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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武英殿聚珍版印书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刷工程，福建、江苏、浙江、江西、广东 5 省又先

后翻刻，品种不同，版式相近，统属《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目前这些丛书大多以零种流传，给版本鉴定带来极大困难。笔
者为这些丛书零种提供了一些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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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零种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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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古籍普查工作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笔者作为首都

图书馆的古籍工作人员，有幸参与其中，深为《武英殿聚珍版

丛书》零种的鉴定问题感到困惑。首都图书馆藏有聚珍本及

各省翻刻本 93 部，其中有 18 部已经提善。哪些真是聚珍本？

哪些是翻刻本？翻刻本又是哪个省翻刻的？它们之间又有哪

些不同？笔者通过对同一古籍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参考别

人的研究著作，逐渐弄清各自的特点。

1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范围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乾隆帝因《四库全书》编修

告成的时日太长，即命儒臣校辑《永乐大典》中的散简零篇和

世所罕见的宋元善本，先行刊印流传。当时负责武英殿刻书

标引（I247.57）也相一致。

2.3.2 综合著录与分析著录相结合

综合著录是对一部文献或一组（套）文献进行整体描述，

将其组成部分著录在附注项的子目中，形成综合款目的著录

方法。根据《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规定，该格式用于著录各种

载体的整套（本）文献（第一层次），及其所有组成部分（第二

三……层次），而第二及其以下的层次仅著录组成部分的编

次、题名与责任说明、版本说明及出版年和数量及特定文献

类型标识，而且组成部分与整套部分相同的著录项目还可一

律省略著录。在 CNMARC 格式中应用 327“内容附注”字段予

以反映。而分析著录是在综合著录的基础上，对文献的组成

部分进行独立描述。因此，笔者认为两者应该相结合一起著

录才更有利于读者检索图书，利用图书。如多卷书《一代风

流》整套书的 CNMARC 著录为：

200 1 @a 一代风流 @A Yi Dai Feng Liu @f 欧阳山著

210 @a 北京 @c 人民文学出版社 @d 2005

215 @a 4 册（1975 页）|d 21cm

327 1 @a 第一册，三家巷 ；@a 第二册，苦斗 ；@a 第

三册，柳暗花明 ；@a 第四册，圣地.

517 1 @a 三家巷 @A San Jia Xiang

517 1 @a 苦斗 @A Ku Dou

517 1 @a 柳暗花明 @A Liu An Hua Ming

517 1 @a 圣地 @A Sheng Di

606 0 @a 长篇小说 @A Chang Pian Xiao Shuo @y 中国

@z 当代

690 @a I247.5 @v 4

701 0 @a 欧 阳 山 ，@A Ou Yang Shan ，@f （1908-

2000）@4 著

801 @a CN @b NIT @c 20021218

这样，读者在用总题名“一代风流”检索时，既能检到这

套书的综合信息记录，总共 4 册，每一册在 327 字段有反映；

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又可以查看下一条记录，即《三家巷》

的分析著录，就基本明白这本书大致讲了什么内容，如此一

来，读者的困惑也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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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四库馆副总裁金简接旨后，先行刻印了 4 种书，即《易

纬》8 种 12 卷、《汉官旧仪》2 卷、《补遗》1 卷、《魏郑公谏续录》

2 卷、《帝范》4 卷。金简发现从《四库全书》中选出来应当印行

的书籍种类繁多，付雕非易，于是在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具折上奏，建议做枣木活字套板一份，摆印书籍，“工料省简

悬殊”。得到乾隆批准后，武英殿共刻木活字 25 万余个，备用

枣木子 1 万个，套板格子（即版框）24 块，木槽版 80 块，开始

排印书籍。嘉庆七八年间又摆印《西汉会要》、《唐会要》、《农

书》3 种，前后共印 134 种 2400 卷，其中《永乐大典》本 83 种，

各省采进本、进呈本 41 种，清代著作 10 种。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大学士董诰“奏请颁发武英殿

聚珍版书于东南五省各一份，情愿刊印者，听其翻版通行”。浙

江杭州翻刻 39 种 286 卷；江西翻刻 54 种 424 卷，同治十三年

（1874）江西书局修版重印，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江苏江宁

翻刻 20 种左右，南京图书馆现存 18 种 129 卷，《陶湘书目·论

聚珍版》只提到 8 种；福建布政使署从乾隆四十二年开始刊

刻，经道光、同治递修，光绪二十年（1894）增刻，共刻 149 种

2940 卷，比武英殿聚珍本和刻本多出 11 种，也是按照殿本的

原则加入的；广东广雅书局在光绪 25 年参考福建刻本，也刻

149 种 2940 卷，命名《武英殿聚珍版全书》。以上书籍都在目录

或提要首页右下端印“武英殿聚珍版”6 字，或“武英殿聚珍版

原本”8 字，都是半页 9 行，行 21 字，小字双行字同，白口，四周

双边，单黑鱼尾，被统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书”或“武英殿聚珍版

丛书”。连武英殿最初的 4 部刻本也被一起发往东南 5 省，且被

按同一版式翻刻，也列入此丛书之中。而乾隆末年和嘉庆年

间，武英殿用同一套木活字印的《乾隆八旬盛典》120 卷（半页

11 行，行 25 字）、《平苗纪略》52 卷首 1 卷（半页 7 行，行 20

字）、《西巡盛典》24 卷（半页 8 行，行 20 字）等，因版式不同，虽

也是聚珍版，但不列入“聚珍版丛书”之列。

2 武英殿聚珍本的特点

因武英殿聚珍本每部都有翻刻本，为了加以区别，翻刻本被

称为“外聚珍”，武英殿聚珍本被称为“内聚珍”，又称殿本。殿本

共印 300 部，其中 40 部供皇家和诸大臣使用，用连史纸（白纸）

印刷，其余用竹纸（黄纸）印刷，发往外省。现在除故宫博物院、河

南省历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上海、辽宁、天津、湖北、复旦大学

图书馆藏有全帙外，其余全部散佚，成为零种。内聚珍不像一般

活字印刷，四边版框拼凑而成，四角开裂，它是用一块完整的版

框预先印好，再用木槽摆字，“套格”印成，故版框完整，四角连

属。这给鉴定带来困难，但它还有一些特点可以帮助鉴定。

2.1 文字行列不整齐，参次错落

这是一般活字印本的特点，殿本也不例外。如（宋）陈 虎

《涧泉日记》下卷第 1 页 A 面第 5 行，“事”字偏左，“史”字偏

右，很不整齐。福建本力仿殿本，但感觉上还是不同。有时前

面仿得很像，后面就不像了，一比较便知。

2.2 墨色不均

活字印本都墨色不均，因为木活字版面不够平正。殿本遇到

不平，用纸片尽量垫平，但还达不到刻本的程度，因此墨色浓淡

不均。但殿本用墨精良，乌黑发亮，这是翻刻本无法比拟的。

2.3 字不连属

仿刻本也有字体大小不一、错落明显等特点，但统观全

书，总有字体连属或交叉的现象。如福建刻本《文定集》卷 8

第 17 页 A 面第 2 行“肆时”、“敢宁”和第 7 行“事充”等字都

出现连属，第 4 行“便未”两字出现交叉，而殿本绝不连属。

2.4 断版不断字

由于殿本版框、栏线与文字是分次印刷的，版框反复使

用，多有断口，而附近的文字不随着断裂。如《方言注》卷 3 第

8 页 B 面，“迭”字、“秋”字附近版框断口，文字完整。翻刻本

此页都很完整，遇断版时，一般版框、文字一起断开。

2.5 压线

殿本由于版框与文字是分次套印的，如果没有对齐，文

字就会压住版框或栏线。如《方言注》卷 3 第 8 页 B 面，《山谷

内集诗注》卷 1 第 1 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 第 4

页 A 面。这本来是印刷人员的失误，却可用来鉴定版本。而翻

刻本没有这种情况。

2.6 版心或卷末有校对者

殿本校对分两种情况，一是分页校对，版心下方印“□□

□校”字样。殿本版框的版心无字，这几个字是作为整个木条

临时嵌入的。一是分卷校对，该卷末页末行下方印“臣□□

□恭校”。只有雍正御选《悦心集》例外，版心、卷末都无校对

者。福建本、江西本翻刻时，完全照搬，因此版心或卷末也有

校对者，它们是在整块版上刻的。

2.7 前配“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
这是乾隆帝为武英殿聚珍版题的十韵诗，殿本每部书前

都有，是预先刻好，装订时置于各书之前的，非活字摆印。而

翻刻本一般没有十韵诗。福建本偶尔会有，与殿本字体绝不

相同，或者是书贾所加。

3 翻刻本的鉴定

翻刻本都模仿殿本，但由于刻书地、刻书时、刻书者不

同，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3.1 版心或卷尾有无校对者

福建、江西本在仿刻时，连校对者名字都一起刻上。浙

江、江苏、广东本仿刻时重加校对，版心、卷末无校对者名字。

殿本中的前 4 种刻本，都是半页 10 行，行 21 字，无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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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刻本也改成半页 9 行，行 21 字。江西本还加上了自己的校

对者，如《魏郑公谏续录》，版心加刻“宋炳垣校”。

3.2 目录或提要下有无“原本”二字

福建、江西、广东本在目录或提要首页首行下端刻“武英

殿聚珍版”，少数刻“武英殿聚珍板”，与殿本相同。浙江、江苏

本刻“武英殿聚珍版原本”。既刻“武英殿聚珍版”，又无校对

者的，只有广东本。当拿到一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零种时，

首先可以判断是否广东本。还有一些书，如《敬斋古今 》，虽

也在目录下题“武英殿聚珍版原本”，每行 21 字，左右双边，

单鱼尾，有书名页，但半页 10 行，不属于《武英殿聚珍版丛

书》零种。扫叶山房刻本《旧五代史》、《东观汉记》，目录、提

要、正文首页首行下端都题“武英殿聚珍版原本”，半页 12

行，行 25 字，白口，四周半边，单鱼尾，版心下端无校者，却题

“扫叶山房”。它们只是内容仿武英殿聚珍版，版式完全不同。

3.3 版框大小

殿本的 4 种刻本半页 10 行，每行 21 字，版框较大，半页高

21cm，宽 15cm；活字本高 19cm 左右，宽 12.5 cm 左右。福建、江西

本与殿本大小相近。广东本略小，高约 17.5 cm，宽约 11.5 cm。浙

江、江苏本最小，高约 13 cm，宽约 9 cm，是翻刻本中的袖珍本。

3.4 字体

福建本是影刻本，字有大小，行列不齐，与殿本惟妙惟肖，

但刻锋毕露。江西本是仿刻本，也接近殿本，但刻工分工合作，

又补版太多，常常一部书好几种字体，前后悬殊。江苏本、浙江

本版框小，字体娇小清秀，笔道纤细。广东本笔粗墨浓，版框也

宽，字间距小；偶尔也有字间距较大，墨色极深，极像活字的，但

不像殿本的活字，翻阅整册书，又有字体连属现象。

3.5 刊刻记

福建、江西、广东本都无刊刻记，江苏、浙江本中很多附

有刊记，遍载苏州府、杭州府中督刊、校字承刊的官员、学生

姓氏，这是鉴定翻刻本最有力的证据。

3.6 避讳字

福建、江西、广东、江苏本避康熙帝讳“玄”都是缺末笔，浙

江本都改为“元”。如《直斋书录解题》中的《太玄经》，浙江本作

《太元经》。因江苏、浙江本不是每篇都有刊刻记，利用这个讳

字可以提供很大帮助。由于福建本刊刻时间很长，它和江西本

一样都经过修版，利用讳字还可以判断刊刻年代。避道光帝讳

“宁”、同治帝讳“淳”的，就是道光、同治年间修过版。如江西本

中有同一册书，前面避“淳”，后面又不避的。纸张较新，字体统

一，又避“淳”的，就是光绪年间福建增刻本。广东本光绪二十

五年出全，所有“宁”、“淳”都避讳，非常严格。

3.7 参考《中国丛书综录》
《中国丛书综录》在《武英殿聚珍版书》的每一个子目下都

注明有哪些版本，如殿本、福建本、广东本、江西本、浙江本。因

江苏本数目不清，没有列入。如果前 5 个版本都有，则一概不

列。哪些是福建光绪二十年增刊，哪些有拾遗、附录、总论、校

勘记，《中国丛书综录》都有详细记载。由于它是根据完整的丛

书著录的，比较可信。如《新唐书纠缪》20 卷附校勘记 2 卷，只

有福建光绪二十年增刊本、广东本，其他版本可不用考虑，福

建本与广东本版式不同，比较好判断，出版年代也确定了。《蒙

斋集》20 卷拾遗 1 卷，有殿本、江西本、福建本、广东本，殿本、

江西本均无拾遗。从内容方面，可以将江西本判定出来。

此外，广东本有书名页，江苏书局光绪十年（1884）开雕

的《唐会要》有书名页和牌记，其他版本都无书名页。

如果本图书馆有整部丛书，最好用零种与丛书进行核

对，这是鉴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零种最可靠的方法。首都

图书馆藏有广东本 1 套、江西本 3 套。如《拙轩集》有多处断

版，用以上方法判定是江西本，与江西本丛书对照，字体、版

式相对，断口比丛书小，可以证明是同一种版本，且印刷较

早。《金渊集》也判定是江西本，与丛书本一对，发现开篇《御

制题仇远金渊集》字体不同，卷 1 第 1 页相同，第 2 页又不

同，后面则完全相同。此书有断版，断口比丛书本小，而不同

的两页，丛书本没有断口，字迹清楚，原来这两页是补版。《白

虎通义》从版式上判断是广东本，因字体粗黑，极似木活字，

未免怀疑，与广东本丛书一对，完全相同，疑虑顿消。

殿本、福建本、浙江本、江西本、广东本合起来有 509 种，

江苏本按 20 种算，共有 529 种。殿本当初印刷 300 部，翻刻本

一再修版，印数应在殿本之上。而目前全国整套保存的并不

多，散佚的零种至少有数万种。厘清这些零种的出版地、出版

时间，是古籍普查的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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