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分面分类理论的应用前景———计算机化

分面分类理论的计算机化应用主要表现

在利用计算机进行一体化词表的辅助编制

上。一般采用整体输入的方式 ,输入数据集。

数据集包括类级 、类号 、类名 、参照项 、类目英

文 、分面标头等。计算机根据输入的数据自

动生成分面分类表和字顺表轮排索引 、语种

对照索引等 ,是情报检索语言和计算机技术

相结合的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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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藏经分类体系与《中图法》
佛教类的内在联系

杨之峰

　　1975 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

法》(简称《中图法》)第 1版将佛教图书放在

“哲学”下的“无神论 、宗教” ,体系极其简略 ,

只在“B94佛教”下分大藏经 、经及经疏 、律及

律疏 、论及论疏 、布教仪注 、宗派 、佛教组织及

寺院 、教化流行史等 8个三级类 ,教化流行史

下又分“B949.9传记” 。1980年出版的《中图

法》第 2版增加了“B948对佛教的分析 、研究

和批判” ,并对“B946宗派”作了细化 ,列出 8

个宗派及“其他”一项 。1989 年出版的第 3

版增设了更多细类 , 并作出注释性说明。

1999年出版的第 4版更正了第 3版的 4个错

字 ,其他未作改动。这样整个佛教部分变成:

“经及经疏”下分大乘 、小乘 、秘密部 ,“律及律

疏”下分大乘律 、有部律 、四分律 、五分律 、其

他 ,“论及论疏”下分大乘宗经论 、大乘释经

论 、大乘诸论释 、小乘论 、秘密部论 、杂藏 ,“宗

派”下分天台宗(日莲宗 、法华宗)、三论宗(法

性宗)、法相宗(唯识宗 、慈恩宗)、华严宗(贤

首宗)、禅宗(佛心宗)、密宗(秘密教 、真言乘 、

金刚乘)、律宗(南山律宗)、净土宗(莲宗)、其

他。对“大乘”的注释是“华严部 、方等部 、般

若部 、法华部 、涅 部等入此” ,对“小乘”的注

释是“长阿含 、中阿含 、增一阿含 、杂阿含 、本

缘部入此” 。与第 1版相比 ,第 4版增加了很

多专业术语 ,注释文字本来是帮助分类的 ,这

样的注释恐怕使人更加茫然。这些细类是根

据什么确立的 ?分别是什么意思? 对佛教文

献不大熟悉的编目人员如何使用它们? 本文

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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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后期 , 佛教书籍的出版

兴盛起来 ,不仅研究著作增多 ,佛经的注释 、

翻译甚至影印本也都充斥市场 。作为大型综

合性文献分类法 , 《中图法》必须容纳这些书

籍 ,但原有的分类过于简单 ,为适应新形势 ,

当时正在修订的第 3版必须对佛教部分进行

细化 。这些细类如何确立呢? 最简单的方法

莫过于利用大藏经自身的分类 。

“大藏经”一词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 ,最

早出现于隋朝 。而在印度 ,佛教创始人释迦

牟尼去世后的第二年 ,其大弟子迦叶就在王

舍城灵鹫山举行集会 ,结集出佛教的经 、律 、

论。经是释迦牟尼对佛教教义的论述 ,律是

释迦牟尼关于戒律的一系列教导 ,论是佛门

弟子发挥佛教教义的论述 。经 、律 、论便是佛

经最初的分类 。结集就是集体背诵的意思。

据说这次结集还背诵出杂集 、禁咒等 ,称之为

“杂藏” 。此后数百年间 ,佛经经过了五次结

集。结集后的经典仍然依靠口头传承。很晚

以后 ,佛经用铁笔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 ,打上

小孔 ,再穿起来 ,称为贝叶经。但背诵经典的

习惯一直保持着 。最初传到中国的佛经就是

根据口头传译的 。但这样零星的翻译使人很

难了解佛经的全貌。

面对着源源译出的佛经 ,从魏晋时期 ,佛

教目录学家就开始了搜集 、整理 、著录 、鉴别 、

分类等工作。到唐开元年间(713 ～ 741年),

佛经翻译的高潮已经过去 ,汉文大藏经的结

构体系随之确立 。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 ,长安西崇福寺僧人智升通过辨伪

存真 ,去粗取精 ,撰写出反映盛唐中国佛教发

展水平的目录学著作《开元释教录》 ,其中的

《入藏录》既体现了西崇福寺抄本大藏经的实

际情况 ,又是我国第一部雕板大藏经宋初《开

宝藏》的蓝本。

《入藏录》的分类结构如下:

1 、大乘经

般若部

宝积部

大集部

华严部

涅 部

五大部外诸重译经

大乘经单译

2 、大乘律

3 、大乘论

大乘释经论

大乘集义论

4 、小乘经

根本四阿含

四阿含外诸重译经

小乘单译经

5 、小乘律

正调伏藏

眷属

6 、小乘论

有部身论

有部足论

婆沙支派

余部

7 、圣贤集传

梵土翻译

此土撰述

此后宋 、金 、元各藏 、朝鲜高丽藏 、日本天

海藏一直沿用这样的分类 。元代汉藏对照的

佛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将整部大藏经

先分为经 、律 、论 、圣贤集传四部 ,每一部再分

大乘 、小乘 。明代的《南藏》 、《北藏》 、《嘉兴

藏》 ,清代的《龙藏》 ,民国时的《频伽藏》 ,日本

的《黄檗藏》 、( 字藏》 、《缩刻藏》群起而效

仿 ,只是细类略有调整 。1924年日本编印的

《大正藏》 ,把佛经分为阿含部 、本缘部 、般若

部 、法华部 、华严部 、宝积部 、涅 部 、大集部 、

经集部 、密教部 、律部 、释经论部 、 昙部 、中

观部 、瑜伽部 、论集部 、经疏部 、律疏部 、论疏

部 、诸宗部 、史传部 、事汇部 、外教部 、目录部 ,

遵照先小乘后大乘 、由浅入深的顺序 ,是佛经

分类的另一种系统 。

明末清初智旭所著的《阅藏知津》是一部

备受目录学家推崇的大藏经解题目录 ,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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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藏》 、《北藏》为基础 ,分类体系有所调整。

其结构是:

经藏

　大乘经

　　华严部

　　方等部

　　　方等显说部

　　　方等密咒部

　　般若部

　　法华部

　　涅 部

　小乘经

律藏

　大乘律

　小乘律(附疑似杂伪律)

论藏

　大乘论

　　释经论

　　宗经论

　　诸论释

　小乘论

杂藏

　西土撰集(附外道疑伪)

　此土撰集

　　忏仪

　　净土宗

　　天台宗

　　禅宗

　　贤首宗

　　慈恩宗

　　密宗

　　律宗

　　纂集

　　传记

　　护教

　　音义

　　目录

　　序赞诗歌

这样的分类与《中图法》第 4版 B942至

B946非常接近 。“大乘经”下的五类正是《中

图法》中“大乘”的注释文字 ,所不同者 , “方等

部”分“方等显说部”与“方等密咒部” , 《中图

法》只把“方等显说部”留在这里 , “方等密咒

部”上升两级 ,成为与“大乘” 、“小乘”并列的

“秘密部” 。“律藏”只分大乘律和小乘律 ,如

果把“小乘律”再细分 ,就成为《中图法》的“有

部律 、四分律 、五分律 、其他”了 。有部律是印

度一个佛教宗派“根本说一切有部”传承的戒

律 , 《四分律》和《五分律》分别是两本律书 ,因

为研究 、注释它们的著作很多 ,所以单独立

类。“大乘论”中的“宗经论”是指大乘菩萨按

照佛教宗旨所写的论著 ,如《中论》 、《十二门

论》、《瑜伽师地论》等 ,它们的地位与佛经不

相上下。“释经论”是指大乘菩萨解释佛经的

著作 ,一般是发挥义理 ,而不是逐字逐句的注

释。如《大智度论》是解释《大般若经》的 ,《无

量寿经优婆提舍》是解释《无量寿经》的 。“诸

论释”是对前两类论著的注释 。这一类实际

上可以分别归入前二类之中。小乘论 , 《开元

释教录》下分三个细类 , “有部身论”指“根本

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典 ,如同人的身体主

干 , “有部足论”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辅助

论典 ,如同人的手足。 婆沙支派和余部是

另一个印度佛教宗派的论典。《阅藏知津》未

加细分 , 《中图法》沿袭之 。《中图法》还有“秘

密部论” ,与“经及经疏”下的“秘密部”相对

应 , 《阅藏知津》是一并归入“方等密咒部”的 。

“西土撰集”是印度高僧大德关于佛教理

论 、历史事件 、佛教人物等各方面的论著 ,“此

土撰述”则是中国人的这类著作。《中图法》

把“宗派”单提出来 ,下分细类:天台宗是隋唐

时期产生的一个重要派别 , 《阅藏知津》简称

台宗 ,因以《法华经》为根本教典 ,故又称法华

宗 ,流传到日本 ,演变为日莲宗 。作为现代分

类法 ,《中图法》必须兼纳外国著作 。法相宗 ,

《阅藏知津》称慈恩宗 ,因这一派最初产生于

唐代长安大慈恩寺 。华严宗 , 《阅藏知津》称

贤首宗 ,因这一派以《华严经》为根本教典 ,其

第三祖法藏被称为贤首大师。净土宗 、律宗 、

密宗 、禅宗 ,两者都有。净土宗以往生西土净

73



土为目的 ,传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从莲花化

生 ,故又称莲宗。律宗是唐朝道宣在终南山

所创 ,故称南山律宗 。密宗有唐密 、东密 、藏

密之分 ,分别指唐朝盛行的密宗 、流传到日本

的密宗和西藏的密宗 ,藏传佛教虽然包括显

教和密教 ,其内部更是红 、黄 、白等教派林立 ,

但总起来以密教为宗极 ,故统入密宗。禅宗

以《楞伽经》印心 , 《楞伽经》四卷都名“一切佛

心语品” ,故此宗又名佛心宗。这一派的著作

极多 ,研究者云集。三论宗因以龙树的《中

论》 、《百论》 、《十二门论》为极本教典 ,故称。

这一派只流行于南北朝至唐代 ,其对各论的

注释应归入“ B944论及论疏”下 ,因此《阅藏

知津》未列这一派 , 《中图法》这一类可收今人

研究三论宗的著作。“其他”收八大宗派以外

的宗派 ,包括日本 、韩国的佛教派别 ,印度 、斯

里兰卡 、泰国等地的新兴宗派 , 《中图法》列

举的三阶教是隋唐时的一个派别 ,因多次受

到政府禁止 ,未能流传下来。

《阅藏知津》“杂藏”中的忏仪 、纂集 、护

教 、序赞诗歌相当于《中图法》的“B945布教 、

仪注” 。“传记”则归入“B949.9传记” 。《中

图法》的传记包括古今中外的佛教人物传记 ,

将成为一个很大的类别。此处的“传记”还应

与“K81”的“传记”互见 。

《阅藏知津》的“杂藏”包括西土撰集 、此土

撰述两部分 ,囊括经 、律 、论之外的所有图书 ,

而《中图法》的“杂藏”则是“论及论疏”下的一

个细类 ,收大乘 、小乘 、秘密部外的印度论典 ,

以及疑伪论及外道论典《金七十论》、《胜宗十

句义论》等。疑伪论是真伪一时难辨 、尚需进

一步考证的论典 ,后两部书则是印度数论派和

胜论派的著作 ,分别是陈朝真谛和唐朝玄奘所

译 ,是研究辩论技巧的。它们是佛教徒翻译

的 ,给佛教徒看的 ,历代大藏经都收录其中 ,因

此《中图法》也给它们留下了位置。

其实经 、律都有疑伪著作 ,历代大藏经都

将它们排斥在外 ,佛经目录则从正本清源的

立场出发 ,把疑伪经一一列名示众 ,以免后人

误读。当敦煌藏经洞中大量此类作品面世

时 , 《大正藏》特设“古逸部” 、“疑似部” ,收录

这些经典。《中图法》未给它们立类 ,可直接

放在“经及经疏” 、“律及律疏”下。

《中图法》的“大藏经”收录完整的大藏

经 ,如《北藏》 、《径山藏》、《龙藏》 、《频伽藏》等

都是近几年重新出版的。“佛教组织及寺

院”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 、“佛教史”等主

要收现代人的著作 ,大藏经内部无此类目。

我们论述了《中图法》佛教类各类目的来

源及含义 ,那么一般编目人员是否就可以据

此分类了呢?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由于佛经

种类繁多 ,名称怪异 ,专门研究者见到一部

经 ,未必一下就能区分是大乘 、小乘 ,何况普

通编目员呢? 为解决这个困难 ,我们可以借

助工具书 。一是白化文编著的《佛教图书分

类法》 ,这套分类法是为寺院图书馆制定的 ,

内容广 ,分类细。其细类可以看作对相应部

类的注释 。如此书“330法华部”下分“331 妙

法莲华经 、332无量义经 、333观普贤菩萨行

法经 、334法华三昧经 、335大法鼓经 、336大

萨遮尼乾子所说经 、337金刚小三昧经” ,而

“法华部”在《中图法》中属于“B942.1大乘” ,

两相对照这些经典就很容易归类了。一是

《阅藏知津》 ,这部书有《大正藏》本 、1993年

巴蜀书社《佛藏辑要》本 、1993 、1994年上海古

籍出版社《四部精要》本 、《佛教典籍选刊》本

等 ,在此书中检索到相应经典 ,由其分类可找

到《中图法》相应的部类。此外 , 《龙藏》 、《北

藏》、《径山藏》 、《频伽藏》 、《大正藏》等本身的

目录也可以做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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