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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库全书》的文化与遗产价值 

陈晓华 

摘 要：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乾隆时期重要的国家文化工程，完成 了对先秦至清 

中叶中国主要传世典籍的系统整理，其中的辑佚、校勘与考据工作，引领了乾嘉时期的 

朴学之风，具有重要的文献与历史文化价值。当然，《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也有不少 

缺憾与不足，体现了历史的局限性。 自编纂完成之后，《四库全书》的研究及翻印工作 

一 直为国内学界 所重视 ，其 突 出的文化地位 也获得 了国内及 国际社会 的广泛 关注。 

《四库全书》所体现的文化性、独特性及世界性特征，蕴含了重要的遗产价值，需要我们 

进一步挖掘并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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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 

上规模最 大的一部丛 书 ，因按 照经 史子 集 四部 

顺序编纂，故名 “四库”。《四库全书》涵括 了 

先秦至清 中叶各 时期重要典籍 ，并使 之系统 

化 ，是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最大 

规模的汇结 ，保存并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堪 

称中国古代文化史 、学术史及思想史之集大成 

者 ，具有 珍 贵 的 价 值 与 世 界 性 地 位 。现 存 文 

渊、文津 、文溯 、文澜四阁《四库全书》，亟须得 

到进一步重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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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 

(一 )规模之最 

康乾时期，典籍编纂成为清政府的重要文化 

工程，尤以乾隆时期为最。《四库全书》之征集、 

编纂、收录规模皆为历史所罕有。《清史稿·艺文 

志》载《四库全书》编纂情况：“高宗继试鸿词，博 

采遗籍，特命辑修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珞、大学士 

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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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三百馀人，皆极一时之选，历二十年始告成。全 

书三万六千册，缮写七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 

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 

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① 

1．征书规模。四库修书，搜罗之广，为历代所 

未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谕：“今内府藏书插 

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 

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 

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 

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 

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 

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 

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 

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 

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 

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 

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 

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 

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②乾隆帝举全国 

之力征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完备的征书途 

径，运行秩然的征书机制，保证了书籍的有序征收 

与进呈；所收书籍种类包括内廷藏书(内府本)、 

清早中期奉皇帝之命编撰的书籍(敕撰本)、各省 

采进本、私人进献书籍、《永乐大典》辑佚出的书 

籍(《永乐大典》本)，等等。 

2．修书规模。《四库全书》的编纂，集结了全 

国最优秀的文人学者三百余人，参与助校与誊录 

的普通士子数量则达三千多人。当时的学界名流 

大多参与其事或受其影响，书虽成众手，但体例统 

一 完备。编纂 历时时 间长，从乾 隆三 十七 年 

(1772)乾隆皇帝下诏征求遗书，到乾隆五十二年 

(1787)七部《四库全书》全部抄写完毕，历时十余 

载才最终告成。其后的一些增补修订工作，直到 

嘉庆九年(1804)才全部结束，是倾全国之力铸就 

的文化工程。 

3．收书规模。《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了当时 

中国存世的主要典籍，共收录 3503种古文献， 

79337卷，36277册，6144函，103架，2291100页 

(以上数字为陈垣统计)③，总数约 9亿 9千 7百 

万字(民国学者杨家骆所统计字数)④，是中国现 

存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 

(二)辑佚保存古籍之细 

1．辑佚古籍 

《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几百种 

已失传的书籍，如《东观汉记》、薛居正《旧五代 

史》、王益之《西汉年纪》、王桢《农书》《九章算 

术》、秦九韶《数学九章》等。若无编纂《四库全 

书》时的辑佚保存，这些珍贵文献很有可能随着 

日后《永乐大典》继续散佚而不复存在。更难能 

可贵的是 ，某些辑佚而成的书籍具有独一无二 的 

版本价值，如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的 

元代姚燧三十六卷《牧庵集》，多出自较苏天爵 

《元文类》版本更为原始的稿本。 

2．保存珍本、秘籍、孤本 

(1)《四库全书》收录了不少宋元本、抄本、名 

家手稿本等珍本秘籍。如《四库全书》著录有宋 

代孔传《东家杂记》宋刊本、林至《易裨传》的元至 

正间陈泰刊本、龙衮《江南野史》抄本，以及清代 

冯娃《滇考》的抄本、俞汝言《春秋四传纠正》的俞 

汝言手抄本。 

(2)《四库全书》著录了一些本以为失传或不 

全、但赖四库修书查知或补齐的书籍，如宋代郭雍 

《郭氏传家易说》。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原以为 

散佚，四库修书征集到澹生堂写本人著《四库全 

书》。汉代赵煜《吴越春秋》所采用的纪昀家藏元 

大德十年丙午刊本，补了其《汉魏丛书》本佚注者 

徐天祜姓名的不足。晋代常璩《华阳国志》也赖 

四库馆臣以影宋本补足，并入著《四库全书》。宋 

代李明复《春秋集义》，旧本佚《纲领》三卷，四库 

馆臣补成完书并入著《四库全书》。明代马明衡 

《尚书疑义》，《四库全书》著录了天一阁抄本。不 

过，该书天一阁目录记载为四卷，而《四库全书》 

所收为六卷，第六卷承接第五卷，从《尚书》的《无 

逸》篇开始，到《尚书》的末篇《秦誓》，主要是介绍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 145(艺文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 4219页。 

(清)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 1页。 

陈垣：《文津阁 <四库全书 >册数页数表》，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杨家骆编：《四库全百科大辞典》，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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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篇旨意，加 自己的议论。显然，《四库全书》所 

收本补了天一阁所藏版本的缺失 。 

(3)著录了原未刊行、由于《四库全书》著录 

得以广泛流传的书籍。如清代沈名荪、朱昆田编 

《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原没有刊本，藉《四 

库全书》入著，得以流传。 

(4)著录了仅《四库全书》所收、外间无传本 

的书籍。如明代康万民《璇玑图诗读法》一书，除 

收入《四库全书》，未见它处著录。赵万里《四库 

全书孤本丛刊拟目》(一册，北平图书馆油印本)， 

收录的即是仅《四库全书》所收之本。《四库全 

书》所录孤本，经部有宋代耿南仲撰《周易新讲 

义》十卷、魏了翁撰《春秋左传要义》三十卷《卷 

首》一卷，子部有清代庄亨阳撰《庄氏算学》八卷， 

史部有宋代钱时撰《两汉笔记》十二卷、吕午撰 

《左史谏草》一卷、明代俞汝楫等纂《礼部志稿》、 

佚名《太常续考》八卷，集部有元代张昱撰《可闲 

老人集》四卷、明代钱仲益撰 《锦树集》八卷， 

等等。 

此外，系于手抄以及删改等缘故，每阁《四库 

全书》的每本书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版本属性。而 

那些根据不同底本抄写而成的各阁同一部书 ，有 

的保存了同一书的某～古老版本，版本价值不言 

而喻，如文溯阁本《长安志图》既非源于明成化 

本 ，又非源于明嘉靖本。而据学者研究 ，今存各种 

《长安志》(包括《长安志图》)的版本都来源于明 

成化本和嘉靖本 。 

(三)装帧贮藏之讲究及对古代活字印刷的 

推进 

《四库全书》抄录七部，分藏文渊阁、文溯阁、 

文源阁、文津阁、文宗 阁、文汇阁、文澜阁，以代表 

春、夏 、秋 、冬的绿、红 、蓝 、灰四色装 帧经、史 、子 、 

集四部书籍，如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最下一层， 

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用黄色绢，两畔橱皆经部书， 

面用绿色绢 ，中一层尽史部 书，面用红色绢，上一 

层左子右集，子书面用玉色绢，集用藕合色绢，其 

书帙多者用楠木作函贮之。其一本、二本者用楠 

木版一 片夹 之，束 之，以带带上，有环结之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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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①，藏书楼建制则仿天一阁样式。 

尽管《四库全书》为抄本，但四库馆的设立及 

《四库全书》的编纂，却推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一

次木活字印书成果《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对 

外开放，为再编新书创造了条件，新的丛书频频出 

现，促进了中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反映《武英 

殿聚珍版丛书》刻制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 

则发展了自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元代王桢《造 

活字印书法》以来 的活字印刷术 ，推 动了清代 出 

版事业的发展，为中国活字印刷史上的里程碑著 

作，被翻译成德、英、日等国文字，广为流传，对世 

界 出版文化 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 

二、《四库全书》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一)古籍整理及校勘工作成为学林典范 

《四库全书》对历代传世典籍进行了全面整 

理及总结 ，为当时及后世古籍整理工作提供诸多 

有益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 

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几百种，为 

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良好范例。校勘工作之精 

与细，亦为后世典范，戴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人 

物。戴震入馆数月，即“纂次《永乐大典》内散篇， 

于《仪礼》得张淳《识误》、李如圭《集释》；于算学 

得《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夏侯阳》五 

种算经 ，皆久佚而存于是者”②，并道出了从《永乐 

大典》中辑出并校正《九章》之始末，“而所谓九 

数，即《九章》，世罕有其书。近时以算名者如王 

寅旭、谢野臣、梅定九诸子，咸未之见。余访求二 

十余年不可得。疑《永乐大典》或尝录入，书在翰 

林院中。⋯⋯及癸 巳夏 ，奉召人京师，与修 《四库 

全书》，躬逢国家盛典，乃得尽心纂次，订其讹舛。 

审知刘徽所注，旧有图而今阙者补之。书既进 ，圣 

天子命即刊行 ，又御制诗篇 冠之于首 ”，于此 ，戴 

震感慨道，“古书之隐显，盖有时焉，诚甚幸也”③， 

清政府倾全国之力，编纂《四库全书》，正是戴震 

所言之“时”。 

① (清)李斗 ：《扬州画舫录》卷4《新城北录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 103—104页。 

② (清)戴震 ：《戴震全书六 ·与段茂堂等十一札》第七札，合肥 ：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539页。 

③ (清)戴震 ：《戴震全书六》卷 7《刊九章算术序》，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 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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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方面，因《四库全书》编纂而修撰的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典 目录学发展的顶峰。 

《四库全书总目》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学科体系和 

知识系统的全面总结和建构，兼具“辨章学术，考 

镜源流”①，“折衷六艺，宣明大道”②，以及读书治 

学津梁的功能，并影响了当时及后世许多 目录书 

的编纂。直到今天，整理或编纂古籍时，四部分类 

法仍不过时。有学者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具有 

“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 

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宏矣”③的 

效力。至今，《四库全书总目》仍为许多从事传统 

文化研究的学者或传统文化爱好者指示着读书治 

学 门径。 

(二)《四库全书》编纂的文化功能 

康乾时期，清政府一直注重传世典籍编纂工 

作。《四库全书》的编纂，对先秦至清中叶文化、 

学术及思想作了重新梳理与系统总结，尤以《四 

库全书总目》，通过创造性的叙述、阐释及评价， 

体现了清政府努力建构其官方学术体系的努力。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由于帝王与主要 

官员的推崇及戴震等人的引领作用，考据之风盛 

行 ，“馆中有奇文疑义 ，辄 就咨访 ，先生 (戴震 )为 

考究颠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职，以 

称塞明诏。经进图籍，论次精审”④。而编纂中对 

大量典籍进行的辑佚，校勘、考订工作，也促进了 

清代考据学的发展。这些是乾嘉学术臻于鼎盛的 

重要因素。 

四库修成后，翰林院副本与南三阁《四库全 

书》对世人开放，则开中国公共图书馆先河，使得 

士人群体可以充分利用《四库全书》资源，满足考 

订、校勘之需。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谕：“第 

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 

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 

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将来 

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 

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 

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 

晰，并晓谕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 

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材，稽古 

右文之至意。”⑤嘉道年间，南三阁确为士子们提 

供了诸多便利，陈奂《毛诗传疏》、胡培翠《仪礼正 

义》、谢启昆《小学考》都曾借助文澜阁本而成书。 

钱熙祚刊刻《守山阁丛书》也曾传钞文澜阁中善 

本，其“读书喜校勘文字异同。每恨若云氏书决 

择未当，又板毁殆尽，计所以重订，乃益出藏书，聚 

同志商摧去取，讨论真赝，反复雠对，民间乏善本， 

则准之 以文澜阁本 ，或注案语 ，或系札记 ”⑥。 

在这个学术潮流下，短短近百年问，朴学人才 

辈出，著述如林，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 

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来 

《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续修四 

库全书》等大型书籍的陆续出版，它的流风余韵 

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王国维称清代“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 

咸以降之学新”⑦，此一“精”字，足可概括《四库 

全书》及乾嘉学派影响下清中叶的学术风气。 

三、《四库全书》的争议与不足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既有显著的历史成 

就，也有一定的缺陷和谬误，在学界也有一定的争 

议。这需要我们正视之。其不足之处主要来自于 

对书籍的删毁改篡、版本选择及编纂质量等三 

方面。 

(一)关于书籍删毁或改篡 

四库修书禁毁书籍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 

是质量低下的书籍，一部分是不利于清政府统治、 

有违碍的书籍 。禁毁质量低 下 的书籍 或淫秽书 

①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 95页。 

②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第一》，(清)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第 95页。 

③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 49页。 
④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 39{戴先生震传》，《嘉定钱大听全集》九，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 

673—674页 。 

⑤ 《清高宗实录》卷 1199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丁丑 ，《清实录》第二十四册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6年版，第 34 
— 35页 。 

⑥ (清)胡培罩：《研六室文钞》补遗《守山阁丛书序》，清光绪六年刻本，第 8—9页。 

⑦ 王国维：《观堂集林·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 19，乌程蒋氏密龈楼 1923年印，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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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自然无可厚非。禁毁不利于清政府统治的违 

碍书籍，其中或包含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或学术信 

息，应可说是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不过，多数禁 

毁书籍都有档案详细记载，依类各自入册，产生了 

《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 目》等禁毁书 

目，这些存世的禁毁书目，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和政 

治状况，也是四库遗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关于版本问题 

乾隆帝为鼓励臣民进献书籍，《四库全书》收 

录书籍时 ，并没有重视书籍版本问题 ，各书籍的版 

本以献书者或采进方来代替。同时，《四库全书》 

编纂时曾增删 补改了一些书籍。因此 ，《四库全 

书》所收书籍版本的可靠性，引起一些学者的怀 

疑。笔者认为，这种怀疑倒可不必，《四库全书》 

编纂时，明文规定所收录的书籍必须是善本、足 

本。①以帝王之命及国家之力征集书籍，料不至于 

征集质量较差 的版本 ，且书籍经过层层拣选及完 

备的机制方能进入四库馆。四库馆臣及编修人员 

中不乏硕学大儒 ，且形成重考据的朴学之风 ，应能 

对版本质量进行严格把关。一些学者对四库本做 

过个案研究，如周相录在《我与 <四库全书 >本 

<元氏长庆集 >》中指出《元氏长庆集》四库本， 

是古代诸版本中最好的一个版本，并认为在整理 

古代文献时，四库本不仅可作重要的参校本，有些 

文献甚至径可取作校勘的底本。当然，《四库全 

书》编纂规模庞大，有漏查现象也属必然，但这应 

是少数 。 

(三)质量问题 

《四库全书》还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因《四库 

全书》编纂这项工程规模极大、范围极广，工作人 

员的水平也不一致，加以中国官修书籍的痼疾，以 

及时风学风、学者好恶、管理疏漏、馆臣舞弊等因 

素，因此，《四库全书》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搜访遗 

书，虽然不遗余力，但仍有许多书籍并未搜寻到， 

因此，《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大部分传世典籍， 

但只是一定意义上的“全书”。反映在《四库全书 

总 目》中的谬误 、失当之处也不少。 

编纂中因管理疏漏、馆臣舞弊带来的书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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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是古代官方修书之通病。《四库全书》编纂 自 

也难以例外。乾隆帝也意识到这一点，“办理《四 

库全书》一事，卷帙浩繁，人员冗杂，瞻顾私情，白 

所难免。然以国家办此大事，岂能彻底澄清，毫无 

瞻徇”②。当然，在严格的修撰制度与规范下，这 

样 的现象应是少数。 

亦有学者提到，四库修书因重视经史之作，轻 

视术数、技艺、释道、野史等书，导致书籍漏载。笔 

者认为术数、技艺方面书籍，历代都未成为主流， 

所产本就不多。至于释道、野史等方面的著述，良 

莠不齐，确实难以大规模收录。《四库全书》编纂 

中，曾明确申明不会 因“全 书”之名 ，而遵循古来 

“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 

备是一格”③的求全收书体例。“全书”之“全”在 

于精品之“全”，当然，若非质量问题，而因统治的 

需要销毁一些有价值的书籍，确是《四库全书》编 

纂之不足。 

此外 ，《四库全书总 目》在对历代典籍进行评 

论时，存在不尽允当的现象，甚至带有一些倾向 

性，此一现象也为一些学者诟病。于此，我们也要 

辩证看待，有学者曾言：“《四库提要》存在阙误， 

事有固然。万余种典籍作出千古定评，本属不可 

能之事；时间所限，时代所限，史实考订不周，议论 

判断失误，在所难免。”④另外，《四库全书总 目》 

也可视为一种 “文本”，是 当时的政治、思想及文 

化状况的体现，其“文本”背后的思想及文化内涵 

值得后人重视与探究。 

四、保护《四库全书》的重要意义与必要性 

(一)《四库全书》在中国及世界文化中具有 

特殊的影响力 

《四库全书》是对先秦至清中叶中国古代文 

化典籍的系统整理，其中所承载的丰富内容，基本 

可以包括中国历代思想、文化与学术的主要方面， 

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传承路径。对《四库 

全书》现存诸版本及相关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 

(清)永珞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 17页。 

王重民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六 日上谕。 

(清)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 18页。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叙例》，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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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与研究，有助于保护这一文化系统及其展示 

的中国传统文化。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并部分开放以来，即有 

学者对其展开考证、辨析与评论，清中晚期一度掀 

起了搜集古籍及编纂丛书的热潮。民国年间，学 

者及名流们曾数次倡议影印、续修，并加深研究， 

虽然影印、续修计划多以遗憾告终，但完成了部分 

选印工作，续修了提要，也留下了不少研究佳作 ， 

使《四库全书》不仅在国内，在国外的影响力也 日 

渐增大，《四库全书》的世界性地位得以提升。20 

世纪 80年代开始，出现了选辑、影印为主的四库 

系列丛书，如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四 

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据台湾影印本影印 

之，季羡林主编了《四库存 目丛书》、上海图书馆 

编了《续修四库全书》、王钟翰编有《四库禁毁丛 

书》等等。21世纪初，再掀影印浪潮，如先后两次 

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 

提要》等。而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从 20世纪 

80年代起就已成为一门专学——四库学，如今相 

关研究人员与日俱增，有关学会也已成立。这些 

都体现了《四库全书》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及社会 

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集大成者，在世界 

范围内，《四库全书》被视作东方典籍文化的一种 

象征，拥有特殊 的文化身份。《四库全书》编纂 

时，曾有传教士把它纂修的事传回欧洲，“并寄回 

这些版本”①。这些版本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于 

法 国国家 图 书馆。1878年，迈 耶 斯 (W．F． 

Mayers)发 表 了 名 为 《中 华 帝 国 文 汇 》 

(Bibliography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Collections of 

Literature)的文章，介绍了《四库全书》及其修纂事 

宜。中国学界 1920年至 1935年 15年期 间 5次 

掀起影印《四库全书》的浪潮，国际上的期待也是 

因素之一。《四库全书》因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地 

位曾扮演着特殊的角色。1914年，袁世凯曾打算 

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以试图向国内外表达其 

正统地位。1922年，清室以经济紧张为名，妄图 

以 120万元价格把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卖给觊 

觎中国文化资产的 日本人，但没有得逞。1920 

年，法国总理班乐卫受北京当局徐世昌邀请参与 

中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计划。法国巴黎大 

学创办中国学院，计划拨款 180万法郎建“四库 

图书馆”，希冀借抄，随着影印计划落空，建馆之 

举才作罢。1935年，民国政府以文渊阁《四库全 

书珍本初集》赠送苏联列宁图书馆。 

一 定程度上，《四库全书》代表了 18世纪中 

国中心的东方知识世界，狄德罗等的《百科全书》 

代表了 18世纪法国中心的西方知识世界。二者 

的比较在学界虽有争议，但此说亦有合理之处。 

此外，晚于《四库全书》的英国《大英百科全书》、 

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都有专门条 目介绍《四库 

全书》，《四库全书》被纳入了世界文化体系，获得 

国际学术界赋予 的“中国文化 的万里 长城 ”、“东 

方文化的金字塔”等美誉。 

(二)《四库全书》现存各版本及相关文献资 

料亟需得到重视与保存 

通过前述研究可知，尽管《四库全书》编纂过 

程中存在一些缺憾与不足，但其文献价值、历史与 

学术价值所展现出的巨大文化价值，值得后人珍 

视。尽管《四库全书》是重要的官方及历史文献， 

历来为政府与学者所重视，但因为历史进程中的 

诸多因素，《四库全书》的一些版本及相关文献资 

料，在流传过程 中出现散佚甚至毁坏 的情况。 

《四库全书》编纂后抄录七份，分藏文渊、文溯、文 

源、文津北四阁及文汇、文宗、文澜南三阁，称七阁 

本。文宗、文汇、文源三阁本在清晚期的战火中均 

被毁；文澜阁在战火中被毁后，书籍多散佚，后地 

方士绅丁丙、丁申等人曾收杭州文澜阁残籍陆续 

抄补复原，后来又进行多次补抄整理工作，方成现 

存文澜阁《四库全书》。因此，现仅存文渊、文津、 

文溯及文澜四阁本。除各阁本外，《四库全书》编 

纂过程中已被确定的底本也应值得后人重视， 

“现存四库底本情况复杂，有些为七阁本底本，有 

些各阁本底本不一”，“进呈本中只有三千数百种 

被确定为底本⋯⋯三千多种底本流传至今的寥若 

星辰，故每种保存下来的四库底本都极为珍贵。 

现存四库底本近三百种(《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影 

印多种)，即使加上新近北大图书馆回购的 日本 

① (法)亨利·柯蒂埃：《十八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唐玉清译，钱林森校，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2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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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仓文库书中所藏四库底本，尚不及全部底本之 

十分之一”①。因此，对于现存《四库全书》各版本 

及相关资料 ，我们应该倍加重视 ，确保今后不再出 

现遗失情况。除此之外，体现《四库全书》编纂过 

程的各类档案、文献甚至实物资料的现存情况也 

值得后人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并保存。 

(三)《四库全书》与世界记忆遗产 

世界记忆遗产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 

而纳入 的文献遗产项 目”，其 目的在于“确保人类 

珍贵的档案资料以及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馆 

藏得到保护并传之久远”。②要列人世界记忆遗产 

名录，主要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文献遗产的真实 

性，特性和来源均是真实可信的；具有世界意义， 

也就是具有独特性甚至是唯一性 ；此外 ，还要注意 

稀有性、完整性和对社会的价值。③目前，中国已 

有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代内阁秘本档等 10 

个项 目入选“世界记忆遗产”。 

前述可知，《四库全书》及相关文献资料，具 

有真实性、独特性、世界性等特征，拥有重要的文 

化和社会价值 ，符合“世界记忆遗产”的要求。积 

极推动《四库全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有助于促 

进“四库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增强国内及 国际 

社会对《四库全书》的保护意识，提升中国传统文 

化 的国际影响力 。 

The Value of Siku Quanshu[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as Both Culture and Heritage 

CHEN Xiao．hua 

Abstract：The systematic compilation of Siku Quanshu as a government—sponsored cultural project during 

the Qianlong Era of Qing encompassed all the Chinese classics inherited from Pre—Qin to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including collection，collation，and textual work，and pioneering the trend of Puxue (Textual 

Criticism)of the Qianlong-Jiajing Era，an act that has lent the project great values both in term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culture． Despite of the many regrets or even shortcomings in the process of its compil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the era—the Siku Quartshu has been studied and reprinted domestica11v 

ever since its completion， being recognized for its highly cultural status and even attracting widespread 

overseas concern．The cultural uniqueness of Siku Quanshu and its cosmopolitan character also point to its 

important value as a cultural heritage，meriting protection and further serious research
．  

Key words：Siku Quanshu；literature；cultural value；heritag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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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春国：《<四库全书 >阁本所据底本考》，《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年第 5期。 

② 苏智良《“世界记忆遗产”分量有多重》，《解放 日报》，2015年 10月 20日，第 11版。 

③ 苏智良《“世界记忆遗产”分量有多重》，《解放 日报》，2015年 10月 20日，第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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