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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 参订与校阅：明后期刊本中的 

著作参与方式述论 

何朝 晖 

摘 要： 明代后期的出版物中，在此前已经存在的撰作、编纂、注释、评点等著述方式 

之外，又大量出现了鉴定、参订、校阅等著作参与方式。这些著作参与方式大都并不对 

书籍 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 ，其作用在 于对作品的质量提供一种证明或担保 ，以利于书籍 

的宣传推广。文章对这些著作参与方式的具体内涵、实际作用作了深入探讨，并力图揭 

示鉴定、参订、校阅者与书籍作者、出版者之间的关 系。通过列名鉴定、参订、校阅，明代 

后期士人参与并推动 了书籍 的商业化传播 。这种现象是明代后期 出版业高度 商业化的 

一 个表征 ，也是文人与商业 出版 日益 紧密结合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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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起初不题作者，《汉书 ·艺文志》中许多书都未标明作者，到《隋书 ·经籍志》时书籍已多有对 

应的作者 ，反映了作者观念的演进。最初著作方式 的标注比较简单 ，后逐渐复杂化。到宋元时期 ，著述 

方式可以分为如下几类：原创性的有“撰”、“作”、“著”，汇编性质的有“编”、“辑”、“纂”，注释性质的有 

“注”、“传”、“疏”、“解”、“笺”、“释”、“证”、“章句”、“正义”、“索隐”，点评性质的有“评”、“评点”、“批 

点”等 。除了前面两类之外 ，后面的都是著述的衍生形式。宋元时期雕版书籍流行 ，在书前责任者 的著 

录中又增加了“校”、“校正”这种对刊刻文字进行把关的形式。到明代后期，对书籍责任者的著录更趋 

复杂化 ，出现了“鉴定 ”、“评定”、“定”、“参订”、“订正”、“订”、“参阅”、“阅”、“校阅”等新的参与形式 。 

多数情况下这些参与者并不对书籍的内容进行增删改动 ，而主要扮演对 内容加 以审定 、认 可、校正 的角 

色。与原创 、汇编 、注释 、点评等对作品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著作方式不 同，同时也与对书稿进行实际 

文字校对工作有异 ，这些著作参与方式大都并不对书籍 内容进行直接干预，其作用在于对作品的质量提 

供一种证明或担保，以利于书籍的宣传推广。笔者将这种参与书籍编撰、出版的方式称为“著作参与方 

式”，以区别于撰作 、编纂 、注释、评点等“著述方式”。 

周启荣在他的《近世中国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一书中注意到晚明出版物中出现的这些新的著 

收稿 日期 ：2017—09—12 

作者简介 ：何朝晖，男，广西博白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山 

东 济南 250100) 

49 



何朝 晖 鉴定 、参订与校 ：明后期刊本 中的著作参与方式 述论 

作参与方式，认为这是晚明商业性出版活动兴盛的背景下文人参与出版物推广的一种形式。 李明杰 

在《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中，以宋元明清为一个时间单元列举了书籍卷端题署的各种著作方式， 

其 中包括鉴定 、参订与校阅等方式。② 事实上 ，鉴定 、参订与校阅等著作参与方式是到明代后期 ，即嘉靖 

至明末 ，伴随着商业出版业的繁荣才大量 m现的，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 。此前对这些著作参与方式 

的具体 内涵 、实际作用尚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 ，其参与者与书籍作者、出版者之间的关系亦有待充分揭 

示。兹不揣浅陋，试作探讨 ，以就教于方家。 

一  书名、封面、卷端题署中的著作参与方式 

(一 )鉴定 

对书籍内容进行审定 ，在明代出版物上有“鉴定”、“评定”、“定”等表述方式 。审定者多是地位较 

尊崇 、名气较大 的人 ，出版者请这些人在书 卜列名 ，目的是提高图书的权威性和知名度。 

这类用词有的出现在书名中，如天肩六年(1626)蒋时机刻李 白荣辑 、王世茂注《岳石帆先生鉴定 四 

六宵函》，岳石帆是万历十一年(1583)进土、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的岳元声；⑧有的m现在封面_『’ 告语 

中，如万历二十三年 (1595)邹道元刻梅墅石渠阁修补本《汇苑详注》，封面刻“太仓工凤洲先生鉴定 ”， 

“凤洲”为王世贞号；更多则m现在卷端题署中，如崇祯八年(1635)谷采斋刻周埏编《删补唐诗选脉笺释 

会通评林》，首二卷题周埏集注 、陈继儒批点 ，他卷则或题董其 吕鉴定 ，或题陈 锡鉴定 。 明刻本金陵 

书贾王世茂辑《翰墨鼎彝》，卷端题“浙姚朱锦文嵌甫鉴定”，⑧是 因朱锦万历二十年 (1592)“会魁 ”和官 

员的身份。南明建阳书贾余应虬纂辑《卉今兵家筹略》，封面刻“南安伯郑鉴定”、“郑南安鉴定”，卷端 

则题“会稽等轩商老师鉴定”。⑥ 封面所题鉴定者为南 明实力派将领郑芝龙 ，弘光朝封南安伯。卷端所 

题鉴定者为商周祚，号等轩，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此书题二人鉴定显属伪托。 

陈继儒是晚明著名的大山人，书估托名于他 版的书籍甚多。郑振铎说：“眉公著述，余所得颇多， 

见者亦不少。惟大抵皆明季坊贾妄冒其名，或挖去作者姓氏，补印眉公名里，以资速售耳。”④陈继儒 自 

己也说 ：“为吴儿窃姓名，庞杂百出，悬赝书于国门”。⑧ 钱塘 书商杨尔曾编《海内奇观》一书，万历 十 

七年(1609)由杨氏夷白堂刊行，卷端题“钱塘卧游道人杨尔曾辑”，版心有“夷白堂”堂号，书前有陈邦 

瞻 、葛寅亮 、方梦来序及杨尔曾自序。此书书版后归豹变斋，斋主金 氏乃铲去版心“夷 白堂”堂号 ，删去 

杨尔曾 自序，将陈邦瞻序之作者易名为陈继儒 ，书衣题 ：“《宁内奇观》，陈眉公先生桑辑，豹变 斋发行。” 

卷端题署则挖改为“云间白石山人陈继儒定，钱塘卧游道人杨尔曾辑”。⑨ 陈继儒在读书人中享有的盛 

名，是书贾偷换序文作者并把他拉来作鉴定者的原冈。 

崇祯年问，还因书上鉴定者的署名闹出过一段公案。崇祯 四年 (1631)会试，复社领袖张溥及其门 

生吴伟业皆中式，吴伟业中会元、榜眼。陆世仪《复社纪略》载：“故事：新进士刻稿，皆房师作序，谓之本 

房鉴定。是时天如(张溥字)名噪甚 ，会元稿竟 以‘天如先生鉴定 ’出名，非制也。(李 )明睿于是大怒 ， 

欲削伟业¨人籍。同馆徐、『开率伟业负过弗释，因诿罪书肆，执送五城惩示以解。”⑩ 

吴伟业的房师李明睿，因吴伟业刻其时文稿时违反惯例，在书上列他的业师张溥为鉴定者，以至于 

要断绝与吴伟业的座师 、门生关系。可见列名书籍的鉴定者代表了一种身份和地位 ，李 明睿不能容忍同 

① Kai wing Chow：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 l5一l2O． 

② 李明杰：《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5—4l贞。 

③ 《中同卉籍善本书目》集部(巾)，上海占籍出版礼 1996年版，第 l728页。 

④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卉籍 版社 2007年版，第2190—2191、3507贞；《四库全书存 EJ从书》补编第 25、 

26册影印《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齐鲁书社 l997年版。 

⑤ 杜泽逊 ：《四库存 目标注》，第 3529页。 

⑥ 沈津 ：《美 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 书 版辛十1999年版 ，第 303—304贞 。 

⑦ 郑振铎 ：《两谛书话》，占逸民史，j联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28页。 

⑧ 王衡：《缑山先牛集》，陈继儒《王太史辰玉集叙》，《四库全 }5存 目丛书》集部第 178册，齐鲁 社 1997年版，第 

557页 。 

⑨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北京图书馆H{版社 1991年版，第 110页；《四库存目标注》第 1010页 

⑩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438册，上海古籍ff：版社 2002年版，第 49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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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科进士的张溥挑战他作为进士稿鉴定者的权威。 

(二)参订 

表示对书籍 的内容提出过参考和订正意见的用词 ，有“参定”、“参订”、“订正”、“订”、“参 阅”、“批 

阅”、“阅”等等。这些责任者与书籍的实际作者或名义上的作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情况是参订者的地位高于作者，一般是官员 、名人 ，将他们列为参 汀者 ，为图书作宣传 的意图 

明显。如受雇于金陵书贾周 日校的下层文人陆羽中之纂辑的《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题焦 “参 

订”。① 孙丕显辑《文苑柔隽》，题屠隆“参定”；詹淮辑《性理综要》，题陈仁锡“订正”。②孙丕显、詹淮皆 

为无名文人，借屠隆、陈仁锡之名以白高。嘉靖间举人王荔作《正音搪言》，“盖乡塾属对之本”。⑧ 崇祯 

间坊贾刊行时 ，各卷卷端加上叶向高 、王象乾、董其 昌等“选”，刘若宰、鹿善继 、文震孟 、黄辉 、吴惟英 、孙 

承宗“阅”等字样 ，这些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士大夫。④ 

以陈继儒斋号命名的系列丛书《宝颜堂秘笈》六集中有《陈眉公订正秘笈》，该书有姚士麟序云：“此 

刻为友人沈天生及其弟水部白生斋头所藏 ，亦 以不传为虑。爰检小史 、学 、稗诸海所无者 ，自梁 、元宋 、 

辽 、元至今 ，凡得二十种 ，昆季手校 ，授之剞劂 ，乞叙于余。⋯⋯而天生兄弟可谓 以传布为藏 ，真能藏书者 

矣。”⑤由此序可知 ，此书实为沈德先 (字天生)、沈孚先 (字 白生)兄弟依据其 自有藏书选编而成 ，陈继儒 

不过挂“订正”之名而已。 

第二种情况是参订前辈 、友人的著作 。参订者可能确实给图书提出过参考意见 ，但也有可能只是作 

者或书商拉来造势的。万历问孙嬷编《今文选》，唐鹤征把书稿交给余寅请他提意见，余寅对其中一部 

分文章并不认可。于是唐鹤征把孙、余两人共同认可的文章作为正编，把余寅淘汰下来的文章作为续 

编，续编中还包括唐鹤征自己选人的一些文章。在唐鹤征的侄子董遇泰刊出的本子上，题孙镛“选”，余 

寅、唐鹤征“订”。⑥ 嘉靖间吴江名士严果《天隐子遗稿》于天启、崇祯问由其后人刊行，卷端署“华亭陈 

继儒仲醇阅，同里葛一龙震甫参，灵岩朱廷佐南仲订”。⑦ 陈第著《伏羲图赞》，卷端署“金陵焦兹弱侯 

订”。⑧ 陈、焦都是晚明著名的考据家，是学术上的知己、好友。万历耕野堂刻吴仕期辑《古今名喻》，题 

“会友”沈懋学“批阅”、梅鼎祚“仝阅”。⑨ 吴、沈、梅三人皆为南直隶宣城人，盖亦同为文社社友，且沈、 

梅二人享有文名。梅鼎祚别集《鹿裘石室集》天启三年(1623)由梅 氏玄 白堂刊行 ，题“同邑汤宾尹嘉宾 

订”。⑩ 汤、梅二人同为南直隶宣城人。崇祯间复社领袖张溥的《七录斋集》出版时，将复社同道周钟、张 

采列为“阅”者。@ 明末醉后居刻周钟选并评《醉后居评次名山业皇明小论》，题友人张弼 、兄周铨 、弟周 

镕“参订”。⑩ 

第三种情况，参订者为作者的后辈、门人或子弟，这些人有可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图书的实 

际校订工作。崇祯七年(1634)进士颜茂猷得第后出版《新镌六经纂要》，卷端题徐时会、李次彪参订。 

书前有徐时会序，末署“浙后学徐时会敬题”。@ 明末建阳书林熊冲玄鳌峰馆刻释如德辑《雅俗通用释门 

① 沈津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593页。 

②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4册 ，第 251页；子部第 l6册，第 262页。 

③ 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j十八 ，《子部 ·类书类存目二》，《正音掘言》条 ，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 1170 

页 。 

④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93册 ，第 4、24、45等页。 

⑤ 沈津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81l页。 

⑥ 《今文选》唐鹤征序 ：“于是(孙缠)取诸集反复阅之，口口而去，凡数易品题 ，经两载始有定论。质之余君房(余 

寅字)氏，判者尚十二。夫两君并辕而驾，犹有径庭 ，信乎彼是之难齐也。于是以二君合者为正编，文融(孙鳙字)之见汰 

于君房者为续编，余亦以鄙见续焉。”《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集部第 322册，第 1—2、14页。 

⑦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41册影印天启崇祯间严氏悟澹斋刻本，第 19页。 

⑧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22册影印万历j十七年会山楼刻本，第 4页。 

⑨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444—445页。 

⑩ 《四库存 目标注》第 3047～3048页。 

⑩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772页。 

⑩ 沈津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595页。 

⑩ 《四库 全书存 目丛书》子 部第 222册 ，第 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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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式》，题“博山门人余陟瞻道宽参阅”。① 以子侄任参订者，如明末聚奎楼刻李元珍辑《昭代子快》，题 

“侄文豹子班父 、文彩子素父订”；②崇祯绣谷二乐斋刻岳甫嘉撰《妙一斋 医学正印种子编》，题 “男衡⋯ 

岳虞峦舜牧氏订”。 ’ 

(三 )校 阅 

一 般说米，卷端题署 的“校”者 、“校 阅”者 、“校订”者就是实际的文字校勘者或 出版者。如书坊主 

刻书，有不少题为“校”、“校阅”的，盖书坊主自任校雠之事。万历三十七年(1609)汪汝淳刻陈邦瞻辑 

《明初四家诗》，题汗汝淳“校”。④ 新安书贾吴昭明刻张九韶编《群书拾唾》，卷端即题吴昭明“校阅”。⑨ 

吴勉学刻宋I1-1‘采撰《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题吴勉学“校阅”。⑥ 书坊主雇佣下层文人为其校勘图书， 

也题“校订”、“校阅”、“校正”。万历间金陵周 日校万卷楼刻黄光异著《昭代典则》，题陆羽中之“校阅” ⑦ 

陆种之，字飞卿，南京人，编有《新刻经馆课玉堂椽笔录》、《新刻官板举业卮言》，删定顾起元辑《新刻顾 

会元注释古今捷学举业天衢》，校阅黄光舁著《昭代典则》，皆由周日校万卷楼出版，是受雇于周日校编 

校图书的下层文人。崇祯余应灏三台馆刻《i订历法玉堂通书捷览》，题“粤东莞正街梁心联较正”．梁 

心联应是受聘于 台馆的下层文人。⑧ 

但题“校”者 、“校阅”者、“校订”者也有 以官员、名人作宣传的。 

万历六年(1578)汪珙刻本郑若庸辑《类隽》卷端题署如下 ： 

勾吴虚舟郑若庸 纂辑 

山东按察司副使古虞百楼钟 毂 校阅 

户部陕西司主事西蜀少川王用桢 

户部福建司主事古粤砺山钟 昌 

T部营缮司员外四明梦韩张大器 同阅 

临清州知州古完 吕珩 校正 

临清州知州西蜀李元龄 重校 

太学牛汪珙 校梓 

《类隽》为山人郑若庸奉宗室赵康王之命纂辑而成，稿成游临清，为监生汪珙所得，书未付刻而若庸 

离世。山东巡抚赵贤与郑若庸有旧，命山东地方官员梓其遗稿，“又虑其费之巨”，⑨临清知州李元龄遂 

将此事交给汪珙承担 。⑩ 汪珙盖为一开设书坊之监生 ，故官府令其承担此役。此书的实际校刻者为汪 

珙 ，临清两位地方长官 吕珩 、李元龄只是该 书出版 的主事者 ，并 不参与实 际的刊刻工作 ，而署“校阅”、 

“同阅”的山东副使钟毂、户部主事王用桢 、钟吕、工部员外郎张大器更 只是挂名其中而已。 

万历间刻俞安期辑《唐类函》，各卷卷首分别题徐显卿 、史继宸 、何湛之 、祝世禄 、吴梦呖 、冯梦祯 、车 

大任等多名“校订”者，⑩均为与俞安期有交往者，其中许多是进士、官员，他们自不大可能亲任校雠之 

事，只是挂名以助俞安期之声势而已。万历二十四年(1596)汪元湛等刻署焦 选《新镌焦太史桑选中 

原文献》，题“少傅颍 阳许国校”，时许 国已贵为太子太傅 、内阁大学士。@ 天启金陵李 良臣刻官裳撰《麟 

书捷旨》，题文震孟“较定”。书前天启 四年(1624)文震孟序云 ：“偶客有持《春秋主意》强余校雠 ，余 

① 沈津：《美 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罔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502页 。 

②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406页。 

③ 沈津：《荚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333贞。 

④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明万历汪汝淳刻本《明初四家诗》，汗汝淳后序云：“会匡 

左陈先生秉宪于浙，特属淳物色。期年，乃得报命。⋯⋯淳于先生忝夙昔之雅，敢任校雠之役，集既具合而付之梓”，第 

523—524页。 

⑤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73册 ，第221页。 

⑥ 沈津 ：《美 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 图书馆 中文善本书志》，第 281页。 

⑦ 沈津 ：《美 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中文善本书志》，第 1 32—133页。 

⑧ 沈津 ：《美国哈佛 大学哈佛燕京 网书馆 中文善本书志》，第 342页 。 

⑨ 万历六年(1578)汗珙刻本《类隽》卷j十末汪珙识语，《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 l95册，第 341页。 

⑩ 《类隽》万历六年(1578)李元龄跋云，汪珙“不爱重赀，以襄厥美”。《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 195册，第 344页 、 

@ 《四库 伞书存 目丛 》子部第 207—210册 ，《唐类 函》各卷卷首。 

@ 《四库全 书存 口丛书》集部第 330册 ，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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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推敲。”①文震孟为天启二年(1622)新科状元，《春秋》为其本经，故书贾列其为校定者以增价。万 

历四十二年(1614)建阳余氏自新斋刻《庄子狐白》，题汤宾尹“校阅”，则属于伪托。② 建阳书林余应虬 

刻《新镌翰林校正鳌头合并古今名家诗学会海大成》，题“翰林漪园焦兹校、京山本宁李维桢阅”。⑧ 万 

历刻《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题“翰林三状元从吾焦 校正，青阳翁正春参阅，兰蜗 

朱之蕃圈点”，乃书贾伪托之作。③ 天启刻孔贞运辑《鼎锓百名公评林训释古今奇文品胜》，题曾楚卿 

“校阅”、邱兆麟“参订”。孔贞运 、曾楚卿 、邱兆麟 皆为大致同时的进士 、官员 ，此书坊贾气息浓厚 ，疑为 

伪托。⑤ 以上三书中，“校”、“校正”、“校阅”皆位于“阅”、“参阅”、“参订”之前 ，从挂名宣传 图书的角度 

上讲 ，这些用词的意义并无实质性差别 。 

在有的书中，校正者的地位甚至要明显高于参订者。万历建阳书林余氏刻《五经大全》中的《申学 

士校正古本官板书经大全》，题“内阁大学士瑶泉申时行校正，国子监祭酒具区冯梦祯参阅”，阁臣申时 

行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国子监祭酒冯梦祯。⑥ 万历金陵书林晏少溪等刻唐汝谔撰《镌汇附云间三太史约 

文畅解 四书增补微言》，题“门人潘焕文文子父参 ，同邑蒋方馨元复父校”。⑦ 作为“校”者的同邑友人地 

位高于作为“参”者的作者门人。王凤翔光启堂刻黄庭坚《重刻黄文节山谷先生文集》，题“明后学莆中 

方沆子及校”、“四十九代孙华畅嗤伯订”，“校”者位于“订”者之前。⑧ 又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桢等 

刻顾充辑《古隽考略》，卷一首页题韩光曙、龚云致、冯应京、黄文炳参阅，罗赐祥校正。根据序后“重刻 

古隽小语 ”所列赞助刻书的友人名单 ，可知各人时任官职如下 ： 

参阅 韩光曙 湖广参议 从四品 

龚云致 湖广副使 正四品 

冯应京 兵部主事 正六品 

黄文炳 兵部司务 从九品 

校正 罗赐祥 兵部员外郎 从五品⑨ 

可见校正者罗赐祥的官品 比参阅者冯应京和黄文炳都要高。 

需要说明的是，晚明时书籍卷端题署并无一定之规，对于参与方式用词的使用也比较混乱，因此需 

要结合具体的语境加以理解 。一是同一个著作参与行为用不同的词来表示。例如监生张 自烈为前辈官 

员余懋衡编订后者所辑《古方略》一书，该书封面题为张自烈“评定”，卷端则题张 自烈“恭阅”。⑩二是 

同一个词用在不同的书籍上可能有不 同的含义。例如 ，“阅”、“订”等有时也可 以用来指对 图书进行 的 

校刊活动 ，其含义与上文提到的“校”、“校 阅”、“校订”并无不 同。承担这些工作 的多为出版者本人或 

受其雇请的文人。坊贾校刻图书除了题“校”、“校阅”、“校梓”等之外，有时也表述为“订”、“阅梓”、 

“阅”。如万历间凌氏桂芝馆刻《文林绮绣》本张之象辑《楚骚绮语》，题凌迪知“订”。出版者凌迪知 自 

序云：“云间张君玄超持所摘骚语印证，余重订之，梓布海内。”@沈氏尚白斋所刻《宝颜堂秘笈》系列，其 

实乃沈德先、沈孚先兄弟自辑而托名于陈继儒。其中《亦政堂镌陈眉公普秘籍》题沈德先“订”，而《宝颜 

堂秘笈》系列中其他几种丛书的题署则不同，《宝颜堂续秘笈》、《亦政堂镌陈眉公家藏广秘籍》作沈德先 

①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48页。 

② 刘海涛：《从(庄子狐白)的作伪看晚明科举用书刻印的流弊》，《晋中学院学报》2011年第 l期；方勇：《庄子学 

史》第 2册 ，人 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344页 。 

③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452页。 

④ 《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 133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分馆藏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刊刻时间据书前李廷机 

序，细审书口下有“宝善堂”三字，第 252、284页。沈津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著录作万历宝善 

堂刻本 ，亦有万历 四十 四年李廷 机序 ，第 274页 。两书应 为同一版本 。沈津 先生认为 ：“此书杂录诸子 ，毫无伦次 ，评语亦 

皆托名 ，谬陋不可言状 ，盖坊贾射利而为之也。” 

⑤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588页。 

⑥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5页。 

⑦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65—66页。 

⑧ 沈津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642页。 

⑨ 《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 195册 ，第 352—353、355页。 

⑩ 余懋衡 ：《古方略》，《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 31册 ，第 254、326页。 

⑩ 《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 194册，第 183、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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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尚白斋镌陈眉公宝颜堂秘笈》作沈德先、沈孚先“同校”。① 这说明所谓“订”者与“校”同义，皆 

为书稿付印前的校勘工作。明刊邓志谟辑《重刻增补故事白眉》，题“书林余元熹长公订”，余元熹 为 

刊刻此书的坊贾。② 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本《新镌焦太史橐选中原文献》题“新安庠生汗元湛若水 

父 、许继登尔先父 、汪宗淳启文父 、汪宗仅予淑父阅梓”，汪元湛等即为刻书者。③ 万历三十年(1602)周 

时泰博古堂刻雷礼等辑《皇明大政纪》，首卷题“秣陵周时泰谨阅”，卷二十一之后范守 己、谭希思所续部 

分则题“秣陵博古堂谨镌”、“金陵博古堂谨 刊”④表 明此处“阅”、“镌”、“刊”实为同义。崇祯间张溥刻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其中《晋王右军集》题张溥“阅”，“阅”与“校”含义亦同。⑤下层文人受雇于书 

坊主校阅图书的此类例子有：明末周文炜刻袁宏道撰《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卷端署王缘督、何伟 

然、吴从先“阅”。⑥ 梨云馆为何伟然斋号，何伟然与王缘督、吴从先多有过从，常合作编书、刻书， 人与 

金陵书坊关系密切，因而金陵书贾周文炜聘请三人编校袁宏道全集是完全有可能的。万历 三十年 

(1602)周时泰博古堂刻雷礼等辑《皇明大政纪》，卷端题“余姚朱锦谨校，金 溪闵Orli~L谨订”。书前郭 

正域序云 ：“有周生时泰者 ，取朱职方 、闵茂才所校丰城雷公礼所述洪武迄正德之大政纪 ，与洧川范公守 

己所续纪嘉隆者梓之。”卷二十一以后范守己、谭希思所续部分则均题“金豁闵帅孔谨 校”。⑦ 此 题署 

中“订 ”与“校”同义，皆指书稿校勘 ，由金溪生员闵师孔担任。 

大体而言 ，明后期刊本书名 、封面识语 、卷端题署中的著作参与方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对 j 

质量 的鉴定，二是对图书内容提 出参考意见，三是对文字进行印刷之前的校勘。在同时题署几种不同参 

与方式的书上 ，这种层次体现得较为明显。如崇祯十五年 (1642)周氏爱 日斋刻周时雍辑《古学汇纂 》， 

题 ：“师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鹿城顾锡畴九畴父评定 ，同社 同邑周大启开美父 、松陵李君冀翊之父参 汀， 

长洲周时雍芑 父手辑 ，男周诗雅宗父较正”。⑧ 老师 、友人、子弟分任“评定”、“参订 ”、“校正”。一般 

来说在卷端题署中排在越前面的越重要 ，但用语的选择和排列次序都不是绝对的。金陵书林张少吾刻 

华琪芳撰《新刻乙丑科华会元四书主意金玉髓》，题：“房师太史杨慕垣订，会元无锡华琪芳著，同年吴汀 

庞承宠、晋江张雄机、长洲管玉音、无锡吴道烨批，后学晋江郭伟校，太学建阳余昌祚阅，古吴书林张钟福 

梓”。⑨ 此处鉴定的方式称为“订”，“校”、“阅”之间的分别则较为微妙。“校”者郭伟 ，字洙源 ，一宁十 

俊，福建晋江人，是一个曾经为书坊编写过大量畅销读物的下层士人。⑩ 有监生头衔的“阅”者余昌祚则 

m自建阳刻书家族余氏，地位似高于郭伟，却排在郭伟之后。除了参订、校正含义含混、不易辨明之外， 

两者 的位置先后也不 固定 。崇祯韵楼 自刻本程 良孺辑《茹古略集》，题“男程正揆端伯父较 ，师董其 吕玄 

宰父汀”。这里“较”、“订”的含义是比较明确的，但排在后面的“订”者董其昌显然地位更高。q0无论如 

何，鉴定者一般都要排在最前面。天启刻许之吉辑《丽句集》，题“秣陵廖孑L悦定，宁鄙谢于教阅”。 

“定”者廖孔悦只是诸生身份，而“阅”者谢于教则是滁州知州。之所以如此，乃因作者许之吉为一漂泊 

无定之文人，留寓金陵时盖曾投于“廖观察”家，廖孑L悦则为廖观察之公子，两人相交十余年 故此可以 

① 沈滓 ：《美 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8ll一81 3页。 

② 沈津 ：《美 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 本书志》，第 460页。 

③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30册，第 10页。 

④ 《续修四库全书》第 353册，第305页；第 354册，第 407、621贞。 

⑤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605页。 

⑥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755—756页。 

⑦ 《续修四库全书》第 353册 ，第 302、305页；第 354册，第 407、621页。 

⑧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 473页。 

⑨ 沈津：《美围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64页。 

⑩ 怀荫布修 ，黄任、郭赓武纂：(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四，《文苑 ·郭伟传》，《中冈地方志集成》椭建府县 辑 

24，上海书店 出版社 2000年 版 ，第 84页 。 

⑧ 《四库全 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 221册 ，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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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在卷端署廖孔悦为“定”者，位于“阅”者滁州知州谢于教之前。① 

二 参阅、校刻姓氏名录中的著作参与方式 

除了在书名 、封面、卷端题署 中挂名之外 ，在书前的参阅、校刻姓 氏名录中列名 ，也是一种参与方式。 

参 阅、校刻姓氏名录一般出现在序文 、目录或凡例之后 ，正文之前 ，名 目有“鉴定”、“刊定”、“就正”、“参 

阅”、“参校”、“校阅”、“校刻”、“校雠 ”、“授梓 ”等等 ，所列名氏十数人至上百人不等。 

把名人列在其 中，当然是首要的考虑。所列姓 氏也多以“名公”相标榜 。万历三十八年(1610)李绍 

文 自刻本《明世说新语》，目录后附“名公校阅姓 氏”l4人，其 中有 明末著名 山人陈继儒 、陆应 阳。② 万历 

四十三年(1615)沈应魁刻本陈邦俊《广谐史》，总目后列“授梓姓氏”17人，其中有陈继儒、李日华、姚士 

麟等官员名士。⑧ 明末冯元仲天益山刻本孙皱《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列“较雠名姓”l9人，其中陈继 

儒、王思任、黄道周、倪元璐、陈仁锡等皆为当时的著名官员、名士。④万历三十四年(1606)建阳书林余 

彰德刻李粲纂《世史类编》，诸序后列“纲鉴世史类编姓氏”，其中“门人”会魁张大孝，进士彭好古、彭遵 

古、景明、樊玉衡，解元陈良心、汪起云、曹于汴，庠生余应虬、余昌祚为“参阅”；李粲之子监生李名世，庠 

生李匡世、李弼世、李安世任“校正”。⑨参阅者虽均为李粲的门生，但除了两个建阳余氏刻书家族的人 

之外，都是科场拔隽者，壮声势、做广告的意味颇为浓厚。真正为该书作文字校订工作的，应是李檠的4 

个儿子。崇祯平露堂刻《皇明经世文编》，卷首诸序后列“鉴定名公姓氏”186人，其中已经或后来成为 

内阁大学士的有孙承宗(榜眼)、钱龙锡、周延儒(状元)、钱士升(状元)、何吾驺、方逢年、黄景畴、陈演、 

吴牲、李建泰 、方岳贡 、范景文等 l2人 ，⑥此外还有陈继儒 、钱谦益 、曹学俭 、顾锡畴 、张国维、张采 、张溥 、 

陈际泰等知名士大夫。该书编刻于南直隶松江府 ，方岳贡时任松江知府 ，张 国维则为应天 、安庆等十府 

巡抚。此书封面和卷端特别突出了方岳贡、陈继儒两人，封面上端题“方禹惰、陈眉公先生两先生鉴 

定”，卷端则作“方禹惰先生、陈眉公先生评定”。⑦ 

许多书上所列参阅、校刻阵容之强大 ，让人怀疑这些人是否全都从事 了实际的内容参订、文字校勘 

工作。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何三畏辑《新刻何氏类镕》35卷，凡例后列“刊定名公姓氏”57人，其中 

友人43人，门人 14人。每卷卷端亦皆列有“校”者5人，分为4类，去其重复，分别有友人 15人、后学 7 

人 、门人 24人、兄弟子侄 12人 ，共计 58人。“刊定名公姓氏”与各卷卷端“校”者重复的 ，仅有 15人 ，其 

中友人 5人 ，门人 l0人。也就是说《新刻何氏类镕》共列刊定 、校刻者 100人。⑧ 在“刊定名公姓氏”中， 

有42人未在卷端所题“校”者中出现，说明他们并未实际从事书籍内容的校勘工作，仅仅是挂名而已。 

每一卷 由 5人校勘似无必要 ，因此卷端所题恐亦多挂名 ，其 中一部分 门人 、兄弟子侄大概是 实际的校 

勘者。 

在这些长长的名单中，有不少名人，但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也很多。万历刻刘仲达辑《刘氏鸿书》108 

卷，凡例后列“参校名家姓氏”96人，包括作者的兄弟和儿子 5人，末署“同阅”。其中有袁世振、吴之鲸 

等少数官员，也有谢陛、俞安期、潘之恒、韩道亨、凌漾初等知名在野士人，但更多的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士 

① 书前滁州知州谢于教序 ：“余友许伯隆，宜黄博雅士也。遨游湖海 ，吐纳烟霞，而所好古文辞多齐梁陈隋之气。 

盖其辙迹久住金陵。先是，金陵有廖观察公，尝以仁惠治宜⋯⋯宜人至今思之。故伯隆与公之子傅生君相友善，青箱共 

业 ，十馀年不舍也。岁辛酉，予承乏滁阳，伯隆渡江过我，留之斋中，日惟闭户读书，以掇古人之精华，居一载别去。逾年， 

而告书成，题日《丽句集》，更以简端相属。”许之吉《上李本宁太史求序启》：“之吉西土鄙人，南都羁旅。”《四库全书存 目 

丛书》子部第 224册，第 4—6、8、10页。 

② 《续修四库全书》第 1173册，第 475页。 

③ 《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 252册，第 204页。 

⑧ 《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经部第 150册，第 50、51页。 

⑤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54册，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3页。 

⑥ 吴琦 、冯玉荣：《(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 1期，第 132页。 

⑦ 《续修四库全书》第 1655册，第 1、41—46、100页。 

⑧ 《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 197册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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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 中来 自作者刘仲达家 乡宣城的最多，达 25人。① 汪廷讷《人镜阳秋》在序言后列出“就正姓氏”105 

人，42)其 巾除了黄汝亨 、毕懋康 、施凤来等少数十大夫比较知名之外，其余姓氏多无籍籍名。盖比较有 

的人大多已为《人镜阳秋》作序，为图书作了宣传，⑧而列名“就正”的士人则地位较低。 

冯梦龙《麟经指月》书前共列“参阅姓氏”95人 ，其中有 “门人 ”I3人 ，冯梦龙之兄冯梦桂 、弟冯梦 

熊 ，其余 80人 ，除朱围桢 、温体仁 、孑L贞运 、文震孟 、文震亨 、钱谦益、姚希孟 、董斯张等少数 人外 ，亦多无 

名之士。80人巾，麻城人、黄安人最多 ，分别有 34人 、10人 ，其余 以长洲 、吴县 、鸟程 、常熟 、昆山 、 和等 

江浙一带人为多。冯梦龙于五经中专治《春秋》，此书编成后，万历末年他应邀到湖广麻城 与当地十人 

讲论《春秋》之学时再加修订。④ 冯梦龙凡例 中云：“不佞童年受经 ，逢人问道 ，四方之秘策 ，尽得疏观；廿 

载之苦心，亦多研悟 。纂 而成书，楚颇为同人许可。顷岁读书黄 ，与同社诸兄弟掩关卒业 ，益加详定 ，拔 

新汰『H，摘要芟烦 ，传无微而不彰，题虽泽而不漏 。”⑤ 

是书梅之焕序云，麻城治《春秋》者“往往反问渡于冯生”。 因此 “参 阅姓氏”中除 了他的弟子之 

外，主要包括他在江南的友人和在黄州府所辖麻城 、黄安两县的社友。其中有不少为兄弟同列其中 ，如 

田生芝 (字寅仲)、田生金(字成叔)、田生兰(字薰季)，麻城人 ；孑L贞时(字中父)、孑L贞运(字开仲)，句容 

人；耿汝思(字九一)、耿汝态(字克励)、耿汝憨 (字智侯 )，黄安人 ；周应昕(字子且 )、周应东(字子鲁 )、 

周应嵛(字叔柱 )，麻城人 ；田弘慈(字在成 )、田弘恩 (字在临 )，麻城人 ；耿应衡 (字玉齐 )、耿应 台(字公 

齐)、耿应旗(字建伯)、耿应驺(字公御)，黄安人。⑦从参阅姓氏中的社友关系、兄弟关系来看，知名 与 

否并非列名其中的主要考量 。 

为什么会把这么多没有什么名气的人列入名单呢?下面这两个例子可以为我们提供些线索。 

俞安期的《诗隽类函》是一部多达一百五十卷 的大型类书 ，各卷卷端除了题俞安期橐纂 、梅鼎祚增 

定外 ，还题署了“订校”者数十人。其中除了曹学俭、方承郁等官员外 ，亦多无名之辈。书前李维桢所作 

的序透露了这些人之所以列名“订校”的原 ：“自顷秘书往往间出，而苦于无剞咧费，流布不广。羡长 

(俞安期字)杀青时，好事者有所资助，每被以订校之名。余两儿乳臭，亦点其中。然近自江南，远逮关 

中塞上 ，欣然趋附 ，以成好古右文之风。此事可并纪也。”㈣ 

可知因此书卷帙浩繁，俞安期无力付梓，赖多位友人资助才得以出版。为了回报友人们解囊相助， 

俞安期将他们列名为“订校”者 ，其 中甚至还包括李维桢 的两个木成年的儿子。X寸于这些列名者来说 ， 

他们的名字得 以随此书的刊行而广为人知，对这两个未成年人来说尤其如此。 

另一个例子出自《儒林外史》，虽为小说家言，亦可反映当时的实态。⑨ 《儒林外史》第十i回写道， 

时文选家马纯j-为书坊文海楼评选《历科墨卷持运》，蘧公孙想在书上加上 自己的名字，作为同选者， 

“以附骥尾”。马纯上不同意蘧公孙“站封面”，其中一个理 由是 ：“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 

人就疑惑刻资 自先生 ，小弟岂不是个利徒 了?”⑩蘧公孙 “站封面”的动机是想 “附骥尾”，而从马纯上 

的回答来看 ，列名的一种原因是为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 

综合来看 ，把许多没有名气的人列在名录中，其 目的大约有两个 ：一是为了聚拢人气，制造声势。如同 

① 《四库全书存 日丛书》子部第 214册 ，第 520—523页。 

② 台北“国家 图书馆”藏 23卷本 “就上E姓氏”之末多 陈所闻 1人 ，共 106人。参董 捷《燕 云读 书札记—— 晚明版 

史义献新证二则》，《新美术)2oi l年第 4期 ，第 61页。 

③ 综合该书现存各个版本，书前序文数量达 1 8篇之多，作者有余孟麟、袁福潋、沈懋孝、祝世禄、黄汝良、李臀、袁 

黄 、詹景风 、汗可进 、杨武烈 、张凤翼 、骆 日升 、王樨登 、程涓 、张金砺 、文从龙 、郑 之惠 、张大蕴等 ，均 为有一 定地位 和名望的 

官员 、名士。参董捷前揭义 。 

④ 关于冯梦龙到麻城的时间和经过，可参龚笃清《冯梦龙赴麻城考》，收入龚笃清著《冯梦龙新论》，湖南人民 版 

计 2002年版 ，第 l45—158页。 

⑤ 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第 l7册，凤凰出版社 2007年版，凡例第 l页。 

⑥ 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第 17册，第 1页。 

⑦ 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第 17册，第 4—7贞。 

⑧ 《四库全书存 目 书》，子部第2l1册 ，第3页。 

⑨ 吴敬梓《儒林外史》多描写明代史事。参杜贵晨：《(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 1 

期 

⑩ 吴敬梓 ：《儒林外史》，人民文学 版社 1977年版 ，第 16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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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篇累牍的序文一样 ，动辄几十、上百的参 阅、校刻姓氏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使读者不 自觉地对图书的 

高质量、权威性产生认同；二是把列名作为回报出版资助者的一种方式 ，这种回报，就是让资助者及其亲友 

的名字随着书籍的流通而广为流传。列名者在宣传了图书的同时，也宣传了他们 自己。前面所举的俞安 

期《诗隽类函》的例子中，两个未成年人被列名为“订校”者，就是出于扬名的需要。周启荣认为，出版者很 

有可能是应这些下层士人的要求把他们列上名单的，士人列名其中表示他们与那些名人一样推许高质量 

图书，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增加的知名度可能会令这些士人更容易在科场上获得成功。① 笔者以为是确当之 

论，名气不仅有助于科场上的成功，也是晚明商业社会中一种重要的象征性资本。 
一 般来说，参阅、校刻姓氏是知名士大夫加普通士人的结合体，前者为书籍的质量和权威性背书，后 

者以各种方式为书籍的出版提供过赞助和支持 ，同时列名于书上也是普通士人藉 以扬名 的一种方式。 

明申申阁刻本署陈继儒辑著的类 书《文奇豹斑》，在序文后 、目录前列有“校刻姓氏”40人 。此书仅 l2 

卷 ，完全用不着这么多人从事校勘。“校刻姓氏”基本上是按照科名 、官位高低来排列的，排在前面的 13 

人皆为进士出身 ，其后是举人 6人 ，再往后是贡生 、诸生。董其 昌、徐光启 、钱龙锡 、陈所蕴等人位高 爵 

尊 ，显然是不可能亲任校雠之事 的，只可能是挂名。名单后有 申申阁识语 ：“是刻系书林徐见雅亲诣 ，求 

诸名公校阅，随有《蕉叶钞》嗣刻。”可知所谓“名公校阅”不过是书贾徐见雅借名人的影响力推销图书的 

花招而已。地位较低的 20多名贡生 、诸生是否是实际的校勘者呢?在“校刻姓氏”之后 ，又题 ：“原校 ： 

沈伯高(讳鸿)，男祯玄成甫”。则任校雠之事者其实是沈鸿父子。②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西袁州府宜 

春县监生张自烈著、崇祯十三年(1640)金陵石啸居刻的《四书大全辩》，书前列“师友参定姓氏”472人， 

以王锡衮 、方逢年 、周凤翔等官员为首 ，包括“四方好友暨里中同社 ”；“门人较阅姓 氏”25人 ；又有“欧 社 

姓氏”20人。⑧ 张 自烈之所以列上如此众多的友人造势 ，首先是缘 于《四书大全辩》这部书的特殊性 。 

《四书大全辩》是在晚明思想风气开放的情势下，对永乐年间钦颁《四书大全》的辨析商榷之作。张自烈 

的身份仅为监生，竟敢著书立说以挑战官方对儒家经典 的权威解释 ，并得到大批官员士人 的支持 ，不能 

不说是晚明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现象。即便如此 ，到南明时他仍然受到“擅改祖宗颁 行之书”的攻击。由 

于此书政治上的敏感性，张自烈将 500多人列名于书上以壮声势。此书卷首刊有多份揭帖、公文、书信， 

显示该书首先 由杨廷枢 、陈名夏 、魏学濂、汤开先、钱禧 、吴应箕、刘城 、沈寿民等举人 、监生、生员捐资助 

梓 ，并联名上揭帖于多位官员 ，极力推扬该书 ，建议朝廷以官方名义刊行。在书前收录的公文和书信中， 

各级官员对此书的出版表示了支持 ，其 中包括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衮 、南京国子监司业周凤翔 、江西巡按 

御史徐养心 、江西提学佥事侯峒曾 、湖广巡抚方孔熘 、袁州府知府解经达 、圈子监丞何楷 ，这些官员在 

“师友参定姓 氏”中皆位于前列 。④ 作者和出版者将这些官员、士人列名其 中，是对他们在政治上 、学术 

上和资金上对此书出版的支持表示酬谢。一旦《四书大全辩》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可而成为权威话语，这 

些列名者在政治上和声誉上可能获得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 的。 

通过在 出版物中主动或被动地列名鉴定 、参阅 、订正 ，明代后期 的士人有意或无意地参与 了对书籍 

的商业化推广。在这里士人的名字具有 了商业价值 ，实现了商品化 的转换 ，反过来书籍的流通和作 品的 

流行又可以传扬士人的名声，使之转化为社会资本和商业价值。这种现象是明代后期出版业高度商业 

化的一个表征，也是文人与商业出版 El益紧密结合的体现。从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发展史来看，区 

别于此前撰作、编纂、注释、评点等比较“实”的著述形式，鉴定、参阅、订正等比较“虚”的参与方式是明 

代后期特有的出版文化孕育出的一种新 的书籍责任者形态 ，值得引起出版史 、书籍史及社会文化史研究 

者的关注和重视 

(责任编辑 ：若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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