销

书中购罗常培抄本《音略》以赠，这些都有吴晓铃亲手题跋，反

映了吴先生广泛的社会交往。

1.2 抄书题跋

吴氏藏书绝大多数购自北京琉璃厂（又称海王村、厂肆）、

隆福寺的古旧书店、书摊[1]，少量得之天津、昆明，还有一些是自

抄或请人抄录。这些抄本都有题跋。如 1935 年海王村书友刘

殿昌以旧抄本《聊解滞怀》见示，未收，录其要而归之。1936 年

见厂肆邃雅斋书店《小罗浮馆集》，“无力致之，乃录其散曲为一

帙”。1938 年从隆福寺三友堂借旧抄本《红雨绿雪楼三种曲》，

用钢笔抄出两种，书被索回。1948 年来薰阁友人韩景秀以《本

草语》见示，1951 年才录出，并校讹订误。郑振铎原藏乾隆间稿

本《水浒传注略》，入藏北京图书馆后，1966 年吴晓铃请三弟宝

铃的岳父赵锡蕃代为抄出。为保留将要绝迹的《忆真妃子弟

书》，1975 年吴先生借启功所藏抄本录副。吴晓铃还亲笔抄录

了大量清宫承应戏，存亡继绝的苦心让人敬佩。[2]

1.3 购书题跋

1937 年至 1838 年上半年是吴晓铃购书的“光明时期”[3]。

他在《谤可笑》一书的函套内面写道：“钞本《谤可笑》，一九三七

年以银一角得于厂肆，抗日战争期间余远适异域，是书为人攫

去。一九四七年又得之于厂肆，同时并获《鸳鸯楼传奇》及《俞伯

牙子弟书》，真加倍奉还也。十年前初收此本时，又得下列各书

……”有《红楼梦传奇》、《百子图传奇》等 17 种。1947 年 6 月，

闫万章以 9 万元从隆福寺宝文书局代购《墨憨斋传奇五种》。同

年 12 月，以法币 20 万元从多文阁魏广洲处购旧抄本《昆弋雅

集》，“后之视今，此贰拾万圆之数不知能否购一窝头？时势如

斯，尚复何言！”反映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纸币、物价飞

涨的怪现状。1952 年于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海市界邢四麻子处

得《电术奇谭》，“此余收晚清小说之始”。清嘉庆六年（1801）刻

本《紫霞巾传奇》二册，“一九五七年以三十元购自中国书店，诚

所谓高价暴利也”。此时为公私合营之始，琉璃厂各书店合并

为中国书店，垄断现象出现。1972 年 8 月 27 日，从海王村得

《聚卷堂李、百本张所抄杂曲》等，“积习难致，返京后又入书林，

郑西谛（振铎）所谓漫步也……吾亦衰老，非复当年，不知尚能

致力于笔砚生涯否？”反映了从河南信阳明港干校回京后的低

落情绪。1973 年 2 月与汪尉林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选购图书，

见陈乃乾遗书《思益堂集》、《驴背集》，后者虽“有摆印本可读，

致之以为老友手泽耳”。同年与版本学家李振乾游厂肆，以 5 分

钱得一贯道书《孔孟圣训》，“书贾无知，入儒家类”，对“研究秘

密宗教至有价值”。同期又从西单商场以 15 元购《杂剧十段

锦》，“闻是王泊生旧藏，聚散无定，令人慨叹”。《重订拟瑟谱》，

“此亡友傅君惜华藏书之散出者，岁辛酉（1981）二月廿三日得

于海王村。时肆中市侩正私聚增定书价，真是无法无天”。对于

为学术研究而购书的学者来说，最恨“古书价贵”，但随着改革

开放、经济发展，古书涨价乃必然趋势。1985 年又收《忠雅堂文

集》，“浩劫后书林如遭秦火，阅肆之兴致阑珊。顷过海王村，书

友雷梦水君方执此本与嘉庆间重刊本相较……余见此本夥

矣，向来不收，今亦为难获之书，乃以三十元易之”。题跋最晚的

是清刻《三国演义》残本一册，“一九九一年九月九日以五角购

自厂肆书市，虽系残帙亦自可珍，盖首标‘四大奇书第一种’故

也”。

吴晓铃的购书题跋反映了琉璃厂、隆福寺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90 年代，近 60 年的历史变迁，记下了邢四麻子、刘殿

昌、李新乾、韩景秀、雷梦水、雒竹筠等书友，宝文书局、多文阁

等古旧书店，也反映了陈乃乾、郑骞、王泊生、傅惜华等私人藏

书之聚散，可补孙殿起、雷梦水《琉璃厂小志》之不足。

2 记批校情况

吴晓铃研究戏曲、小说，沿袭“五四”以来传统的实证方

法，通过编订目录、辑佚校勘，考定戏曲作家生平、作品归属、

版本源流，梳理、考订剧作语言。[4]他计划编写一部比较完备的

中国戏曲目录《曲录新编》，撰著一部详赡可靠的中国戏曲提

要《新传奇汇考》，纂辑一部网罗中国历代戏曲批评的《曲话新

编》。在此基础上才能“写出一部像样的《中国戏曲史》”。为此

还要作辑佚、结集、校勘 3 种练习工作，进而做专门问题的研

究。[5]吴晓铃把这些工作比作为建筑一幢巍峨屋宇烧砖制瓦，

常戏称自己为“大砖家”[6]。他也像古代藏书家一样，对自己的藏

书进行校勘。用力最勤的是 1952 年用汲古阁原刊本校 1935

年上海开明书店铅印本《六十种曲》，1954 年用 12 个版本校

《西厢记》，1961 年做《南北宫词纪校补》，但都没有留下题跋。

《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的校记，吴晓铃“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廿

七日据许之衡校本过录，并正其误若干则”。《双 景 丛书》中

的《青楼记》，吴晓铃“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校明钞《说集》本，

十三日校成。时正批判右派分子陈梦家，予出席发言”。民国间

影印本《录鬼簿》，“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迄十五日，以科学

院图书馆所藏明钞《说集》本校一过。《说集》本似为曹本所本”。

马廉《录鬼簿新校注》也是民国影印本，1948 年马芳若赠，吴晓

铃在书眉、行间用钢笔写满红色批注。《今乐考证》明清部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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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满批注、补遗。《全像古今小说》各篇的开头写满考证。《太和

正音谱》，“据厂肆蜚英阁藏明钱 蓝格钞本校一过。钞本系棉

纸、蓝格，半叶九行，行十七字，三册共七十七叶。卷首有‘钱

手抄’、‘大梅山民’等印”。《传奇汇考标目》是吴晓铃 1955 年晒

蓝本，卷末题“据沧县孙氏钞本晒印，吴晓铃补校”。北京通州

区藏书家王孝慈抄本《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吴晓铃

1938 年从厂肆蜚英阁购得，补抄《占花魁》，凑足“一人永占”之

数，又据“松筠阁藏书旧抄本校录一过，可正此本之误甚多”。

经吴晓铃校过的古籍，学术价值倍增，而题跋记录了校勘时间

和所用底本。

3 记研究考证

考证戏曲小说是吴先生的主要治学途径，而写考证性的题

跋则是他研究工作的发轫。这方面的题跋可分几类：

3.1 考证作者

吴晓铃的大学毕生论文就是《<传奇八种>作者考》，导师

胡适评云：“此文结论定可成立。”1941 年发表在香港《星岛日

报·俗文学副刊》上的《<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第 29 期）、

《杜仁杰生卒考辨》（第 42、43 期）都是高质量的考证文章。[4]这

方面的题跋有：在《批评释义音字琶琶记》卷末考证作者高明

未入明，应是元人，正历来传闻之误；在《曲海总目提要》扉页

考证作者黄文 身世；《水云笛谱》用签条考证作者水云漫士即

清嘉庆时人潘奕隽，与《水云词》无涉。汤贻汾《逍遥巾》，“光绪

元年上元宗氏心远楼刊本《琴隐园诗集》卅六卷，首载曹秉仁

征刻《琴隐园诗词集启》，作于丁未，云汤氏于道光廿七年六月

初七为七十诞辰，则当生于……”后面未写完，不知何故，但已

可推算出生年。《忠烈侠义传》有入迷道人序，“亡友叶德均兄

疑入迷道人实为传译石玉昆说唱本《忠烈侠义传》为散体《三

侠五义》之人，其人即文琳是。”吴晓铃查《淮安府志》、《续纂山

阳县志》、《大清缙绅全书》，考证文琳行实，“如再查光绪卅三

年元成撰、征麟补之《续纂淮关统志》，想更有得也。三十年来

因循未果，雨窗无聊，志之备忘”。《醒世姻缘传》“作者，世人多

归之蒲松龄。曾见王素存《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考》（一九五

八年八月十五日《大陆杂志》十七卷三期）则谓系丁耀亢，可备

一说”。最早“归之蒲松龄”是胡适，吴晓铃绝不盲从。

3.2 比较版本优劣

考订版本、比较优劣是进行校勘、出版、引用的基础。有的

版本不是一望而知，尚须考证。如《暗香楼三种曲》，有牌记“光

绪庚寅秋七月刊于暗香楼”，一般认为是作者郑由熙自刻本，

吴晓铃却考证出：“《三种曲》乃余 刊行者，郑氏《晚学斋诗》二

集卷九有《余铁生太守招游抚洲，信宿榷廨，赋此留别》七律二

首，次首次联‘司马青衫余涕泪，中郎蕉尾获知音’下注云：‘君

代刊院本三种。’可知。”《水云笛谱》的刊刻，吴先生考证出非

自序的嘉庆二十二年，也非族曾孙校跋的光绪十三年，而是

“民国十四年潘氏后裔始刻成贻赠知音”。《斩鬼传》，郑振铎

1935 年编《世界文库》时据自己所藏乾隆间抄本排印，吴晓铃

从天津得乾隆五十年董显宗抄本，“似较师本为胜，盖稍前

也”。孙埏《锡六环》（一名《弥勒记》），“此吴兴周氏言言斋旧藏

也，所谓雍正刊本者，盖据自序而云，然非是，一望可知其为光

绪间刻本”。此跋语作于 1975 年 2 月 5 日，隔行又一跋云：“又

十日，得孙锵手钞本，文字与刻本异，盖上木时有所移易。略校

之，则钞本为胜，可宝也。”他将自己的残本《升平宝筏》与首都

图书馆藏《西游传奇》一出一出地对照后，发现两本“不完全一

样，于原故事情节之取舍更有较大不同。此残本《升平宝筏》其

故事情节较接近《西游记》小说，而《西游传奇》删节较多”。

吴先生曾对家人说，他的每一篇题跋都是一篇论文的提

纲。[1]如《忠烈侠义传》的题跋收入《许送不送，老包杂种》，又据

之写出《说<三侠五义>》；由《全像古今小说》的题跋写成《<古

今小说>各篇的来源和影响》；根据《青楼梦》的校勘写成《<青

楼梦>撰人姓名考辨》；根据《今乐考证》批注写成《<今乐考证>

与<今乐府选>撰集年代考》；根据《红楼梦传奇》等多篇题跋写

成《以<红楼梦>为题材的古典戏曲小说》等。先生惜墨如金，大

多数题跋没有演绎成文章。好在吴先生的藏书 2272 种 6362

册已于 2001 年入藏首都图书馆，辟“绥中吴氏藏书”专架及专

题目录，我们对其 110 余则题跋都做了著录，戏曲小说爱好者

可以一亲先生的手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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