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

《科學史通訊》第 39 期(2015.09)

談「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的整理實踐與思考──
以《王禎農書》為例
孫顯斌 *

摘要
選刊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策劃組織，是科技史、古典文獻、圖書館與出版界
的通力合作，採取圖文對照的版式，將書影與錄文、校釋文字對照排版，同時附帶學術導言，
說明作者、學術成就、版本源流及整理情況等內容。《王禎農書》的版本系統並不複雜，且
早有整理本問世，研究者多所憑藉。但這次圖文對照重新整理發現原整理本限於當時條件所
根據的版本情況與聲稱不符，產生了誤導。圖文對照的方式則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典籍原貌，
又提供了點校整理成果，方便研究和閱讀使用和檢驗。

關鍵詞：古籍整理、王禎農書、版本、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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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科技典籍整理出版的背景
作為一個擁有數千年悠久文明的古老文明，中華文明曾經為人類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其中
古代科學技術成就舉世矚目。又因中國印刷術的早熟與發達，前人留存記錄與傳承古代科技文明的
典籍卷帙浩繁、蔚為大觀，使得後人有充分的資源去了解與認識這些神奇創製，同時也是世界認識
理解中華文明傑出智慧的重要途徑。
近年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終於揭示出這一典籍寶藏的數量，
《總目》前言稱現存 1912 年以
前出版的古籍約 20 萬種。我們按圖索驥，對《總目》中與科技相關的典籍數量做了粗略估算，這些
典籍主要分佈於如下幾個類屬：史部地理類總志之屬（444 種）
、政書類考工之屬（81 種）以及水利
之屬（314 種）
，子部農家類（467 種）
、譜錄類花木鳥獸之屬（339 種）
、醫家類（6684 種）
、天算類
（1656 種）
、新學類（884 種）
，合計 10869 種。西學東漸典籍除此處「新學類」
，又據《近代漢譯西
學書目提要（明末至 1919）
》推算，合計 1678 種，其中心理學 25 種，地理 272 種，自然科學 1381
種。當然，
「漢譯西學」和「新學類」有部分重合，由此估計現今留存古代科技典籍數量在 1.2 萬種
左右，約佔古籍總量的 6%左右。
從上個世紀「新文化運動」以來，
「科學」地「整理國故」便成為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一
部分。胡適在 1919 年 12 月《新青年》第 7 卷第 1 號《
「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研究問題、
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拉開了「整理國故運動」
，同年，北京大學國文系下設語
言文字、文學、整理國故三科。1958 年 2 月，大陸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立；1983 年 1
月，大陸衛生部成立全國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1983 年 9 月，大陸教育部批准成立全國高等院
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秘書處設在北京大學中文系；1984 年 9 月，大陸國家民委成立全國少
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1959 年，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了第一個古典文獻專業，系統培養古
籍整理專業人才。1983 年以後，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南京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高校也
增設了古典文獻專業。1983 年後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負責組織、協調全國高校的古籍
整理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各高校的八十多個古籍研究所共有專兼職人員近兩千人，培養了大批古
籍整理人才。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於 2008 年 9 月 22 日由大陸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
爲中國出版協會下屬的二級組織，現有理事單位 28 家，編輯近千人，每年出版整理古籍近千種。一
個世紀以來，尤其是 1949 年以後，古籍整理事業得到較快的發展，據《新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總目錄》
估算，民國以來整理古籍近 2 萬種，約佔存世總量的十分之一。然而，科技典籍與文史領域的整理
出版成績相比，無論整體規模與系統性，還是整理方式的多樣性，都存在這一定的差距，有關問題
在張柏春《中國科技典籍選刊序》有較詳細的論述。科技典籍中醫學類典籍因為涉及應用，整理數
量最多，估計超過存世數量 10%，農學次之，其他科技典籍整理十分有限，估計不超過 2%，所以對
於科技史研究來說，基礎文獻的整理出版是亟待解決的瓶頸問題。

一、《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的策劃與組織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以下稱《選刊》）是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湖南科學技術出
版社合作策劃組織，目前已被列入大陸「2011-2020 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
，第一、二、三輯共
11 種已獲得 2013-15 年度資助，第一輯三種已經面世了。
《選刊》策劃的宗旨是傳承中華科技文明悠
久而燦爛的文化傳統，提供高質量、可靠的文獻整理成果，爲學術研究和利用提供方便。這次整理
在方式上參照了張柏春等國內外同行合作整理的《傳播與會通──《奇器圖說》研究與校注》
，採取
圖文對照的版式，將書影與錄文、校釋文字對照排版，這樣既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典籍原貌，同時又
提供了點校整理成果，方便研究和閱讀。眾所周知，圖像影印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典籍的原貌，但
是既不方便閱讀，也不方便展示校勘成果。而做過點校整理的同仁都有體會，百密一疏，再仔細認
真也難免出現漏校等情況，以致形成對讀者的誤導。更不用說整理時使用底本的不規範問題了，章

Great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78

《科學史通訊》第 39 期(2015.09)

培恒在《關於古籍整理工作的規範化問題──以底本問題為中心》1中指出至少有底本選擇不善，點
校失誤；不說明所用的底本；不忠實的以其交代的底本為底本；改動底本文字不說明等幾方面的問
題。
我們的選目要考慮覆蓋的廣泛性、代表性、研究閱讀需求的前瞻性，當然是否有合適的整理者
是最關鍵的問題，既要熟悉所整理典籍的內容又要有古籍整理的訓練和經驗，最重要的是有從事整
理工作的熱情和一絲不苟的學術態度，這在當今浮躁的學術氛圍中才是最難能可貴的。圖書館界同
仁的大力支持更使我們幹勁倍增，在此基礎上，我們計畫以每年三至五種的進度整理出版。

二、以《王禎農書》為例談典籍整理的幾點看法
《王禎農書》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出版過王毓瑚的整理本2，學者們多所憑藉。實際上此書的
版本系統並不複雜，經過我們的初步考察，確認嘉靖本是該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祖本，但是一直沒
有影印出版，非常遺憾，於是決定以嘉靖本為底本進行新整理。在整理過程中發現王氏的整理本限
於當時條件，問題不少。3按王氏所說文字以四庫本作底本，插圖以嘉靖本作底本。很遺憾王氏沒有
指出他用的四庫本具體是哪個本子，在王氏整理時，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淵閣本還沒有出版，
文溯閣本恐怕也難看到，他最可能見到的就是藏在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本，但是經過我們將這兩個
四庫本與王本比對，發現其與兩個四庫本都有大量文字差異，而這些差異往往與聚珍本系統相合，
這說明王氏起初的工作底本不是某個四庫本，而是某個聚珍本系統的本子，進一步核對發現應該是
農報本或以農報本爲直接祖本的萬有本。王氏後期雖然用文津閣本做了比對，但做得很不徹底。王
本甚至還有一些異文不同於所有四庫本系統，而與嘉靖本系統相同的情況。另外，王氏所用嘉靖本
最初的工作底本恐怕也是其他嘉靖本系統的版本，而非祖本。
實際上，無論是文字還是圖像，嘉靖本都優於四庫本系統，嘉靖本的缺點在於有不少明顯的訛
誤，所以初判之下，容易得出「舛訛漏落，疑誤宏多」的結論，但是這些訛誤多爲形近音近而訛，
校正並不困難。相比之下，四庫本系統經過嚴格的校改，這種低級失誤很少。如《穀譜•粟》
「早田
凈而易治，晚者蕪薉難出」
，
「出」四庫本作「治」
，此段雖是《齊民要術》文字，但從《農桑輯要•
種穀》轉引，嘉靖本與元刻《農桑輯要》同，並且《齊民要術》金澤抄本亦作「出」。4通過考察，
發現在四庫本問世之前，
《王禎農書》已多有流傳，影響廣泛，但是這些引用全都依據嘉靖本系統，
四庫本所謂依據的永樂大典本幾乎毫無影響。例如《農器圖譜·田制門》「區田」：「又參考《氾勝之
書》及《務本書》
」為《農政全書》所引，石聲漢《農政全書校注》校記稱王禎引文作「務本新書」，
「諸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
，石校稱王禎引文「丘城」上無「田」字，
「則地利自饒，雖遇災」
，石
5
校稱王禎原書「災」字上有「天」字。 實際上石聲漢依據的是四庫本系統，嘉靖本系統與《農政全
書》引文全同，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從校勘的任務而言，如果能夠幸運的看到作者的手稿，雖然我們仍然要憑藉手稿對文本的形成
進行分析，但畢竟這是文本的原貌。現實中我們往往只能獲得經過歷史流傳形成的文本，這就需要
文本還原。傳統學術中應對這項工作的是版本學和校勘學，版本分析的目的是建立起文本流傳的譜
系即版本源流，為此要依據文獻的載體、刻印、序跋、文本異文等諸多因素共同分析，其中文本異
文對勘是校勘學的內容，版本源流不僅揭示了文獻流變形成的複雜過程，也為進一步校勘還原文本
奠定選擇底本和參校本的基礎。類似的，西方學術亦先後形成「折衷法」、「譜系法」和「底本法」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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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本還原方法，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學術中校勘學對應的英文術語為“textual criticism”，
《大英百
6
科全書》的釋義為「將文本盡可能接近地恢復其原始形式的一門技藝」。 這一定義將校勘學的文本
還原原理講得非常清晰明瞭。由於掌握的材料有限，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是「盡可能」的恢復文本
的原貌而已。同時，不能忽略的問題是文本形成與流變的過程，而文本形成的層層疊加情況卻比較
複雜，它既包含文本的流傳訛變，也包括不少的故意篡改，那些故作高明的校勘就是篡改的一種，
雖然看起來像「善意的」。從這個意義上，西方學術使用“textual criticism”這一術語顯然更貼切，
既包括文本原貌的還原，也包括文本發生過程的解析。大多數的古籍整理都是立足於還原文本原貌
的「定本」式方法，而缺乏文本發生過程的全面解析，這樣我們在使用其他文獻的引用情況討論文
本的歷史影響時，就像上文所舉《王禎農書》的例子有時容易指鹿為馬，這是因為往往一些常見的
通行本影響更大。那麼作為補充，提供各種版本的異文匯校情況也亟需納入到學術整理典籍的程式
中來。
雖然前人整理的《王禎農書》有不少問題，畢竟它在科技典籍中已經算是不錯的整理成果了，
這說明典籍整理真是任重道遠。

6

蘇傑，《西方校勘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05），
〈編譯前言〉，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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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Editing the Series of Chinese Classics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SUN Xianbin*

Abstract
The Series are schemed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AS, and are the
results of concerted efforts by historians,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ers, librarians and publishers.
The Series provide facsimiles and corresponding texts with punctuations, annotations and notes of
collation. Also attached is an academic preamble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re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edition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editing, etc.The editions of Agricultural Books of Wang Zhen are not complicated, and edited
version that many researchers rely on was published a few years ago, but we found that the
editions that the last editor claimed to use differed from the real text, which caused much
confusion. Editions with both facsimiles and corresponding texts could keep the original look
while being easy to read or examine.

Keywords: Classics editing, Agricultural Books of Wang Zhen, edition, Textual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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