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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温州文献丛书》的编纂特色、选题标准、整理方法和要求。《丛书》大规模开发温州历

史文化宝藏，提供多个领域的新成果，具有文献价值、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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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编辑部主持编纂的《温州文献丛书》，已于 2007 年 3

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温州文献丛书》列为温州市文化建设重大工程之一，市政府

拨出专项经费，设立编辑部，组织我市专家学者（邀约部分外地学者）进行纂修。它于 2001 年 5

月启动，至 2007 年 3 月全部出齐，历时近六年。全书共四辑，收录历代及近今乡贤 73种著作，

编为 40 部，分 48 册出版，总字数计 2 000 万字。 

《温州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是一件令人鼓舞的文化盛事。1992年原温州师范学院（今温

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曾计划编辑“温州文献丛书”，列出第一辑十种书目，但限于经费和条

件，除出版《林景熙集校注》（列入“两浙作家文丛”）外，其余皆未能如愿。现今在市政府的支

持下，丛书出版经过 41位学者五年多时间的共同努力，终于圆满成功，的确令人欣慰。 

一、《丛书》的选题和目标 

《丛书》规模大、范围广，时间跨度从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

历史、哲学、文学、语言以及社会、民俗、文物、医学、科技等领域。丛书的编辑宗旨是：发扬

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作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推进两个文明建设，

向广大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套完整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

资料[1]。丛书的选材原则，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突出学术价值高、富有原创性、

影响较大的历代乡贤著作。丛书项目的设计，是在广泛参考的基础上，经过审慎考虑取证和严格

斟别筛选最后确定，并邀约相当的专家学者承担任务。温州历代重要的文献著作，除已经出版的

别集如王十朋、陈傅良、叶适、永嘉四灵、林景熙、高则诚、刘基等，近现代如陈虬、宋恕、陈

黼宸、夏承焘、苏渊雷等，专著如《习学记言序目》《宋宰辅编年录》《真腊风土记校注》《礼记

集解》《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等以外，余下的精要部分几乎囊括于其中了。 

丛书的选题是做得好的。这里有多部重头书：关于永嘉学术的，如周行己集、二刘集（刘安

节、刘安上）、二郑集（郑伯熊、郑伯谦）、薛季宣集、许景衡集；文学如李孝光集、何白集；明

清名家如张璁集、项乔集、孙锵鸣集、黄体芳集；近现代如洪炳文集、黄群集；总集如东瓯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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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瓯词徵；专著如六书故、弘治府志、岐海琐谈、瓯海轶闻、温州经籍志、孙氏父子年谱等。另

如汇编之著多部，也都很有价值（详后文）。 

《丛书》制订了编校体例，采取适当的整理方法，重视撰写前言、编辑附录，提倡谨实的作

风和朴学精神，多查考，不妄改，详明出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甘坐冷板凳的心态黾勉始终，

本着对古人、读者、社会负责的态度精益求精。这就是《丛书》纂修同仁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 

二、《丛书》的整理方法 

《温州文献丛书》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加以系统整理，对原著进行适当的编校订补，并作探

索研究。具体方法有：编集、增补、校勘、标点、考辨、注释、前言、附录等。分述如下。 

（一）编集。有三种情况：一是旧集新编。在原集基础上重作编次，统一以作者正名为集名，

将原有各种命名的著作加以整编。如《王理孚集》，原有海髯诗二卷、补遗一卷、海髯词一卷、

杂著专著数种，新辑佚作若干，现予统一编次，编为四卷。原著有些是稿本，如《孙衣言孙诒让

父子年谱》、《东瓯词徵》，须细加辨识，工作量更多。《年谱》保存了很多原始资料，极具价值。

整理者根据公开出版的要求和读者的需要，作了必要的调整。《张棡日记》去芜存精，从 270 万

字手稿选辑 1 200 余则（约六分之一），颇便阅览。《岐海琐谈》拟定细目，眉目清楚，方便寻检。

《何白集》工作也做得细。二是编辑新集。从无到有，有筚路蓝缕之功。如《孙锵鸣集》，搜罗

全面，材料充实，堪称佳本。《洪炳文集》，为整理者多年积累，长时调查搜辑所得。《刘景晨集》，

编者关注刘氏生平著述历十五寒暑，贪多务得，广为采取，编排亦极有序。其他如《黄群集》、《梅

冷生集》等也做得好。三是汇编。《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是丛书中首先出版的。《温州历

代碑刻集》、《温州历代碑刻二集》收录广泛，前集录城区碑刻 210件，二集录各县碑刻 919件，

将碑刻实物与书面记载结合，具有文物、文献双重价值。《温州近代医书集成》编录医学著作 13

种，反映了近代温州医学研究的发达水平。《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东瓯逸事汇录》，前者收

1 471条，分 861 目；后者收 1 600 条，分 30卷，引书数百种，分门别类，纲举目张，用力甚勤。

这二书是我比较看重的。总之，无论用哪种方法编集，收入《丛书》的各种著作，都以新的面貌

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增补。丛书重视辑佚工作，勤下工夫补辑佚作，尽可能使原著臻于完备。从茫茫书海

钩沉史料，亦颇为不易。各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补。《东瓯三先生集补编》是对已出版的陈虬集、

宋恕集、陈黼宸集失收遗文的编录。《孙锵鸣集》较旧存稿增二倍内容。《东瓯诗存》补收作者 130

来人，诗 1 000余首（宋代增补最多，亦最见功力）。《东瓯词徵》将收录下限延至建国前，选补

也很多。《瓯海轶闻》、《温州经籍志》二书，我是很推重的。《经籍志》增补达四分之一，更充实

丰富了原书的内容，至此温州道光以前先贤著述可以概见。《轶闻》经仔细分析，辑引有关史料，

补足原本残缺部分。这二书经精心校理考订，使原著锦上添花。 

（三）校勘。用最好的刊本或钞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本及总集、别集、类书、方志、笔记、

杂著等，匡正错谬，择善而从。《龙门集·神器谱》分别用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隆庆

刊本、日本古典研究会和刻明清资料集本。《王叔杲集》采用台北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刘黻集》

到南京图书馆取校。《李孝光集》参校本达 47种之多。各书大量利用了温州图书馆、温州博物馆、

瑞安玉海楼的藏本、手校本。《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辑录各类杂著 14种，多为温图所藏稿本抄

本。《杨青集》亦多从温图、温博藏抄本稿本录出。《六书故》取用温图藏永嘉黄氏敬乡楼旧藏明

影抄元延祐刻本，堪称海内孤本，弥足珍贵。 

无论是旧刻本或四库全书本，存在误讹、衍脱不少（四库本尤多），所以甄别校订是十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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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丛书体例规定，凡校改之处，均出校记说明，避免妄改。举一个例子。李孝光五古《送王

成能生归番阳》有“安用四科续，蚤闻炅炔参”联。七古《次三衢守马昂书垒韵》又有“吴炔续

四科”句，句意仿佛。但“炅炔”、“吴炔”都不好懂，二者孰是？查考典源，《论语》有德行、

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汉书·儒林传·周堪》载：“（许商）号其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

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少音为政事，齐炔钦幼卿为文学。王莽時，林、吉为九卿……钦、

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参”为兼用之意。然后知诗意是称赞王生嗜学，兼有言语（吴章）、

文学（炔钦）之才能。校勘的内证与典源相互印证，可见“炅”为“吴”之形误不容置疑。 

（四）标点（包括分段）。标点虽为小道，但要做到正确无误，并不容易。古人说：“学识如

何看点书。”一个人水平如何，看他的断句施逗即可知道。有些疑难句子，经过查考才能确定。 

（五）考辨。对有关生平、史实、作品、评价、版本的疑难问题，需要加以考证辨析。周行

己《浮沚集》有二文，即《易讲义序》、《礼记讲义序》，见于他的老师程颐集中（《二程集·遗文》），

殆出误编。四库本、丛书集成本、敬乡楼本均沿用未作辨别。李孝光集中与同时作家互见诗 20

多首，《元诗选》各家名下并收，未作任何说明。李集校注特立“附考”栏目，加以辨疑。 

（六）注释。丛书全注有二种：《李孝光集校注》和《张协状元校释》。前书合校、注、考、

评于一体，论者称“在元代别集整理、研究方面开了一个良好的先例。”[2]后书吸收成果，同时又

有所发扬，是继钱南扬注本、王季思校本后又一自具特色的读本。其余各书也都有程度不等的注

解内容，着重介绍人物、史实、时间、地理。《弘治府志》注人物甚详。《洪炳文集》为入编的作

品都写了题记，介绍本末，揭概精要。丛书署为“编注、校笺、校注”者，笺注内容都比较多。 

（七）前言。前言绍述著者生平、成就、评价及版本等，表达了整理者的研究心得。好的前

言，就是一篇很有见解的学术论文。本丛书中，如考论周行己作为永嘉学派先驱者，他的学术思

想以及与二程洛学的关系；永嘉之学如何从性理转向事功及郑氏兄弟所起的关键作用；李孝光的

生平事迹、文学创作评价及互见诗辨；张璁的政治改革措施与明廷议大礼之争；何白的文艺观点

和诗文特色；孙锵鸣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造诣；《瓯海轶闻》的编纂特色和学术成就；刘景晨诗的

风格和他对社会之贡献，等等，皆能言之成理，对于研究哲学史、政治史、文学史和地方史具启

示意义。有的前言，已见刊《浙江社会科学》、《温州师范学院学报》、《温州大学学报》等。 

（八）附录。丛书将编辑附录列为整理出版的一项要求，引起整理者的重视，所以编有附录

也成为本丛书一个特色。广泛搜集有关本著作的资料，按专题加以分类编排，如佚目、传记、序

跋、唱酬、题咏、评论等，实为一简要的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不仅有助赏览，而且给读者提供进

一步研究的线索，金针度人，功德无量。附录资料要求征引翔实，出处详明。好几种书的附录资

料都编得很好。此外，周行己、郑伯熊、何白、张璁、项乔、孙锵鸣、杨青、刘景晨、王理孚等

都附有新编的年谱，知人论世，足资参证。 

以上各种方法，在丛书整理中是互为补充的，各书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并不强求一律。 

三、《丛书》的价值和意义 

《温州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文献价值，二是资料价值，三是学术

价值。《丛书》经过全面细致的编校订补，给读者提供了翔实可靠完备的原始文本（许多著作都

是第一次面世，此前罕为人知），并且带来了阅读和使用的极大方便，这是它的文献价值。《丛书》

丰富的附录资料也为研究者提供深入研究的史料线索，这是它的资料价值。《丛书》整理者有关

校订考证笺注的文字和在题解、前言中所表达的意见，或提出疑问，或寻求原委，或分析疑难，

或总结心得，都能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广开思路，可以引发和推动相应课题的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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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它的学术价值。 

近代温州曾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刊刻工作。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

丛书》15种 252卷，民国四年（1915）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14种 30卷，二三

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四辑 38种 289卷，嘉惠士林，成绩显著。《温州文献从书》

的纂修，是在承继前贤事业，并充分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出版，在温州文化史上

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可以说，《丛书》无论在规模或编校质量上都超过以往的几次整理刊刻。顾

亭林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前贤的工作可能还不够细密，后来的人就应该做得更加精致。 

《温州文献从书》出版后，发行国内外，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光明日报》、《中

华读书报》、人民网、国学网等相继作了报道和介绍。胡珠生先生说：“由于本丛书大规模开发温

州文献资料的宝藏，对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新成果，因此一开始就受到社会普遍欢迎。”[3]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致贺函说：“《温州文献从书》问世以来，国内出版界和海内外学术界好评

连连，并引发了各地古籍文献图书的整理出版热潮，为推动华夏文化的流播发扬，功莫大焉。”

（2007 年 3 月 23 日）北京大学中文系钱志熙教授对这一套丛书十分称赞，他在给笔者的信中建

议温州的文史爱好者、大学文科师生据此择题作专项研究。实际上，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研究

人员已利用《丛书》的资料，进行经济、历史、哲学、文学、语言、社会、民俗的专题研究，发

表多篇论文。可以预见，《丛书》的影响和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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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account for the edition features, standards for selecting materials, ordering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 of Series of Wenzhou Literature, which has develope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easures in a large scale and provided the new products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aspects of literature, data and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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