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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再现：

印刷技术转型下的叶德辉与三种善本

刘苑如
（中央研究院  中国文哲研究所，台北）

摘 要：晚清时期历经印刷术千年来的重大革命，照相不仅作为一种人像复制的技术，

也被运用在出版印刷，善本书、碑帖和古画逐渐由影刻、石印到珂罗版印刷，有了日趋完

美的拟真影像。然而精密的复制技术究竟是带来文化的增值？还是如班雅明所预测的灵光

（Aura）消逝？另一方面来说，技术不仅与物的生产和创造密切相关，同时也影响人类生存的

方式，规范使用者的行为，随之构建出原来没有的人生情境与抉择，形塑不同的思想。

叶德辉（1864-1927）历来被目为守旧派思想的收藏家和出版家，他大部分出版的书籍

都是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晚年则热中石印照相、珂罗版等新式技术。本文将以影宋《南岳

总胜集》、石印《晋唐楷帖》和珂罗版《艺苑留真》为例，探讨三种善本书生成流通的生命史，

二是分析叶德辉如何赋予复制藏品价值，最后则总结出版事业如何铭刻叶德辉的生命，也提

供了中国现代性的一种观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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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西方照相印刷技术的传入，晚清历经印刷术千年来的重大革命，照相作为一种人像复制的

技术，是否也被运用在出版印刷？在复制善本书、碑帖和古画等藏品时，逐渐由影刻、石印到珂罗版

印刷，如何有了日趋完美的拟真影像，创造更接近实际的视觉效果。由此，学者们不仅注意到西方印

刷术对中国印刷商业资本化的影响，b也关注新技术与当时中国遗产保存运动的关系，乃至于将传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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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参见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B.C. :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4. 中译本《古腾堡在上海 : 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 （1876-1937）》（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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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转化为美术的过程。a本文则欲探问精密的复制技术究竟带来文化的增值？还是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所预测的灵光（Aura）消逝？b另一方面来说，技术不仅与物的生产和创造密切

相关，同时也影响人类生存的方式，规范使用者的行为，是否随之构建出原来没有的人生情境与抉择，

形塑不同的思想？

叶德辉（1864-1927）历来被目为守旧派思想的收藏家和出版家，从 29 岁（1892）第一次出版《鬻

子》，到临终前《星命真原》峻稿，几乎无岁不作，c共印刻了 157 种书，其中以 1911 年 18 种最多，其次

是 1916 年 15 种，1902 年和 1908 年 13 种，1903 年 12 种。从印刷技术来说，他出版大部分的书籍都是

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其中最精到者就是影刻本，早在光绪 32 年（1906），叶氏即影印宋刊《南岳总胜

集》三卷，来年又有元人旧抄本影写《重刊元朝秘史》，至宣统元年（1909）《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

亦是明翻元刊本影刊。晚年则热衷石印照相、珂罗版等新式印刷技术。民国八年（1919）张元济（1867-

1959）主编《四部丛刊》，叶氏即陆续提供自藏的古籍原件或照相为底本，石印出版；d同年收藏的《晋唐

楷帖》亦随之付梓。另一方面，民国六年（1917）起，吴县俞守己则以苏州艺苑留真社制版部名义，连

续出版珂罗版影印画册《艺苑留真》三集，内容亦全为叶德辉收藏的历代书画及题跋。此一现象不仅涉

及叶氏个人的图书品味、复杂的社会网络，也与当时出版的物质文化条件密切相关，本文将以影宋刊

《南岳总胜集》、石印《晋唐楷帖》和珂罗版印《艺苑留真》三种采用不同印刷技术的书籍为例，进行新

与旧交融、真与拟真之间的辩证，观察技术如何改变了叶氏，乃至于同一时代人对于物、世界与自我

关系的看法，也提供了中国现代性的一种观察角度。

二、前世今生：三种书籍小传

书籍本同时具有物质（material）、美学（aesthetic），以及意识型态（ideological）等不同层面，e首

商务印书馆，2014 年）。

a  参见 Cheng-hua Wang,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Collotype Reproduction of 
Antiquities in Modern China, circa 1908-1907,” Joshua 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Modern Chinese Art, 
Berkeley : Global, Area, and International Archiv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p. 273-308 ；刘宇珍：《照

相复制年代里的中国美术：〈神州国光集〉的复制态度与文化表述》，《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 35 期，

2013 年，第 185-254 页，第 258 页。

b  见 华 特． 班 雅 明（Walter Benjamin）：《机 械 复 制 时 代 的 艺 术 作 品》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华特．班雅明著，庄仲黎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班雅明精选集》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台北：商周出版，2019 年），第 31 页。

c  参见“叶德辉的藏书阁”网站之视觉展示 “出版事件”https://yeah-dehuei.litphil.sinica.edu.tw/#/visual_
display (2021/08/17 查询 )。

d  提供善本书籍包括：明翻宋岳氏刊本《周礼》十三卷六册、徐氏翻宋刊本《仪礼》十七卷五册、日本正平

刊本《论语集解》十卷二册、明刊本《古列女传》七卷续一卷三册和明刊本《盐铁论》十卷二册等五种。见

叶德辉：《与张鞠生同年论借印四部丛刊书》，收于《郋园山居文录》下卷，印晓峰点校：《叶德辉文集》（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73-75 页。相关研究参见沈俊平《叶德辉与〈四部丛刊〉》，《古籍整理研

究学刊》，2002 年 3 月第 2 期，第 82-87 页。

e  详见 Asa Briggs, Peter Burke, 李明颖等译：《大众传播史：从古腾堡到因特网的时代》( 台北：韦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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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对象的性质（physical properties）来说，包括甚广，诸如书本的字体、字号、刻书、版式、插图、

印刷材料、装订、印数、定价，还延伸出编纂、书坊之经营、书籍流通等等生产传播面向；其次，从

书籍作为载体而言，则蕴含了诸多具有社会意涵的思想等层面。其中的字体字号、刻书、版式、插图、

印刷材料、装订、编纂，不仅涉及物性，其实也关乎一种美学表现，而书籍的物性和内涵则共同构成

一有机体。a Igor Kopytoff 曾在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一文中提

及：“物与人一样，具有身分与价值的不确定性，随着不同文化情境而转换”；b也就是说，物的生命流

动作为物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特征，物质生命的兴衰往往取决于政治和权力作用，使其社会生命发生变

化，并反映出知识的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复杂转变，包括社会的变迁、处境的变化等。

一般常认为中国传统的书籍史研究，往往分为版本学、书目学、印刷史等不同的学科专业，较少

关注思想情感的层面。但最起码就叶德辉而言，实则不然，以作为集前代目录版本学大成的《书林清

话》（1920）为例，根据叶啓崟《书林清话·跋》指出：“唯採缀历来藏书家遗闻佚事，而于镂版原始，与

夫宋元以来官、私、坊刻三者派别”c， 换言之，该书并非只重视版本缘起流变、历代刻书的规格、材

料和工值，乃至书籍的收藏、校勘、刻版、印刷、装订、购买、鉴别、保存等物质层面，还关注诸般

刻书与藏书实践的因缘与其背后的思想，并能对其喜怒哀乐有同情的理解。d凡此皆因叶氏本身即兼具

藏书、刻书、校书与著书等多重身份之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忆藏板》，其曰：

半生校刻颇辛勤，略代传钞续旧闻。唐末胶泥留韦集，蜀中铜范铸韩文 e。屡经扫叶疑存两，

却恐煎茶买论斤。印本流传犹未遍，走能不胫重烦君。余刻板皆贮省城武庙，新刻足本有原译文

2004 年 )。

a  参见费夫贺、马尔坦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台北：猫头鹰出版。2005 年）。相关研究可参秦曼

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

41 期，第 257-314 页；陈俊启：《另一种叙事，另一种现实的呈现：新文化史中的“书的历史”》，《中外文学》

34 卷·第 4 期．2005 年 9 月，第 146 页。

b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Arjun Appadura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4-

91.

c  叶啓崟：《书林清话·跋》，见叶德辉着，漆永祥点校：《书林清话（外二种）》（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年），第 352 页。

d  漆永祥：《书林清话（外二种）·导读》，即曾提及该书的四个创新与特点，包括对前代版本学成就集大成

式的归纳与总结，以及发先贤之幽德，广学林之异闻，第 10-17 页。相关例证详见后文。另可参谢凯：《叶德

辉《书林清话》所蕴感情考述》，《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8 年第 3 期（总第 115 期），第 71-73 页。

e  根据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七，《韦苏州集十卷》，北宋胶泥活字印本，后订为明铜活字，第 339-340

页。《叶德辉年谱》光绪十六年（1890）本年记：“曾于袁秉桢笥中见活字本《韦苏州集》），二年后始购得。”

第 42 页）。又《书林清话》卷十，《张廷济蜀铜书范不可据》载张廷济《清仪阁题跋》蜀椠《韩文范跋》，认

为刻书之笵未必可信，但所据《韩文》，似是善本。第 324-325 页。然《书林清话》卷八《宋以来活字板》，

则曰： “活字板印书之制，吾窃疑始于五代。晋天福铜板本载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此铜版殆即铜活字版

之名称。”换言之，叶氏认为活字发明在唐末蜀地，而非指所藏珍本的年代。漆永祥点校：《书林清话、外二

种》，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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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石林词》、严长明《归求草堂诗集》，正待校错印行，而省变作。近闻武庙已为兵据，

未必不遭马槽爨薪之厄。繋念无已，徒

唤奈何。a

叶德辉时年四十八岁，诚如前言所述，

1902 至 1911 年为叶氏刻书最活跃期，

（见图一）进入民国后，连受国事、湘事

与家事影响，叶氏家族产业折损甚巨，

他在逃难之际，在诗中则追述半生致力

于校刻书籍事业的辛勤，并以传续旧闻

为己任。同时其藏书、校书与出版乃互

为一体。值得注意是，由于他出版书籍

大都还是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b因而累积大量沉重的木刻板，贮藏在省城武庙。在兵乱之际，对于校

勘中的书板，犹系念不已，唯恐如扫叶山房历经太平天国之乱而有毁版之厄。c但何以在诗中特别提及

北宋胶泥活字和铜活字？西式活字印刷始于德国谷腾堡（1400 ？-1468）创制铅活字，并采用机器印刷

的技术，透过传教士历经 1807 至 1873 年的尝试、准备和奠基等三个阶段，后由中国人买下传教士经营

的的香港华英书院，可视为引介完成的分水岭；d1876 至 1937 年上海印刷商与出版商纷纷成立，同时也

是印刷技术调整改进，以适应中文化与本土化的关键时期。e不仅光绪年间西书多采西式活字印刷，英

国人美查（Earnest Major, ? - 1908）创办申报馆也用铅活字巾箱本大量重印中国古籍；f而叶氏依然强调

中国胶泥活字、木活字，乃至铜活字，实早于西式活字长达 400年。与其说是抗拒新技术，不如说他还

是深信传统雕版印书的不可取代性。

然而叶德辉究竟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印刷技术？本文拟透过叶氏三种藏品善本为例，观察这些书

籍的生命流动，更具体来说，也就是探讨其书籍形式、编纂背景、过程与策略，以及书籍流通的方式，

a  见叶德辉：《朱亭集》，叶德辉，印晓峰点校：《叶德辉诗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年），第 379 页。

b  叶德辉出版书采用活字排版者始于《桧门观剧绝句》（1907）、《消夏百一诗》（1907）、《经学通诰》（1915）

《观古堂藏书目》（1915）、《通历》（1915）、《郋园北游文存》（1921）、《郋园六十自叙》（1923）、《郋园读书志》

（1928）、《书林余话》（1928）。

c  校勘如扫叶，故可以扫叶代称校勘。而明清时期江苏常熟席氏的藏书楼，即名之为扫叶山房，也是席氏坊

刻图书的字号。见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97-122 页。

d  参见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局变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 年），第 4 页；张树栋等：

《中华印刷通史》，第 444-445 页。

e  参见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 张志强等译：《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

Gutenberg in Shanghai :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第 26 页。 赖毓芝：《清

末石印的兴起与上海日本画谱类书籍的流通：以〈点石斋丛书〉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85 期（2014 年 9 月），第 79 页。

f  参见江澄波：《江苏活字印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年），第 12 页。申报馆印古籍书目，见

第 105-117 页。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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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观察其间诸般权力的运作。

（一）影写宋刊《南岳总胜集》
所谓影刻本就是“依据某一底本覆纸影摹其图文及版式，再行雕刻木版印制而成的古籍传本”。a

在其印刻书中最精妙的影刻

作品，就是影写宋刊《南岳

总胜集》，题面书大字“影

宋栞南岳揔胜集三卷”，小

字“光绪丙午（1903）长沙叶

氏校刊。常熟庞鸿书（1848-

1915）题”，附牌记“光绪丙午

长沙叶氏校刊”，以及叶德辉

《重刊宋本南岳集序》，后收

入《丽廔丛书》。原书为端方

（1861-1911）在京以七十两白

银买入。b该书印量约十余部，

实际价格不详，尽管书价随时代、刻工、页数、用纸和印数等因素，而有不同定价，但根据叶氏的经

验，当时精印影刻书一般价格大约十元左右，c而销售方式似乎还是透过书商寻找特定的顾客兜售。d

该书为南宋陈田夫撰。田夫字耕叟，号苍野子，西川阆中（今四川阆中市）人。高宗绍兴年间

（1131-1162）移居南岳紫盖峰下，见南岳相关古志，或佚而不传，或描绘平浅，未能一展其地风采，遂

将三十余年游览群山之见闻，汇编为《南岳总胜集》三卷。上卷叙峰峦、灵迹、岳祠，以及历代帝王、

道士与僧侣登访求道的事迹；中卷描述佛寺道观及其灵草花木、珍禽异兽；下卷则记唐宋异人高僧与

隐士传，e故该书在佛道名山史上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此一传统可上溯自魏晋以降，随着山中道馆、

寺院林立，僧道之人常隐居山中，或游历名山，于是与山岳有关的宗教传记、碑刻和诗赋大量出现，

形成山岳记书写传统，以及汇集相关文献成书的风气；f另一方面，在南宋国土沦丧、皇权衰微的大背

景之下，特别重视南岳的国家祭祀与地方崇祀，一再重修祭祀与宗教建筑，体现其重塑国家权力的渴

a  见李国庆、李致忠：《古籍定及标准》，全国图书馆表准会委员会，2006 年，第 5 页。

b  见叶德辉，杨洪升点校：《郋园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卷四，史部，《南岳总胜集》，

第 167 页。

c  叶德辉《致夏敬观二》（己未 1918）：“儿辈从子被在湖南大收古董旧书……明本每过百元，近人精刻亦未

有十元以外。”黄逸明主编：《叶德辉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年），第四册，第 391 页。

d  见叶德辉，杨洪升点校：《郋园读书志》，《南岳总胜集》，第 168 页。

e  见 [清] 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二，《南岳总胜集三卷提要》，《揅经室外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1 年），第 105-106 页。

f  参见魏斌：《书写“南岳”——中古早期衡山的文献与景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31 辑（2015 年

7 月），第 138-162 页。 

图二：影刊《南岳总胜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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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a综言之，本书可谓集南岳山志书写大成之作。

然而南宋之后，该书久无传刻，仅存少量的明人影抄宋本，《正统道藏》本则为一卷节录本，其中

略去了佛教胜迹。《四库全书总目》亦未著录，因此物稀而贵。阮元 （1764-1849）得明人影抄宋本，记

于《揅经室外集》；再加上明清以后乡邦意识抬头，孙星衍（1753-1818）《祠堂书目》亦有影宋抄本三

卷，每叶二十行，每行二十一字，卷首还附有多幅山岳图。湖南善化人唐仲冕 （1753-1827） 以“乡郡

名山故迹所在，急为广布”b，而在嘉庆六年（1801）刻出，但行款未能完全依据原书。更可惜的是太平

天国之后，书板尽毁。所幸日本《大正藏》乃据孙本重排，故前有孙序，后有唐跋，同时兼具佛道寺观

和唐宋得道异人高僧，却已无前所附山岳图。而叶德辉所刻之书，乃端方（1861-1911) 奉诏出使远西 

（1905)，驻节京师时所得。后以端方所赠之宋本，对照唐仲冕于金陵所刻版本，校勘增补，使其复传于

世，亦不乏发扬乡邦文化的意义。

孙从添 （1692-1767)《藏书纪要》云：“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色香

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本之妙尽之矣。”c由此可见宋代的

古籍善本不仅刻工精良，用纸、用墨亦相当考究。兹此，明清人有佞宋的风气，特别是两《汉书》、《文

选》、《杜诗》最为珍贵 d。王士禛 （1634-1711)《池北偶谈》曾记：“一日，有持宋椠《史记》求售者，索

价三百金。”e又严元照 （1773-1817)《悔庵学文·书手录〈仪礼要义〉宋本后》云：“予财（纔）弱冠，

好宋刻书。杭州汪氏藏宋刻本卄册，索值五百金。予必欲得之，求之急，议直卄六万钱。议既定，顾

无所得如干钱，乃尽卖家所有书得钱畀之。”f根据叶德辉的分析，宋元刻本在明代尚不甚昂贵，清初康

熙时书价渐贵，至亁嘉时期，宋元旧本多为有力者收藏，其价已过康熙时十倍；光绪拳乱之后，旧本愈

稀，视古书如古玩。g在这种佞宋博古的风气下，从明代开始影刻宋版书h，清代沿袭不衰，至亁嘉更甚，

《书林余话》卷下即曰：

亁嘉以来，黄荛圃（黄丕烈，1763-1825）、孙伯渊（孙星衍，1898-1984）、顾涧苹（顾广圻，

1766-1835）、张古余（张敦仁，1754-1834）、汪阆源（汪士钟，1786- ？）诸先生影刊宋、元、

明三朝善本书，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

a  James Robson, Power of Place: Landscape of the Southern Sacred Peak (Nanyue 南岳  ) in Mediev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pp。刘缙、严涵：《宋代衡山信仰探析》，《宋史研究论丛》第 23 辑，第

155-167 页。

b  见 [清] 孙星衍：《南岳总胜集叙》，[宋] 陈田夫：《南岳总胜集》，《大正藏》2097 册，第 1055 页。

c [清] 孙从添：《藏书纪要》，《百部丛书集成：士礼居丛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 年），第 4b 页。

d  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著名之宝》，叶德辉著，漆永祥点较：《书林清话 外二种》，第 201 页。

e  见[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下册，卷 22《谈异三》，《王延喆》，第536-537页。

f  [清] 严元照：《悔庵学文》（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卷六，106《书手录〈仪礼要义〉宋本后》，

第 150-151 页

g  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叶德辉著，漆永祥点校：《书林清话外二种》（北

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年），第 217-218 页。

h  详参杨军：《明代翻刻宋本研究》（北京：中国设混科学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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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来学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a

由此可见宋元旧本动辄数十金计价，在原本求之不易的状况下，影刻宋本成为保存古书面目的重要方

式之一。而晚清时期杨守敬（1839-1915）影摹宋、元、明本书之首叶或序跋之《留真谱》（初编 1901，

二编 1917），则又开启汇集诸本书影之前驱。b容后文再论。

此外，叶氏在重制《南岳总胜集》过程中，有赖于当时长沙名刻工艾作霖。根据《书林清话》记

载，同、光之交，艾作霖曾在湖南官书局校刻《曾文正公遗书》及释藏经典。撤局后，则领思贤书局

刻书事，张祖同（字雨珊，1835-1905）、王先谦（号葵园，1842-1917）及叶德辉的书，大部分出自艾

手。c特别是该书不仅保留宋本行款，亦如实呈现宋讳缺笔及缺文墨块，将误字以别纸附于卷末，其对

史料的尊重与爱护历历可见。在用纸方面亦特别使用日本茧纸。d凡此使得该书由原来山志的阅读功能，

在岁月中转化为值得珍藏的罕见藏品，后乃再现为彷如“重生”的善本。

（二）石印《晋唐楷帖》
《晋唐楷帖》，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为用照相影印金属印刷的版本。底本为明人章氏墨池堂藏本，

又名《宋拓晋唐楷帖八种》。中式线装，封面无题签，书内无题面。书后有章藻和叶德辉《跋》和《又

跋》，以及商务印书馆版权页，共三十页。民国八年（1919）十月初版。定价大洋六角，销售多透过书

店贩卖，并在各大报刊登广

告，如先可见于 1930 年 3 月

12、16 日在《申报》2 版，随

后 1920年 3月 13日和 1920年

3 月 15 日也连续在上海《新

闻报》二版刊登商务印书馆

广告（见图四）：叶氏雅好藏

书，固以版本目录之学名世，

然亦受到文人文化的习染，

复喜书画碑帖，生平声气广

交，所见自晋唐以来书画名

迹甚伙，而兼具收藏者、品

鉴者等多重身分，曾著《游

艺卮言》，探讨购求收藏书画

a  见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叶德辉著，漆永祥点校：《书林清话外二种》，第 395 页。

b  有关杨守敬编辑影刻《留真谱》的经过和影响，可参见稻畑耕一郎：《〈宋元书景〉考——兼论百年前古籍

书影事业》，《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 年 4 期（2010 年 4 月），第 104-106 页。

c  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书林清话 外二种》，第 309 页。

d  见叶德辉：《〈南岳总胜集〉跋》，见李逸明：《叶德辉集》第四册，第 93 页。

图三：《晋唐楷帖》内页（左）、《晋唐法帖》版权页（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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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之法，强调“无阅历则不

能知其利弊之深浅，无学问则

不知其途径之左右。……友人聚

赏，好事索题，二三知心，时

求鉴赏，久之引人入胜，亦复

略有储藏，……引举平生之所经

历，书史所记往事旧闻，述为

《卮言》，以质同好”，a足见其书

画碑帖的素养。刻帖为中国古

代书法作品流传的重要形式之

一，而宋帖尤居关键地位，对

于保存汉魏六朝，以至唐宋书

迹，普及书法艺术，具有一定

的催化作用。b其在《忆藏帖·自

注》表示：家藏法帖，包括宋拓《晋唐人楷书》八种、董文敏（董其昌，1555-1636）《戏鸿堂帖》和

《淳化阁》全部，以及内刻《三希堂法帖》等。然在收藏诸帖中，又以《晋唐人楷书》最为珍贵。章藻

（字仲玉，1547-？）c为明代的著名刻手，从其家藏和外借的书法作品中选择出优秀之作摹勒上石，其刻

完《墨池堂选帖》之后，又得《晋唐楷帖》一册，认为其精神横逸，更胜诸本。d他在《晋唐楷帖·跋》

指出，此本为宋越州石氏所刻。叶氏则在《忆藏帖·自注》中辩证曰：

不独胜于《玉烟堂》、《戏鸿堂》各本，即《墨池堂》刻亦无此精严，盖三刻均称以此宋拓为

祖本者。临川李君翊熉官湖南永绥同知，与余交好。一日，出以共赏，为余言：其先德春湖侍郎

宗瀚（1770-1832）所藏宋拓越州本与此不同，并以影照石印一分见示。暇时逐一勘校，乃知《玉

烟》《戏鸿》两刻形体尚未失真，《墨池》较精，而有胜蓝之过，然与余本盖同时同地别一刻本。e

陈瓛（1565-1626）《玉烟堂法帖》、董其昌《戏鸿堂帖》和章藻《墨池堂》，都辑有晋、唐、宋、元

名家书迹和旧刻本。而石邦哲的《越州石氏帖》，付刻于南宋绍兴初年（1130），仅一卷，共辑有汉至唐

人书迹 27 种，今存二王及欧、虞、褚、柳等小楷帖 11 种。后世小楷帖多据此翻刻，包括文征明《停云

a  见叶德辉：《游艺卮言·序》，叶德辉著，印晓锋点校：《消夏百一诗 观画百咏 游艺卮言》（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69 页。

b  马玉兰：《宋代法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年，第 11-12 页，第 48 页。

c  章藻的字为仲玉，张伯英《法帖提要》误题为其父章文的字“简父”，或做简甫。详见杏林（彭兴林）：《中

国法帖史》（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 年），上册，第 180-181 页。

d  尹一梅：《〈墨池堂选帖〉杂识——谈故宫藏三种版本》，《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 年第 5 期。曹培：《明代

章藻〈墨池堂选帖〉研究》，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20 年。

e  见叶德辉：《朱亭集》，叶德辉著，印晓峰点校：《叶德辉诗集》，第 376 页。

圖三：先可见于 1920 年 3 月 15 日在上海《新闻报》二版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广告。



第2期 164刘苑如：藏品再现：印刷技术转型下的叶德辉与三种善本

馆帖》第一卷晋唐小楷部分也多据此帖摹刻，a故当时多将此一宋拓《晋唐人楷书》误以为越州本。但叶

氏比对友人李翊所提供祖传越州本的石印本后，才发现两者实不相同。

从内容来说，叶藏包括钟繇（151-230）《宣示表》、《昨疏帖》，王羲之（301-363）《东方赞》、《黄

庭经》、《孝女曹娥碑》，索靖（239-303）《出师颂》，《（智永临右军）告墓（文）》，《（羲之）笔阵图》等

八种，b与收入南宋陈思《宝刻丛编》 十三卷，著录的《越州石氏刻晋唐楷帖》二十八目 c，多有歧出。值

得注意的是，收录范围其实都已突破早期的法帖定义，d举凡书信便笺、启奏批答、诗词文赋、释道经

文，甚至诏令律法、题签留名，都成为宋代法帖的内容。马玉兰研究指出，其原因有二：一是前人真迹

越来越难得，片纸只字都被后人视同珍宝，不忍遗弃；二是对法帖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随着各种法帖

的不断涌现，而更注重法帖的实用性和权威性。法帖的根本目的是保存、传播前人的书写之“法”，而

无涉于内容。e因此，叶氏在《跋《晋唐楷帖》》中，又从笔意、用字比较两帖的差异，再次推论其非属

临川李文治所藏《晋唐小楷十一种》的残本系统。f

明代后期刻帖中开始刊刻大量的鉴藏印与题跋，这些跋文兼具书学价值与史料价值，部分题跋书

迹作为习字模板的同时，跋文内容也是了解和研究刻帖原本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如《越州石氏刻

晋唐小楷帖》曾在明代为毕懋康 （1571-1644） 收藏，他在《跋》中比较其与《停云馆帖》、《墨池堂帖》

的异同；后又经毕沅（1730-1797）收藏，而有王文治（1730-1802）《跋》，追忆二十余年前曾经目该

帖。而叶氏所藏帖，旧为道州何焯（166-1722）所藏，页间有多枚“道州何氏家藏”印，北宋徽宗双龙

圆玺、“宣”、“龢”连珠印，且为缉熙殿宝。g凡此底本的过往，彷佛前世，在书法本身艺术之美外，包

藏着历代藏家、鉴赏者的经历见闻。

然而摹刻上石，费工耗时，即使如出身于刻工世家的章藻，晚年亦有力不逮之叹h，有待新技术的

来临。石印的技术发展得很早，其基本原理和技术并不复杂，却能任意放大缩小而不失真，远较雕版

为便捷，早在 19 世纪初即在欧洲普及。然石印技术实又历经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华印刷通史》说明得

a  相关研究可参何炎泉：《宋拓越州刻晋堂小楷》，《故宫文物月刊》346 期 （2012 年 1 月），第 83-91 页。 

b  见《晋唐楷帖》，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 年国难后第六版。

c  二十八目如下：《周穆王吉日癸巳》、蔡雍 （邕）《石经遗字》、钟繇《力命表》、《墓田丙舍帖》、王右军《兰

亭记》、《黄庭经遗（字） 》、《教经》 、《海字乐毅论》、《东方先生画像赞》、献之《十三行洛神赋》、《晋贤书曹

娥碑》、《集王书笔阵图》、《欧阳询书心经》、《玉枕（一作玉忱）尊胜咒》、褚遂良《小字阴符经》、《草字阴符经》、

《度人经》、虞世南《破邪论序》、颜鲁公《寒食帖》、《争（论）坐位帖》、《祭伯父文》、《祭侄文》、《马伏波帖》、

《鹿脯帖》，柳公权《清净（静）经》、《消灾经》、《泥甚帖》、白乐天《诗简》。

d  欧阳修《六一题跋》，卷四《晋王献之法帖》曰：“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

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墨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

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翫而想见其人也。至

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见欧阳修：《六一题跋》（台北：广文书局，1971 年 12 月），卷 4，第 13-14 页。

e  马玉兰：《宋代法帖研究》，页 13。

f  见叶德辉：《跋〈晋唐楷帖〉》，王逸明：《叶德辉集》第四册，第 305 页。

g  根据叶德辉：《跋〈晋唐楷帖〉》：翁方纲 （1733-1818）亦曾赏鉴钤印。见王逸明：《叶德辉集》第四册，

页 306。然就所见商务印书馆本并无此印。

h  章藻《跋〈晋唐楷帖〉》曰：“观其精神横逸，真可奴视诸本。余年六十有四，目力虽不及往年，犹可双钩

入石，奈疾病牵连，毫无兴趣，不识今生能遂此愿否 ?”见《晋唐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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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简要，其曰：

石版印刷是以石板为版材，将图文直接用脂肪性物质书写、描绘在石板之上，或通过照相、

转写纸、转写墨等方法，将图文间接转印于石版之上，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其中，前者称作“绘

石”，后者称作“落石”。绘石和落石是石版印刷术的两种制版方法。绘石制版工艺简单，只能用来

印刷简单、线条图文印件，是石版印刷发明初期应用的工艺技术。落石制版工艺复杂，是在绘石制

版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工艺技术，分彩色石印和照相石印两种，是进一步发展了的石版印刷术。a

1897 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上海只有简单黑白石版印刷设备，从 1902 年张元济在此担任编辑，并

容纳了蔡元培、吴稚辉等人，编辑了颇为畅销的《国民读本》，才累积了聘请日本技术人员和购置设备

的资金，b并于1909年在长沙成立分馆，由万亮卿当任经理c。夏敬观 （1875-1953）于1916年任商务印书

馆涵芬楼撰述d。叶德辉乃去信夏氏，推荐所藏章氏摹刻的宋拓《晋唐楷帖》，e并提供自家藏品照相，终

于在 1919 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他在此帖出版之时，已经发现坊间另有一个版本印行，也即是临

川李宗瀚藏越州石氏本，以珂罗版影印而广受欢迎。因此他又增加了《再跋》，比较两个版本异同，再

次重申本版的优势所在。姑且不论版本优劣，就笔者所见，石印本在三十年后仍有第六版。

尽管叶德辉自豪于湘鄂刻工，f也对西式活字印刷不尽以为然，认为未必经济，g却醉心于照相石印

印刷，曾指出：“古书形式易得，气韵难具。诸家刻意求工……貌非不似，神则难矣。……海通而后，远

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

日（目）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h换言之，石印在复制书的物质形式的

同时，还保留了字体的笔迹神韵。然而若因此断定叶德辉改弦更张，将放弃传统版刻，而拥抱西方新

式印刷术，如是则推论太过。详论请见下文。

a  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 年）第 13 章第 2 节，第 444 页。

b  参见芮哲非，张志强等译：《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 （1876-1937）》，第 63 页；《忆早期商

务印书馆》，搜寻网址为 http://www.guanlixuejia.com/index.php/history/item/99-2014-08-18-06-21-49（2017 年 4

月 15 日）。

c  见王逸明、李璞：《叶德辉年谱》1911 年，第 184 页。

d  详见陈谊：《夏敬观年谱》（安徽：黄衫出版社，2007 年），第 81 页。

e  叶德辉：《致夏敬观八》，王逸明：《叶德辉集》第四册，第 399 页。

f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刻书工价之廉》：“今湖南刻书，光绪初元，每百字并写刻木版工赀

五六十文。中叶以后，渐增至八九十文，元体字小者百五十文，大者二百文，篆隶每字五文。至宣统初，已增

至百三十文，以每叶五百字出入，每钱银直百六十文计，每叶合银叁钱畸零，视明末刻书已增一倍。然此在湖

南永州一处则然。永州刻字多女工，其坊行书刻价每百字仅二三十文。”《书林清话 外二种》，第 234-235 页。

g  刘承干《日记》谈及杨钟羲所著十二卷《雪桥诗话》，铅字或石印于小量印刷的价格与雕版相差无几，然刻

本究可久长，还是雕刊合算。见刘承干著、陈谊整理《嘉业堂藏书日记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年 9 月），

上册，第 135 页。

h  见叶德辉：《书林余话》，《书林清话外二种》，第 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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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珂罗版《艺苑留真》a

珂罗版《艺苑留真》三集，第四集仅存目。每集收录中堂立轴、屏条直幅等 12幅，皆为叶德辉家藏

古代与当代字画，俞守己集印，

苏州艺苑留真社珂罗版印刷，上

海交通图书馆发行。1917 年 9 月

首发，一共发行3集，每集12页。

前有目录，或附叶德辉手书题跋

缩小照片。每集订价一元。在

1921 年 3 月 21 日 16 版和 4 月 11

日 18 版《新闻报》刊登广告，标

题分别为“注意廉价大赠品只有

七天了”、“大赠品二十天梅兰芳

千金一笑图黛玉葬花图宝□扑蝶

图机会难得请勿失之”，“艺苑留

真全三册 定价三元 上海棋盘街交通路交通图书馆文化教育”，可见发行营销手法，兼用打折和赠品等

促销方式。

其一至三集完整目录如下表：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蜀画院待诏黄荃梅花中堂 孟蜀僧常白描罗汉立轴 五代胡鹏云佛像立轴

宋画关山行旅图立轴 宋宣和御笔白鹤立轴 宋画院阿房宫立轴

元赵松雪白描人物立轴 元赵松雪书山堂七律立轴 元韩奕仿董北苑山水立轴

明陆叔平水仙立轴 明蓝田叔仿梅花道人山水立轴 明杜槿东园载酒图立轴

明孙雪居达摩渡江图立轴 明八大山人芦雁立轴 明陆包山紫薇花立轴

明董香光仿李成寒林山水立轴 顾云臣七子图立轴 明孙雪居耄耋图立轴

明龚半千仙山楼阁中堂 王觉斯仿杜莘老清山房舍图立轴 明八大山人山水立轴

明陈定生枯木竹石立轴 罗饭牛山水立轴 蓝次公仿宋关仝山水立轴

禹慎斋寿星立轴 蒋文肃三弈图立轴 严绳孙竹石凤凰立轴

王麓台仿大痴浅绛山水立轴 马扶羲虞美人花立轴 蒋文恪寿星图立轴

郑板桥自作七夕词立轴 髙西园昼石立轴 王澍篆书如南山之寿立轴

a  民国六年丁巳 1917 五十四岁（第 238 页）：六月至八月中旬，为《艺苑留真》撰写自藏书画题跋若干。《艺

苑留真》为珂罗版影印叶藏书画册，本年九月出版第一集。所见《艺苑留真》书画题跋多数作千此间，少数

录自旧跋。

圖四：艺 3-6. 明孙雪居耄耋图立轴（左）、《艺苑留真》3  版权页（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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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悟园柳塘春水图立轴 华岩山水立轴 马江芗女士榕花鹦鹉图立轴

叶氏不仅个人雅好书画碑帖，四弟默庵（名德煌）亦喜搜法书名画，他曾称赞其弟：“舍弟为天生

米芾，能鉴书画”，易代后儿侄辈亦继续其业，在湖南收罗古董旧书，a故观古堂之庋藏亦极富。根据其

《忆藏画·自注》曰：

余藏画百余家，最古者自唐末始，有胡云鹏（胡翼，字鹏云，r.907-923）画佛，为粗绢本，

朱緑如新。蜀黄筌（903-965）画梅，为靱纸本，粉色映日有光，虬枝丹萼，如堆垛而成。元赵孟

俯（1254-1322）白描人物、朱德润（1294-1365）山水均纸本，黄公望（1265-1354）画山水亦纸本，

虽甚虫伤，后竟褾补，已如服还魂丹矣。舍弟默庵前后集明以来字画折迭便面约三百幅，如明四

大家，及明末九友，国初恽南田格（恽格，字寿平，号南田，1653-1690），书画倶极精妙，尤奇

者中有杭世骏（1695-1773）画兰竹、阮文达（阮元，谥文达，1764-1849）画菊，足补前辈佚闻

遗事之一。b

叶氏藏画多达百余家，在国难之际，历数珍藏五代、宋、元画作，对于画材、颜料、设色和笔法都能

有所辨析；纸短情长，描绘如生。与上列《艺苑留真》目录综合观之，叶氏藏画还是以明、清以后的作

品为主，兼及人物、花鸟、山水，以及书迹和扇面，但《艺苑留真》为统一画册版面，而只选立轴，每

集收录五代宋元、明清和近代作品约各占三分之一。

所谓“留真”者，意在复制保留宋、元、明画品之真形，使人如见真本。《书林余话》卷下即曰：

宜都杨惺吾教授守敬（1839-1915）乃有《留真谱》之作。所谓留真者，于宋、元旧本书摹刻

一二叶，或序跋，或正卷，藉以留原本之真。虽鉴别未精，而其例则甚善。c

杨守敬留日期间，看到森立之（1807-1885）摹写古抄的《留真谱》，原是运用在宋元版影刻的制

作，d也即是留真的本书之首叶或序跋之真，《书林余话》称该书在以书版行、字辨宋、元之外，还可保

留版片之大小，书体字之方圆肥瘦，藉以留原本之真，其例甚善。e然《留真谱》（《初编》1901 ；《二编》

1917）当时限于技术，尚采雕板印书；而珂罗版技术更能利用照相制版，正可简易地达成此一目的。该

技术最早在 1869 年由德国慕尼黑工艺师 J．阿尔贝特应用于实际印刷生产，光绪初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

馆传入后，主要用于复制圣母像；复制直到 20 世纪初，国内文明书局、神州国光社、有正书局、延光

室等，陆续引进并应用此项技术，专门用珂罗版复制书画、碑刻和宋元时期雕版印刷书籍；后来商务印

a  见叶德辉：《致夏敬观二》，黄逸明：《叶德辉集》第四册，页 391。

b  见叶德辉：《朱亭集》，叶德辉著，印晓峰点校：《叶德辉诗集》，页 375。

c  见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书林清话 外二种》，第 393 页。

d  见稻畑耕一郎：《〈宋元书景〉考——兼论百年前古籍书影事业》，第 105 页。

e  见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书林清话 外二种》，第 3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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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进一步赴日学习相关技术。a此一技术从今天的印刷技术看来，仍有其特殊性，李宝来从印刷技术

的角度来说：

在古画复制中，画是以色彩和层次来体现的。多数的印刷版种是以网点来表现色彩与层次的，

而珂王罗  版印刷则不然，它的色彩与层次是依赖感光片的密度和梯节来完成的，这也就是说古

老的珂王罗  版复制工艺，是其它版种无法代替的，它的复制效果，欣赏价值和商品价值都高于

其它印刷品。采用珂王罗 版方法复制的字画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一种品味极高的艺术和收藏品。b

换言之，珂罗版能够呈现色彩的细致度和层次感往往胜于照相石印、网目铜版等摄影印刷版种，

成为传统书画复制的最佳选择之一。可见叶氏乃是利用珂罗版新技术复制了杨守敬的创意。

该书与《留真谱》不同之处，在书影之外，于每幅画旁都有叶氏手书题跋缩小照片，凡此奠基于

曾作的《消夏百一诗》、《观画百咏》、《游艺卮言》等书画史、论。而在《艺苑留真》的题跋中，共引述

了 27 种古今画论，如《蜀画院待诏黄荃梅花中堂》的题跋，根据《益州名画录》、《宋朝名画评》，《宣

和画谱》等书考证黄荃生平；阮文达《石渠随笔》分析红梅、黄梅、翠鸟、白雪如漆堆垛而成，以手按

之，色与绢平的设色技巧；同时也细审历代观赏钤印。c或许因此勇于批评杨氏鉴别未精。甚至在《书林

清话·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中痛批：“至宜都杨守敬，本以贩鬻射利为事，故所刻《留真谱》及所著

《日本访书志》，大都原翻杂出，鱼目混珠。”d 

事实上，此一批评还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陆恢（1851-1920）《观画百咏·序》（1917）曰：“余年

来栖依海上，见海西人征购唐宋元明古画”，e同年叶氏在《〈艺苑留真〉序》亦曰：

近二十年，海东海西各国喜收中国古书画，一时云起飙举。凡唐宋以来横卷立幅，每岁流出

外洋者，其数不可知。然闻各国大小图书馆、博物院，无不陈设吾国古书籍、字画数种或十数种

不等。吾国二千年之名迹，一旦尽以供外人之取求，宜乎自石渠、天禄及南北二三收藏家所存留

外，无寸缣片楮之孑遗矣？ f

凡此皆对于海外收藏家大规模介入，展现出很深的焦虑。早自 1905 年始，国粹派的主要人物邓实

（字秋枚，别号风雨楼主人，1877-1951）、黄节（1873-1935）的主编《国粹学报》，即加插大量用腊白

光纸印刷历代图片（包括拓片、书法、绘画、博物图等），蕴藏强化种族自我价值的深刻意义g。1908年

a  详见芮哲非 ; 张志强等译：《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第 80 页。

b  李宝来《珂王罗版印刷中的照相复制技术》，《丝网印刷》，1998 年第 6 期，第 30 页。

c  见叶德辉：《艺苑留真》第一集，《蜀画院待诏黄荃梅花中堂·跋》，黄逸明：《叶德辉年谱》，第 380 页。

d  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第 327 页。

e  见陆恢：《观画百咏序》，见叶德辉著，印晓峰点校：《叶德辉诗集》，第 67 页。

f  见《叶德辉年谱》，第 374 页。

g  详见邱琳婷：《近代中国“识物”观念的转变——以〈国粹学报〉〈博物图画〉为讨论对象》，《艺术学》24 期，

第 105-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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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邓实又印刷出版《神州国光集》多辑，前后品种达二百多种之繁。而狄葆贤（字楚青，号平子， 1872-

1942）于 1904 年创办有正书局于上海，为较早以珂罗版影印中国古代书画之出版机构，单是《中国名画

集》就出了 38 辑，各种名人画册约 300 种，珍本碑帖约 200 种，a旨在弥补真本传世者希，乃至画家日

少的忧虑。b邓实在为《神州国光集》作叙时则表示：

国学保存会（1905-1932）既立三年，藏书之外，复收罗古代美术品， 购借搜讨，日积而多，

时于国粹学报，镂铜公世，兹复有神州国光集之刊……诚欲假精工以传巨迹庶海内尤物，人人得

而共识之，群知吾国所可爱之实，将神州之国光，其在是矣。c

国粹派素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标榜“不存门户之见，不涉党派之争”，声称以“保种、爱

国、存学”为职志d。随着国粹派的研究，学界普遍注意到《神州国光集》的出版，累积了不少扎实的研

究e。叶氏基本上承续了国粹派对国宝流落海外的忧虑，将古籍、书画等“文物”的命运与国家连结，外

人对古代名迹的予取予求，被视为成为一种国家飘零的象征。然《神州国光集》（民国后改名为《神州

大观录》）的出版历经十年，汇集东南故家所藏法书名画、金石古器拓本的来源趋尽，后继无力，已无

法因应此一文物市场的需求，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屡有赝品出现。叶氏乃乘此际，以一己所藏，既

可响应保存国宝的时代任务，顺应市场所需等外在因素。

叶德辉从倡议到完成，历经十年才达成珂罗版印刷的愿望，他在《〈艺苑留真〉序》中说明出版过

程：“丧乱以来，奔走四方，携之行笥。去年（1916）四月回苏展墓，栖依丙舍，欲如《江村（消夏）》

（高士奇，1645-1703）、《庚子消夏》（孙承泽，1592-1676）之例，录未成。因托俞君守己以新法珂罗版

影照行世”f。俞守己为苏州人，曾任端方幕僚，此一历练使其精于鉴定书画、碑帖和古籍善本，也即为

此书背书。可惜叶氏出版三册就终止，应该还是跟资金出问题有关。同时也不像《晋唐楷帖》之后再三

重印，应该就在于珂罗版的印力不高，一块印版仅能承印 100 至 500 份左右。

叶德辉一生大部分停留在雕版印刷时代，从 1895 年起，藉由其地方权势与湖南官书局密切相关，

与王先谦共理湖南官方刻书资源，得到盐商朱昌琳的资助，由盐务公所“月醵六百金”，就讲舍设局刊

书。g所谓“就便私用”h，应指既可善用湖南廉价的刻工，创造资本，也得以雇用艾作霖一类最高明的刻

a  向敏：《中国近代珂罗版印刷业之兴衰——以上海有正书局为中心》，《史料》2013 年第 3 期，第 122-124 页。

b  见《美术研究会广告》，《申报》1908 年 9 月 13 日 22 版。

c  邓实：《神州国光集叙》，《国粹学报》，广陵书社影印版第 9 册（1908 年），第 5009 页。

d  见《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 1 期（1905），第 2 页下。

e  如刘宇珍：《照相复制年代里的中国美术：〈神州国光集〉的复制态度与文化表述》，第 185-254 页，第

258 页。

f  见王逸明、李璞编：《叶德辉年谱》，后附《佚文》，第 374-375 页。

g  见王先谦：《葵园四种王先谦自定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6 年），第 736 页。相关研究可参刘泱泱：《思

贤讲舍、思贤书局小考》，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会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 年），第 359-376 页；

胡昭熔：《湖南书局、传忠书局、思贤书局考辨》， 《出版史料》，1991 年，第 2 期，第 114-115 页。

h  王逸明指出：“约至宣统初年（1909） ，思贤书局与学政公署刻书处资源合并，见是年末‘叶与王先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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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复制珍本；然出版著述主要还由王先谦所决定 a。当王先谦于 1917 年过世后，叶德辉竟沦至以宋金

丹家白玉蟾手书《道德宝章》，质借千金支付书局场地、员工与刻工费用。根据《缪荃孙（1844-1919）

日记》：“（1918 年 9 月）二十四日，叶来，送元明板书、旧拓碑帖与王息晨代售。”b叶氏又在《致刘承

干（1881-1963）七》（1919），言白玉蟾手书册已无法赎回，又言决意将长沙刻工一概遣散，长沙官方

刻工资源至此终结，以后叶氏出版改采包工。更值得注意的是，叶氏已定意：“二三名抄己借商务印书

馆摆印。己不能刻，借人刻之，但使古人之书得传，便觉问心无愧”。c民国之后，石印和珂罗等西方印

刷，涉及更高的资本和技术，即使叶氏善于通有运无，观望局势，试图改弦更张，以新技术复制个人

藏品的方式，转化为人人可得的书籍，既保存国故，也创造新价值，但终究起步太慢，只能沦为附庸，

无法主导新的印刷世界。

三、灵光再现：复制藏品的文化增值策略

倘若从班雅明所说“灵光”，视为每一个艺术藏品的本质性的特征。那么一个收藏家所珍藏的，正

是该对象所具有的四个特性：“此时此地性”（das Hier und Jetzt)、“独一无二性”（Einzigkeit）、“真迹性”

（Echtheit)，以及“不可逼近性”（Unnahbarkeit)。d因此，无论再高明的复制再现，也无法让复制品拥有

原作一样耀眼的灵光。但若从“价值”概念来把握与描绘艺术灵光现象，也就是将“灵光”简化为广义

的“崇拜价值”，那么原本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一旦转化为展览品，或者可加以复制为商品，都会造成

崇拜价值的贬值。在商品经济的时代，如何将艺术藏品的价值止跌回升？照班雅明的说法，也就是将

这个对象所有的历史记印汇聚成一部魔法般的百科全书，包括该物出身的出版日期、地点、装帧手艺、

先前主人，藉由这些履历使得这些对象显得更独一无二。e

谈到价值，在声名之外，艺术价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往往等同于货币价值，并且是一种经由市场

认证的可量化价值。在此，就必须对清末民初流通的币制有一简单的描绘。清代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

统一，不同时期也有变化。晚清的币制，主要发行银两、铜钱和银元，另外通行的还有番饼。根据白

谦慎的概论，银元和银两比价相对稳定，一个银元约合 0.7两银子，铜钱则变化很大。f而邵义研究晚清

理湖南官方刻书资源’。叶氏刻书之初，或于思贤书局刻书处兼有职务，就便私用．而湖南学署刻书处亦与叶

氏有关。”见王氏著：《叶德辉年谱》，第 50 页。

a  叶德辉《致缪荃孙》47 曰：“往时葵园鸠集刻工，不欲其刻他人之书。”黄逸明：《叶德辉集》第四册第 390 页。

b  见缪荃孙日记，1918 年 9 月 24 日。《年谱》，第 252 页。

c  王逸明：《叶德辉集》第四册，第 412 页。

d  见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Ⅱ，第 29-35 页。其中“无法接近”，

说明可见该文注 7，第 61 页。相关研究可参见蔡鼎伟：《数位复制时代的灵光消逝论》，《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

报》38 期 （2017 年 7 月），第 124-126 页。

e  见本雅明《打开我的藏书——谈谈收藏书籍》，收于 [德] 汉纳·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翻译：《启迪：

本雅明文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90-91 页。相关研究参见蔡鼎伟：《数位复制时代的灵光

消逝论》，第 143 页。

f  参见白慎谦：《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澄及其友人为中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8 页。如钱泳《履园丛话》云：“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渐增至七二、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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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物价时则指出：

在清朝京师，小民的日常交易金额在 12 文制钱以下的数目甚多。比如：一斤菜值二、三文制

钱，一个鸡蛋卖三文制钱，一块烧饼和一个菜包各值两文钱，茶馆的茶资为二文制钱等等。a

换言之，12 文钱勉强可过一天，若以晚清日贵的银价来说，一两银即约可过三个月。而当时一个补

实缺的六品进士每年约有 122两的收入，但若依靠印结银、查照费、解部照费或养廉银等额外收入，薪

资马上暴涨 3-6 倍。但试用行走者按品支给正俸，则只有 60 两。b

至于民国时期的大洋，也只是一个统称，实际上不同区域各自发行不同的钱币。其中所谓的“孙小

头”或“袁大头”重量均为 7 钱 3 分，约 0.73 两银。而 1911-20 年间，上海的米价约每斤 3.4 分钱，一

银圆可买 30 斤大米；猪肉每斤 1 角 2-3 分钱，一银圆可以买 8 斤猪肉。c而上海住校生的每月伙食费就

要 6 元 d，应是最基本的生活费用。《申报》总主笔张蕴如（名葆元，1872-1940）月薪 40 元，但也有如

《时报》通讯作者黄远生，月薪高达 200 元者，甚至被挖角者，如陈景韩（1878-1965）可达月薪 300 元。

相对来说，民初孙中山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王云五（1888-1979）指出官员薪资一律为每月 60 元。e

民国的上海生活消费显然远高于晚清的北京。由此物价水平，开始观察当时的藏品复制行情，晚清

时期影刻善本大约要价十元左右，约需花费一个普通官员一至两个月的薪资；到了民国善本石印书帖约

六角，而珂罗版书画集每册约一元，只要花费部员每月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薪资。可见同样是珍罕真

迹的复制品，但所需付出的代价，显然大幅降低。钱基博就曾指出：“自珂罗版书画盛行，虽家乏收藏，

不难见古名人真迹。……得饱临四王、墨井、南田，上及宋元诸大家杰作，骎骎擅能品。”f换言之，几

乎一般收入者就可以目睹清朝山水画代表画家，包括王时敏（1592-1680）、王鉴（1598-1677）、王翚

（1632-1717）和王原祁（1642-1715）等四王，以及吴历（1632-1718）和恽南田（1633-1690）等画作。

然而随着复制量产，物品的辗转流通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价值”的变化。善本古籍更非一般的

古籍，而是在历史流转中，不仅拥有有自己的生命履历，具有艺术藏品的本质特性，也即班雅明所谓

的“灵光”。用 Igor Kopytoff 的说法，也就是透过将物品特殊化（singularization）抵制其他物品的商品

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

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近岁洋钱盛行，则银钱俱贱矣。”[清] 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丛话一》，“旧闻·银价”，第 28 页。

a  绍义：《过去的钱值多少钱？——细读 19 世纪北京人、巴黎人、伦敦人的经济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0 年），第 176 页。

b  相关说明，详见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 年），第 45-49 页，具体数

据则见注 2，第 58 页。

c  乐与观：《民国时期的“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历史》，转载于“每日头条”原文网址：

https://kknews.cc/history/p9bpn3z.html。

d  见蒋梦麟：《西潮与新潮》（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年），第 82 页。

e  见裴毅然：《民初文化人的收入与地位》，《世纪》2012 年 4 期，第 48 页。

f  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 137-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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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把商品化的物品再特殊化，限制于狭隘的交换领域。社会内部群体对某物品的特殊化，使该物

具有集体共识的烙印，引导个体对特殊化的欲望，并背负文化神圣化的重担。a而编纂过程和书籍流通，

常涉及提供书籍价值的策略。事实上，历来中国收藏家往往精于此道，从艺术珍品外围不断增生的鉴

赏跋语、钤印，乃至各种书画谱、甚至笔记的生产行动，可资证明。杨守敬在给缪荃孙的信札，曾论

及提升藏品身价的方法，其信曰：

尊藏海内稀有之本，固有《艺风碑目》b可考，然非专门金石家所能洞悉，则何如普示天下学

者？或石印，或双钩（费皆敝处任之)。必有题跋，溯所从来，声价必当愈高。即如莫氏之唐本《说

文》，若非子偲 （莫友芝，1811-1871）先生刻之木，徐子静 （徐士恺，1844-1903）肯以五千金

购之乎！前年在金陵署中见墨本，则又增价三千金矣。此其明证也。又如罗叔韫 （罗振玉，1866-

1940）所得珍本亦多，以付石印而获值更丰。如以为不谬，守敬当寨裳以从校订之役。此复，即颂

刻安  不庄。四月二日 c

根据刘信芳考证，杨氏此信当作于壬子年 （1912），d他力劝缪荃孙效法的莫友芝刊刻《唐写本说文

解字木部笺异》，将一生访碑寻帖，珍藏的一万三千余种金石碑志 e付印出版，一如精研殷墟甲骨、汉

晋木简、敦煌文书、齐鲁封泥的罗振玉，也是透过刊印古书，而所获甚丰；言下之意此举亦可将缪氏在

收藏界的声名推升，而与罗氏并列。尽管缪荃孙也有编《艺风唐金石萃编》的意愿，但他规划在全文

影像之外，还要包括释文、校字、修饰、考据，故并未接受杨氏的建议。f但杨氏此信揭露了老手藏品

与复制藏品互动的加值策略，首先要将藏品藉由各种仿真技术刊印，普示天下，也即是唯有透过流通、

保存，才能生产知识，从而扩大影响力；其次则是透过题跋追溯源流，如莫友芝本为文字训诂专家，兼

通金石之学，所作《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为底本，为现存《说文解字》最早

之版本，与大小二徐本多有差异，部分保存了许慎原书的面貌，莫氏分析与二徐本的异同，又旁征博

a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pp. 64-91. 中译文《物的文化传记──商品化过程》，

收入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第 397-427 页。

b  缪荃孙的金石学目录，约完成于 1896-1898 年，实名《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一至十七，为殷周至元代

之各种石刻，卷十八为殷周迄元之墓志，总共录有一万零八百余种。其中除景龙观钟铭以外，均属于石。此

目录书，乃辑其所拓顺天、四川、山东，及直隶之易州、宣化、真定，江宁之句容、溧水，上江之太平、当

涂、潜山、桐城、贵池，下江之常熟、松江、太仓等诸处石刻，加上自己所收藏韩小亭、马砚孙、瑛兰坡、

崇雨聆、樊文卿、沈均初、刘喜海等诸家之旧藏，总共汇录而成。以一家所藏，多至一万八百余种。其中辽

刻竟有一百六十种。详参杨洪升：《缪荃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404-407 页。

c  见钱伯城 , 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下册，第 66 页。

d  见杨守敬：《寄缪荃孙》，收入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成都：巴蜀书社，1996 年），

第 190-191 页。

e  有关缪荃孙的金石学，详见杨洪升：《缪荃孙研究》，第 394-440 页。搜集金石碑版的成果，见第 399 页。

f  见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与周湘舲书》，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

全集·诗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年），第一册，第 657-6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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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故不仅可提升该书的重要性，a更能使原件真迹随之声价愈高。然而价格攀升之道，还有杨氏未能

提及的隐藏因素，该书乃受曾国藩（1811-1872）之命刊行于世，又有精经学、工书法的杨见山（1819-

1896），嗜古博览的张文虎（1808-1885）为之校勘。b孙诒让（1848-1908）却览而疑之，指出行款与唐宋

古制不合，二是米芾鉴定不足信，而认定此写本为伪作，引发周祖谟等人诸多学界的反对。c后又转手

于端方、完颜景贤（1876-1626）、白坚（1883- ？）至日本内藤湖南（1866-1934），1935 年被日本政府

定为国宝。d该书乃经宋至民初，乃至流传海外诸多名人加持，而孙氏的质疑，反而制造了话题。换言

之，物价值因人的参与而存在、升降，只有刺激群体的欲求与意向，才能增加书物的价值。

叶德辉长期浸淫于文人的收藏文化，身兼收藏者、品鉴者和出版者，对于这种增值手法也不言而

喻的。譬如前文即提及叶氏屡次称道杨氏《留真谱》方法之善；但他更认同太老师缪荃孙《宋元书影》，

同样刊刻所藏宋元本书时，不仅保留宋元本“本书一叶，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摹之，加考一

篇”e的作法。若辨析杨、缪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考据的功夫。藉由影宋刊《南岳总胜集》、石印《晋

唐楷帖》和珂罗版印《艺苑留真》的操作，也可解读出不断往复于贬值与增值的经济学计算。如以南宋

影写《南岳总胜集》为例，叶氏在《〈南岳总胜集〉序》曰：

《南岳总胜集》三卷，南宋末刻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四库》未收书也。嘉庆中阮文达

元影写进呈，语详《揅经室外集·提要》。此为浭阳尚书端方公所赠，闻其去白金七十两得之京师

估人。常熟龎劬庵中丞鸿书见而叹赏，助资属余影橅刊行。二公稽古尚文，有同好也。此为阳湖

孙渊如观察星衍平津馆旧藏。嘉庆壬戌，善化唐陶山方伯仲冕假得付刊。序称依照宋刻，实改易

行字为二十一字，又用匠人宋体字书之，殊不可解。余刻此时一依宋本旧式，为余摹写者零陵老

友艾作霖。刻成，余以日本茧纸印十许部。宜都杨惺吾校官守敬见之，书估去余前序，绐以为宋

本，竟获番饼八十元之善价。杨喜告江阴缪筱珊学丞荃孙，不觉大笑。杨殊惊诧，缪述其为余刻，

始懊恨而去。然余刻虽精，终不及原本之古香古色，无怪世间好宋版书之人，虽断简残编亦视为

零金碎玉之珍重也。杨每以旧刻伪充宋本售人，此次乃竟为书估所绐矣。杨集宋、元、明本书之

首叶或序跋摹为《留真谱》一书。杨固素精版本学者，老娘倒绷，闻者无不开颜。因记于此以资

后人挥麈云。

这篇序言也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首先粗体字即在“溯所从来”，其中又包括了南宋刻本版式的论证，

《四库》未收之希罕性，而端方赠送和孙星衍旧藏，不仅夸示前任主人的印记，也意涵着文人收藏间的

a  详参李宗焜：《国图藏〈说文木部笺异〉稿本》， 《国家图书馆馆刊》104 年 2 期（2015 年 12 月），第 75-88 页。

b  详见梁光华：《〈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的考鉴、刊刻、流传与研究概观》，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 5 期，第 1-7 页。

c  见何九盈：《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的真伪问题》， 《中国语文》2006 年 5 期，第 441-443 页。

d  见李宗焜：《国图藏〈说文木部笺异〉稿本》，第 78 页。

e  见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宣统三年辛亥，年六十八岁”条，收入清·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

《缪荃孙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年 10 月），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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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模式与情谊，同时更圈定了以宋元古籍的文化品味，而相互承认，乃至彼此影响的文化群体；而

京师买卖价格意在直接凸显该书底本的珍贵性。其次，加底线的文字则是“普示天下”，也即是该书刊

刻的过程，庞鸿书助印，则是湘鄂乡邦意识的展现。而他强调特别雇用艾作霖等刻工老手，不仅模刻

宋版的风格样式，也特别讲究纸墨装祯，采用了日本茧纸，乃合棉、茧所造，坚韧如帛，发墨可爱的

上等好纸，耗工费时，所费不赀，方能模仿得维妙维肖。其三，灰阶字则是“制造话题”，主要记载善

于以假乱真杨守敬，竟遭蒙骗得逞的轶事，形成一种古籍市场连环骗的故事趣味。其四，加框的名字，

则是“名家加持”，其中汇集了当时的收藏名家端方、湖南地方官员兼同好庞鸿书、考据学者孙星衍、

刻工圣手艾作霖、目录版本专家杨守敬和缪荃孙，莫不渲染了该书的传奇色彩。另外叶氏加码的商业

手法，则是强调该书限量印制，只有十几部，同时也做了同类产品调查，也即是与孙刻本的比较。

凡此类似加值手法，亦可见于《晋唐楷书》、《艺苑留真》二书的复制出版，基本上都是透过把藏品

商品化、再特殊化的流程，而复制藏品扩大了读者群的同时，却也使得真迹限制于社会内部少数群体、

乃至国外收藏家的交换领域，使该书一方面具有集体共识的烙印，另一方面也引导个体对特殊化的欲

望，甚至背负“国粹”如此文化的神圣化负担。唯所不同者，在历代序跋之外，书画亦重视收藏和鉴

赏钤印，诚如白谦慎所指出，在早期书画收藏中，家传、交换、赠送现象，较市场购买更为普遍。a此

外此二书帖、画册已经是由资本化的商务印书馆、交通图书馆等出版单位出版营销，大大压低了售价，

并企图吸引更多向往艺术、收藏的读者，而终究与晚清的收藏世界有所区隔。

四、结论

照相不仅作为人像复制的技术，晚清民初从影刻、石印到珂罗版印刷的快速转移，都可从叶氏藏

品出版的过程中得到印证。尽管所“照”的对象不同，但是都触及了对于“真”形追求的欲望。

近代古籍、书画作为一种文物，都涉及“物”的概念、用语、词义。使用“器物”（artiface）和“物

品”（object）这两个词，并非使用一般的“东西”（thing）和“物性”（thingness），就是强调器物制造

和装置过程的艺术要素，以及强调事实／器物（fact／object）乃是这个过程的结果。b文物涉及了知识和

分类的过程，既有时间、空间、质量等自然因素，也还根据人类的知识和经验作判断及认定。特别是

专家的知识、技能，也参与制造物的价值加值。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击之际，叶氏所体现的，即

将西方的“器物”观念纳入“国粹”范围，进而转化为“文物”。叶氏虽被视为保守、反动且因而丧生，

然身兼收藏家、鉴赏者与出版者，叶氏同时参与了文物价值的贬值与增值的过程，并使得“叶德辉”三

字本身就有品牌效应。

严格来说，无论是影宋《南岳总胜集》、石印《晋宋楷帖》，或是珂罗版《艺苑留真》，在近代中国

的书籍史上都不算是最特殊的出版品，然值得注意的是，叶氏在短短十多年历经影刻到平板印书的中

a  见白谦慎：《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澄及其友人为中心》，第 110 页。

b  罗兰（Michael Rowlands），汤芸译、张力生等译：《器物之用——物质性的人类学探究》，《民族学刊》

2015 年第 5 期，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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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技术革命，也适逢两千年帝国到民国的体制转变。印刷技术改变了叶氏的出版王国，也影响对于物、

世界与自我关系的看法。他在雕版事业溃退之际，不仅勇敢地自我推销藏品，积极采用拟真度更高、

效率更快的印刷技术；並在《艺苑留真·序》中自我省思：“此吾一人之所藏，藏又非其全者。随身三十

年，终不免有去吾之一日。尽管‘铭心’于‘绝品’，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出版家，保存的目的在于

分享，而非拘限于一家所私有，故从不在书画上钤印姓名。一心认为世间名迹，当与世间共宝之；窃笑

昭陵殉葬，牧斋挥泪。”a于是原本以书与老婆两不借闻名的叶氏b，不仅协助张元济收集宋元明善本，编

辑《四部丛刊》，也热心出借自己的善本古籍，由收藏出版者转型为传统文化的引路人；换言之，与其

重视藏品灵光的物质价值，无乃共享，阐发其文化价值。在这段新与旧交融、真与拟真之间的辩证的

路程中，既容纳了叶氏与同好们对于物的愿望，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下知识和分类方式的移动，也提供

了中国现代性的一种观察角度。

Collections Reproduction: Ye Dehui and his Three Kinds of Rare Books
under Printing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Liu Yuan-ju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ses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a major revolution in printing for a thousand years, 

photography was not only used as a technique for reproducing portraits, but also used in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and rare books, Chinese rubbing and ancient painting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engraving printing by shadow 

flip, lithography to collotype printing, and there were increasingly perfect realistic images. But is precision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adding cultural value? Or is the Aura disappearing, as Walter Benjamin predicted? On 

the other hand, technology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and creation of things, but also affects 

the way human beings live, standardizes the behavior of users, and constructs life.

Ye Dehui (1864-1927)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collector and publisher of conservative ideas, and 

most of his books were printed using traditional engraving, and in his later years, he was enthusiastic about 

new techniques such as lithography and Collotpe printing. This article will take three rare books as examples, 

including of the Shadow engraving of Song edition’s Nanyue Zongsheng Collection (Collection of Wonders 

from the Southern Mountain), the lithographic Jin Tang Kai Tie  (copybook of regular script from Jin and Tang)

and the Collotype printing of the Yiyuan Liuzhen (the Real Vestig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rts) as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lif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ds of rare books generated and circulated, the second is to analyze how Ye 

Dehui gave value to the reproduction collection, and finally summarize how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scribed Ye 

Dehui's life, which also provides an observation angle of Chinese modernity.

Keywords: Ye Dehui, printing technologies, reproduce, Aura, value

a  见黄逸明：《叶德辉年谱》，第 378 页。

b  见沈俊平：《叶德辉刻书活动探析》，《中华文史论丛》2010 年 1 期，第 388 页。


	在《南洋中华文学与文化学报》
	出版发布会上的致辞
	Nanyang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troductory Remarks
	圆桌论坛：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学
	与文化的东西方对话与交流
	Roundtable: The East-West Dialogue and Exchan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由海昏简与熹平残石
	对勘论鲁、毛篇第异同
	A Chinese Reading of Epictetus
	谶纬文献再整理刍议
	Health and Illness in the Paratext: 
	Five Authorial Prefaces and a Letter from Early and Early Medieval China
	中古文献的三副面孔
	李白天材观与庄子无用论
	西域重镇与唐诗繁荣
	藏品再现：
	印刷技术转型下的叶德辉与三种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