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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雠新义》的成书、版本与传承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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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定友先生所著的《校雠新义》是一部融贯中西的图书馆学经典著作，其成书得益于杜先生１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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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有待落实、书目记录尚待廓清、系统研究亟待推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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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定友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图书馆学家
之一，与刘国钧、沈祖荣等图书馆学先驱们一同推动

了近现代图书馆学在中国的建立、发展与繁荣。在

近现代图书馆学家群体中，杜先生“图书馆学方面

著述最多，创见最多，涉及面最广，影响也最

大”［１］前言，“一生共撰写图书８５种（已出版５５种），
论文４４８篇（已发表３１６篇），近六百万字”［２］，其著
述成就不仅冠绝前人，后人同样难以企及。杜先生

的图书馆学著述，绝大多数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风

格，但有一种著作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即１９３０年
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的《校雠新义》。该著题名与

体例仿自章学诚《校雠通义》与郑樵《通志·校雠

略》，分类例、四库、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编次、书

目、藏书、校雠等１０卷，是对古代图书馆学，即校雠
学、目录学研究的总结与批判。并且该著采用仿宋

版装帧，繁体竖排，不加标点，与杜氏的其他著作大

相径庭。若不详细审读与领会，加以知人论世的探

赜索隐，恐怕难免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解。正如王子

舟教授所言，“学科或专业的活力来源于两部分：一

是对过去的记忆；一是对未来的期望”，图书馆学研

究者应当“重读近现代图书馆学典籍”［３］，重拾学科

记忆，如此才能使图书馆学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不

忘初心。因此，笔者以图书馆学传统的版本学方法

为基础，秉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旨趣，考

究《校雠新义》的成书、版本与传承问题，以期揭开

其厚重的历史面纱。

１　《校雠新义》的成书过程
１．１　中西教育经历奠定《校雠新义》创作基础

１９０５—１９２１年是杜定友先生的求学时期，其所
接受的中西教育奠定了《校雠新义》的创作基础。

１９０５年杜先生开始接受私塾教育，曾受业于一位黎
先生，学完了《四书》与部分《诗经》［４］。１９０９—１９１８
年其先后就读于广肇公学、益智学校、南洋小学、南

洋中学。１９１８年，南洋中学举办国文大会，其“幸获
第三名，赏古书一部”。时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

南洋公学，南洋中学为其附属中学）校长、国学家唐

文治对其赞叹不已：“我以为你只有英文体育很好，

原来你的国文也不坏。”［５］虽然杜先生谦称“国学水

平根底很差”［４］，但实际上在少年求学之时已经有

所积淀。１９１８年，杜先生获得留学菲律宾的机会。
当时一方面南洋公学正在修建图书馆，亟需专家主

理事务，另一方面南洋公学有一笔捐款在菲律宾，未

免汇款之烦，因此将其“汇”去菲律宾大学学习图书

馆学［５］。当时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深受美国

影响，因而杜先生实际接受的是美式图书馆学教育。

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主要课程包括“初级参考咨询

工作”“初级分类与图书编号”“初级编目与主题标

目”“图书评估与选购”“图书馆史”“图书馆管理”

等，使用的教材基本是美国的图书馆学教材，如达纳

（ＪｏｈｎＣｏｔｔｏｎＤａｎａ）的《图书馆入门》（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ｒｉｍ
ｅｒ）。并且杜先生兼修文学、教育学，最终获得了菲
律宾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教育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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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理学学士学位”“文科副学士学位”“中学教师资

格证书”［６］，系统学习了教育学等与图书馆相关的

科学知识，建立了完备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更为

重要的是，杜先生在菲律宾不仅学习了理论知识，并

付诸图书馆实践，“对于图书馆业务，驾轻就熟”，而

且形成了中西结合的图书馆学观念，指出“中国向

无图书馆学，外国的方法未必适合”［５］，因而致力于

创造适合中国的图书馆学方法、工具，推动图书馆学

本土化。国学传统的初步认知、系统的西式图书馆

学知识以及杜先生本人的好学态度、善学能力，共同

构成了《校雠新义》的创作基础。

１．２　四次沪穗往来促成《校雠新义》出版问世
１９２１—１９３０年杜定友先生辗转于上海与广州

之间，其中４次重要的沪穗往来经历促成《校雠新
义》付梓。１９２１年学成回沪后，杜先生求职于母校
图书馆。但由于唐文治老校长去职，校图书馆所托

非人，杜先生不得已离沪赴穗。此次到沪，虽然未能

报效母校，但他亲眼见到非图书馆学专业人士主持

图书馆事业的弊端，坚定了终生投身图书馆事业的

信念。到广州后，杜先生先后任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校长、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图书仪器事务委员、广东省

图书馆主任等职，着手推进广东图书馆事业建设、馆

员培训与专业教育。但当时由于杜先生聘请参加过

五四运动的李朴先生担任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的国文

教员、发表《世界图书分类法》打破传统四库分类的

“经部”、将广东省图书馆建设为开放阅览的新式图

书馆等举措遭受封建守旧势力的严厉反对，以至于

“康有为听见了，说要杀我（杜定友）。章太炎的兄

弟章箴说：我姓了杜，就盲从杜威。刘学洵说我自幼

生长美洲，不识中文”［７］，其在回忆录中也说到“《校

雠新义》是因为一句话而作的”，即刘学洵所说“杜

氏生长美洲，不谙文字”［８］。在此情况下，他于１９２３
年离开广州，奔赴上海。此次在沪，先后出版了《图

书馆通论》《图书分类法》《图书目录学》等著作，发

表《图书馆学之研究》《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四

库全书述略》等论文，发起创建上海图书馆协会、中

华图书馆协会、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在理论研

究与事业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的中西图书馆学

知识体系。１９２７年杜先生再次因故离沪返穗，此次
在穗时期是《校雠新义》写作的成熟期。１９２８年他
发表的《类例论》，即《校雠新义》的第一卷，提出了

“中国无分类法”［９］这一重要命题。同年还发表了

《校雠新义》的自叙部分，该文末尾“编者按此书为

杜君最近精可之作，对于我国目录学有所论列，全书

约十万言，将于暑假以内脱稿云”［１０］。可知《校雠

新义》在１９２８年左右已经基本定稿。１９２９年他再
次离开广州，来到出版事业繁荣的上海。１９３０年
《校雠新义》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自此，在四

次重要的沪穗往来后，《校雠新义》正式问世。

１．３　学术思维转向融贯《校雠新义》撰述始终
在初窥图书馆学门径、投身图书馆事业、最终成

为理论与实践大家的人生历程中，杜先生的学术思

维一直跟随时势而不断调整，并且融贯于《校雠新

义》从开始创作到出版问世的全过程。杜先生早在

留学时期就形成了中西结合的图书馆学观念，在极

力推崇西方图书馆学的同时，不忘将其进行本土化

改造，以求适应中国国情。回国之后，其对古代图书

馆学，即校雠学、目录学等的认识愈加深入。１９２５
年他指出传统的“校雠之学”“是图书馆学者必需

的”［１１］。班固、郑樵、章学诚等的研究以及历代书目

的编纂“都是研究图书馆学的成绩”［１２］。可见其对

于传统图书馆学并非一味批判，而是有着深入认识

并抱以赞赏态度。但由于“社会上对于图书馆的冷

淡”“经济的压迫”“社会的不安静”“社会上的一般

旧势力”以及藏书楼“静的习惯”［１３］等因素，图书馆

事业的进展极为缓慢。因此杜先生着手创作《校雠

新义》，“从粉碎旧目录学入手，企图摇动其根基，灌

输新图书馆学”［１４］，以西式图书馆学为出发点，全面

总结、批判古代图书馆学的不足，以求改变封建守旧

观念，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杜先生亦自陈“我们

十年来努力的结果，不过是多了几块图书馆的招牌，

添了几只饭碗，此外，还有几本残篇断简和面黄肌瘦

的馆员而已”，对于前人“还没有到时候，恐怕徒劳

无功”的态度觉得“也不毫无根据”，对于打破经部

所带来的非议“也悔不当初了”。不过他并未就此

灰心，反而认为此时“正是我们努力之时”。一方面

要积极保存文献，以应将来社会稳定时的需求［７］；

另一方面要“跳出图书馆技术范围”，从文化、读书

乃至银行、政治等方面宣传图书馆事业，引起社会的

重视［８］。无论是力求中西学术融合，还是大力批判

封建守旧观念，抑或放眼社会大环境，都是为推进图

书馆事业而根据时势对自身思维的灵活调整。《校

雠新义》成书于杜先生的人生中段，是其学术思维

转向的特殊见证。

２　《校雠新义》的版本演变
２．１　民国时期《校雠新义》的首次出版

１９３０年３月《校雠新义》由中华书局在上海首
次出版（以下称“１９３０本”），分上下两册，线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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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函，函套上有题签“校雠新义 上海中华书局印

行”。１９３０本为繁体竖排的仿宋版装帧，自叙部分１
叶①，上册目录３叶，上册６０叶，下册目录２叶，下册
６６叶，勘误表１叶，合计１３３叶。全书包括５个主
体部分，即封面、牌记、正文、勘误表、版权页。上下

册封面皆有题签，为篆体“校雠新义”，行楷“上册”

与“下册”，落款“桂埴检”。桂埴，字东原，广东南海

人，《宝凤阁随笔》称桂埴“工小篆，苍健秀逸”［１５］。

桂埴曾任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总领事，杜先生在留

学期间受其照拂，并与其子、甥往来密切［１］２０１。牌记

部分，题有镂空隶书“校雠新义十卷”。正文部分包

括自叙、上册、下册，栏线四周双边，半叶１３行，每行
３６字，夹有双行小注。其中每卷首有“校雠新义卷
×南海杜定友撰”，占３行。版心部分用单鱼尾，分
别题有“自叙”“上册目录”“上册卷×”“下册目录”
“下册卷×”“勘误表”以及对应页码。上鱼尾之上
题“校雠新义”，下黑口象鼻之右题“中华书局印

行”。自叙部分曾以《校雠新义》之名于１９２８年刊
载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 ３卷第 ２期。
上册分６卷６０节，为“类例第一”７节、“四库第二”５
节、“经部第三”１２节、“史部第四”１５节、“子部第
五”１４节、“集部第六”７节。下册分４卷２６节，为
“编次第七”９节、“书目第八”９节、“藏书第九”５
节、“校雠第十”３节。全书合计１０卷８６节，其中卷
一“类例第一”曾以《类例论》之名于１９２８年刊载在
《图书馆学季刊》第２卷第４期。勘误表１叶，分上
下两栏，记“卷”“页”“行”“误”“正”，共勘误４２处。
封三为版权页，题名信息为《校雠新义（全二册）》，

责任者信息为“著者 杜定友”，出版发行信息为“发

行者 中华书局 印刷者 中华书局”“民国十九年三

月印刷 民国十九年三月发行”，获得方式信息为“定

价银一元（外埠另加邮汇费）”。１９３１年 １１月《校
雠新义》由中华书局再版（以下称“１９３１本”）。不
过１９３１本与１９３０本之间并无显著的版本区别，勘
误表中的错误也一仍其旧，仅在版权页中添注“民

国二十年十一月再版”，因而此次“再版”实际上只

是“重印”而已。

２．２　１９４９年后《校雠新义》的大陆地区版本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校雠新义》所受关注

不多，改革开放后才再次在大陆出版。１９８９—１９９６
年，以“保存史料，抢救文献”［１６］为宗旨的《民国丛

书》共出版了５编５００册，收书１１２６种［１７］。其中

《校雠新义》与蒋元卿先生的《校雠学史》、胡朴安先

生等的《校雠学》合订为第３编第４２册，由上海书

店于１９９１年出版（以下称“丛书本”）。丛书本明确
标注了“本书据中华书局１９３０年版影印”，底本为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卷一首页右下角钤有“复旦

大学图书馆藏”篆体朱文方印［１８］。不过原书勘误表

与版权页不知何故并未一同影印。

１９９１年，上海书店等《民国丛书》编纂单位“为
便利读者选购”，于是选择丛书中的若干种以单行

本形式发行，也是“悉依原貌，不作删改”的影印出

版。其中《校雠新义》以单行一册的方式印行１５００
册（以下称“选印本”），版权页显示其题名信息为

《校雠新义》，责任者信息为“杜定友著”，出版发行

信息为“上海书店出版”“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

行”“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第一版”，标准书号与获得方式信
息为“ＩＳＢＮ７－８０５６９－４５８－３／Ｇ·３１”“４．４０
元”［１９］。选印本内容与丛书本一致，但笔者购得的

两本选印本都缺少下册第６２—６３叶，不知是偶然缺
页还是全部印行的１５００册都缺页。另外，选印本封
面与版权页题名为《校仇新义》②，题名页则仍为《校

雠新义》，与丛书本相同。

２０００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出版了一套９卷本《领导经典浓缩书》，其中第７
卷收录了《校雠新义》部分内容（以下称“浓缩

本”），分为“类例”与“目录学”两部分［２０］。浓缩本

最大的特点在于使用了简体横排的排版方式，文末

附有导读，但其只是节录原文主要内容，残缺不全。

２００５年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开展“民
国籍粹”项目，“限量复制”部分民国经典旧籍，于

２００８年完成［２１］，《校雠新义》亦在其中（以下称“籍

粹本”）。籍粹本分上下两册装订，书脊部分有篆体

“民国籍粹”蓝文仿章标识。其内容虽为影印，但裁

去了原文版心，并在正文每页下端居中标注了阿拉

伯数字页码。籍粹本并无版权页，故不清楚其底本。

不过据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 ＯＰＡＣ信息，底本当
为１９３０本［２２］。

２０１２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与中山大学图书
馆组织编纂了２２册的《杜定友文集》，其中《校雠新
义》收录在第４册第１—２６８页（以下称“文集本”）。
文集本影印自１９３１本，底本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藏本，第１页钤有“广东省人民图书馆图书”朱文方
印［２３］。其中奇数页右侧标注“校雠新义 四· ×”，
偶数页左侧标注“杜定友文集 第四册 四· ×”（×
为页码数字的大写）。

以上５个版本中，丛书本与选印本流传较广，并
且选印本为单行一册，便利了研究者对《校雠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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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与利用。

２．３　１９４９年后《校雠新义》的台湾地区版本
１９５０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掀起了“翻印”古籍的

热潮［２４］。１９６９年《校雠新义》由台湾中华书局翻印
出版，分平装与精装两种（以下称“台一本”）。根据

其版权页，题名信息为《校雠新义》，责任者信息为

“撰者 杜定友”，出版发行信息为“发行者 刘克寰

印刷者 台湾中华书局印刷厂 发行处 台湾中华书

局”“中华民国五十八年元月台一版”。台一本的封

面沿用了桂埴题写的书名，并对内容进行了一定的

校正与调整。一是订正了原书勘误表中的错误，因

而台一本无勘误表；二是将上下册目录合并，置于自

叙与正文之间，依次标注页码，并且目录部分栏线为

四周单边，版心上鱼尾之上没有旧版的“校雠新义”

字样；三是合并上下册正文的页码，自上册最后一叶

“六十”后，下册卷七第一叶标注“六一”，合计１２６
叶，并且正文部分的版心隐去了旧版的“上册”“下

册”字样。虽然台一本影印自民国旧本，但不清楚

其底本为１９３０本还是１９３１本。
１９７７年，杨家骆先生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续

编初稿》由台湾鼎文书局出版，包括《经籍典》《选举

典》《食货典》等。杨先生对《古今图书集成·理学

汇编·经籍典·经籍总部》“于郑樵《校雠略》只字

未引，至郑氏《艺文略》则散引于各部”的做法“最不

解”，认为陈梦雷对“郑氏精诣所在，全然未能注视

也”，于是在《古今图书集成续编初稿·经籍典》中

收录“校雠学系编”，分“刘氏系”“郑氏系”“章氏

系”，将刘向、郑樵、章学诚及其后继者的著述影印

汇集为一编，其中“章氏系”第６种即为《校雠新义》
（以下称“续编本”）［２５］。续编本虽未注明底本，但

通过比勘可知其影印自台一本。

１９７９年台湾盘庚出版社出版的《文史丛刊》第
１６号———《中国图书研究》，由１４种校雠、目录、版
本学著作组成，皆为影印，分８册装订。其中第７册
第２种“文史丛刊０１６之１１”为《校雠新义》（以下称
“盘庚本”）。盘庚本亦未注明底本，但实际也是影

印自台一本。

２０１９年台湾中华书局再次影印出版《校雠新
义》（以下称“台二本”）。台二本版权页中，题名信

息为《校雠新义》，责任者信息为“作者／杜定友
撰”，出版发行信息为“出版者／中华书局”“发行人／
张敏君”“出版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台二版”“版本备
注／据１９６９年１月台一版复刻重制”，丛编信息为
“中华语文丛书”，标准书号与获得方式信息为“ＩＳ

ＢＮ９７８－９５７－８５９５－７２－９”“定价／ＮＴＤ３５０”。台
二本内容与台一本并无区别，只是封面、题名页、版

权页的出版者信息由“台湾中华书局”变为“中华书

局”。

《校雠新义》在台湾地区的４个版本，以台湾中
华书局的两种为主流。且台二本为近期新书，有助

于《校雠新义》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与利用。

３　《校雠新义》的传承问题
３．１　《校雠新义》的整理出版有待落实

《校雠新义》虽然有１１个版本，但实际上的传
播影响范围有限。如前所述，《校雠新义》首次出版

采用的是繁体竖排、没有标点的装帧方式。其后的

１０个版本，除浓缩本外，都是重印或影印１９３０本或
１９３１本。其中台湾地区的４个版本虽然略微调整
了内容结构，校正了勘误表的错误，但并未改变原有

版式。在标点符号普及使用的情况下，单纯影印原

文难以使《校雠新义》广泛传播。并且浓缩本虽然

是简体横排有标点的，但一来内容不全，不利于读者

认识《校雠新义》全貌；二来浓缩本在其所属的《领

导经典浓缩书·历史文化卷》中仅占３页，难以检
寻。１９４９年以来的９个版本，６个附于大套丛书或
多卷本图书之中，只有３个单行本，限制了一般读者
购阅《校雠新义》。此外，在古籍整理出版中，《校雠

新义》处于一种是古非古、鲜有关注的窘境。一方

面按照《学术出版规范 古籍整理》等标准，古籍主要

是指“书写或刻印于 １９１２年以前的书籍”，或者
“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前编撰出版，凡内
容涉及古代文化，采用传统著述方式，并具有古典装

帧形式的图书”［２６］。《校雠新义》首版时间为１９３０
年，严格按照标准而言并非古籍。另一方面，《校雠

新义》因是杜先生以西式图书馆学为基准来批判传

统校雠学、目录学的著作，其内容基本为校雠学、目

录学，故而图书馆学研究者对此关注甚少，一般文史

研究者也鲜有注目，故而在整理学科旧籍时《校雠

新义》难以获得出版机会。相较而言，同时期胡朴

安先生等的《校雠学》、向宗鲁先生的《校雠学》、姚

名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先生的《目录

学发微》、蒋伯潜先生的《校雠目录学纂要》等同类

著作在１９４９年后都实现了整理出版，甚至多次再版
以及出版注释、导读本，而《校雠新义》却始终未能

得到全面的整理出版。按照古籍整理方式来说，

《校雠新义》只实现了影印，点校、注释、今译、索引

等形式的整理仍有待于吾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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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校雠新义》的书目记录尚待廓清
１９３０年以来，相关书目对《校雠新义》多有登

载，但存在记录不准确的问题，其书目信息尚待进一

步廓清。根据笔者的调查，自 １９３０年以来至少有
１９种书目收录了《校雠新义》（详见表１）。其中以
中华书局逐年发行的《中华书局图书目录》为最早，

１９３１年的图书目录就已收录《校雠新义》。从调查
情况来看，《校雠新义》书目记录不准确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出版信息含混不清，乃至存

在错误。在１９种调查书目中，仅有４种记载了《校
雠新义》的出版年。其中１９５７年《图书馆学论文资
料索引》登录的出版年为“１９３５”，存在明显错误。
并且１９种调查书目都没有记录１９３１本的存在，使
后来者难以直接确定《校雠新义》的民国版本。此

外，２０１２年《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书目提要（１９０９—
２００９）》没有记载 １９３０本以外其他版本的相关信
息。丛书本、浓缩本、籍粹本或在大部头丛书之中、

或节录于多卷本中，台一本、续编本、盘庚本等相隔

台海，未曾收录亦情有可原，但１９３１本与选印本也
缺少记录实属不当。其次，排序失当。《民国时期

图书馆学著作书目》依题名拼音音序排列，故《校雠

新义》与《校雠目录学纂要》《校雠述林》《校雠学》

等应依“ｊｉàｏ”排序，但该目排入“ｘｉàｏ”处，没有复核
多音字以致乱序。再者，相关重要书目未收录《校

雠新义》。１９９４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１９１１—
１９４９》是收录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的权威书目，其
《文化科学·艺术》卷设“校勘学”类目，收录《校雠

学》《校勘学方法论》《校雠学史》等校雠学著作，却

遗漏了《校雠新义》［２７］。２００５年吴慰慈教授主编的
《图书馆学书目举要》设“文献目录学”类目，亦未收

录《校雠新义》［２８］。以上两种重要的综合书目与学

科书目都未曾登载《校雠新义》，使研究者即类求书

却难以获得相关书目信息，不利于《校雠新义》的传

承与研究。

表１　《校雠新义》书目登载情况

时间 出处 题名 责任者 出版发行
载体

形态

获得

方式
类别

其他

信息

１９３１年 中华书局图书目录［２９］ 校雠新义 杜定友 二册 一元 图书馆学

１９３２年 中华书局图书目录［３０］ 校雠新义 杜定友 二册 一元 图书馆学

１９３３年
全国出版物目录汇编 （第四

版）［３１］
校雠新义 杜定友著 中华 １．００ 读校法

１９３３年 现代书局图书总目［３２］ 校雠新义 杜定友著 中华 二册 １．００ 校勘；版本

１９３５年 全国出版物总目录［３３］ 校雠新义 杜定友著
Ｑ５（代指

中华书局）
二册 １．００ 校勘

１９３５年 生活全国总书目［３４］ 校雠新义 杜定友著 中华 １．００ 校雠；版本

１９３５年 中华书局图书目录［３５］
校雠新义

（仿宋版）
杜定友著 ４开本线装 １．００ 图书馆学

１９３６年 图书馆学书目题识［３６］ 校雠新义 杜定友 中华 有提要

１９３６年 中华书局图书目录［３７］
校雠新义

（仿宋版）
杜定友著 ４开本线装 １．００ 图书馆学

１９３７年 中华书局图书目录［３８］
校雠新义

（仿宋版）
杜定友著 ４开本线装

原售１．００

改售．９０
书目学

１９３９年 中华书局图书目录摘录本［３９］
校雠新义

（仿宋版）
杜定友著 线装 ．９０ 书目学

１９４１年 中华书局图书目录［４０］
校雠新义

（仿宋版）
杜定友著 ４开本线装 ．９０ 书目学

１９４３年 中华书局图书目录［４１］
校雠新义

（仿宋版）
杜定友著 ４开本线装 ４２．５０ 书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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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出处 题名 责任者 出版发行
载体

形态

获得

方式
类别

其他

信息

１９５７年 图书馆学论文资料索引［４２］
校雠新义

（十卷）
杜定友

上海

中华１９３５
校雠学

１９５８年 图书馆学书籍联合目录［４３］
校雠新义

（十卷）
杜定友

上海

中华书局 １９３０
２册

１９８７年
中华书局图书总目１９１２－

１９４９［４４］
校雠新义

（仿宋版）
杜定友著 １８开线装

图书馆学、

博物馆学

２０１１年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书目［４５］
校雠新义

（十卷）
杜定友

上海

中华书局 １９３０

２０１２年
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书目提要

（１９０９－２００９）［４６］
校雠新义

（十卷）
杜定友

上海

中华书局 １９３０
２册 文献学 有提要

２０１２年
中华书局百年总书目：１９１２－

２０１１［４７］
校雠新义

（仿宋版）
杜定友著 １８开线装

图书馆学、

博物馆学

３．３　《校雠新义》的系统研究亟待推进

后人对于杜定友先生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其在

基础理论、分类学、地方文献等主要领域的关注。对

于《校雠新义》，虽然自１９３１年就已有专文探讨，但

研究成果不多，改革开放以后才相对丰富，系统化、

全面性的整体研究则更是缺乏。《校雠新义》问世

之后，陈振东即于１９３１年发表《校雠新义商榷》，认

为《校雠新义》“重书目而不重目录，故有目录惟便

检查，于学术源流，文章派别，无所与焉之论也”［４８］，

表达了对《校雠新义》的批驳以及对“辨章学术、考

镜源流”传统的维护。何日章的《定友先生的三部

书》肯定了《校雠新义》明确“辨体”“辨义”以及“书

目”“目录”之分的价值［４９］。郭重威将《校雠新义》

视为“近来学术界富有革命性之著作”［３６］。日本学

者长泽规矩也则认为《校雠新义》“为杜氏之著书中

比较中国化者，然仍感其仅止于罗列资料”［５０］。改

革开放以后专门探讨《校雠新义》或其部分内容的

研究论文至少有 １１篇［５１－６１］。王子舟教授的专著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源自其博士学位论文，是

对杜先生人生历程、学术思想的全面研究，其中涉及

《校雠新义》的主要部分在于论述其对“图书分类学

的早 期 开 拓”［１］８２－８３以 及 “擅 于 继 承 尤 能 创

新”［１］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２“博宏与专精相融并重”［１］１５７的图

书馆学特征。以上研究成果或是对于《校雠新义》

的简要评点，或是只针对其中某一核心论题，或者限

于篇幅，尚谈不上系统、全面的整体研究。系统研究

对于《校雠新义》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阐释其内

容，更重要的是破除对《校雠新义》望文生义的误解

和实现其学理价值的传承与弘扬。在特定的时代背

景下，杜先生以“‘太史公’笔法”著成《校雠新义》，

不惜采取“虚无主义”的做法，实际这是用心良苦的

“革命手段”［１４］。因而亟需开展《校雠新义》的系统

研究，整理文字，知人论世，领会旨趣，阐扬学理，推

动其当代传承。

４　结语

采用版本学方法研究《校雠新义》的成书、版本

与传承问题，一方面是试图呼吁学界加强关于《校

雠新义》的整理与研究，全面、准确地领会杜先生创

作《校雠新义》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是为校雠学、

目录学、版本学等古典图书馆学研究的复兴鼓吹，以

求巩固当前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学科教育与事业实

践的历史根基。《校雠新义》处于民国时期中国传

统校雠学说与西式近代图书馆学激烈竞合的风口浪

尖，是一本既新且旧的融合之作，但其代表的是思变

求变、勇于转型的学术探索，是自省反思、锐意革新

的学科精神，彰显着中国图书馆学人在近代学科转

型与变革中的时代担当。今日的图书馆学同样处于

信息社会、知识时代、网络生态、科技革命的历史交

汇点，面临的学科变革压力远超过往。在思考未来

发展路向之时，不妨重新回头梳理来路。《校雠新

义》的整理与研究不仅是为了传承历史，更希望从

中获得学科转型的灵感与启迪。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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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校雠新义》采用传统古籍的线装装帧方式，左右两“页”合为

一“叶”。

②在１９５６年《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仇”为“雠”“%”的正

体字，后二者被视为异体字。而１９５６年《汉字简化方案》并未直接

提及“仇”“雠”“
%

”，只有言字旁由“言”简化为“讠”。１９６４年《简

化字总表》中，只有以“雠”为“雠”的简化字，并未涉及“仇”“
%

”。

１９８６年《简化字总表》（第２版）中，“雠”字下有注释“雠：用于校雠、

雠定、仇雠等。表示仇恨、仇敌义时用仇”。可知在１９９１年选印本

《校雠新义》出版时，“校雠”才是规范的字形。不过《现代汉语词

典》１９７８年版、１９８３年版，乃至 １９９６年版、２００２年版、２００５年版、

２０１２年版、２０１６年版，都保留了“仇”“雠”两个字头，并标注“雠”

“
%

”为“仇”的异体字或简体字，“雠”“
%

”为“雠”的异体字或简体

字，并且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使用简化汉字的习惯一时难以改正，甚至现

今仍有在非正式场合使用“二简字”的情况，故而选印本《校雠新义》

以“校仇新义”为封面与版权页题名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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