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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传统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化理念 

江 凌 

摘 要： 晚清时期，传统地方官书局的出版宗旨是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文化意识形 

态，传儒家先哲之精蕴，振兴文教，传承文脉，巩固传统文化统治秩序。其出版文化理念 

主要体现在：一是选题理念，在尊崇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兼采宋学，重在传承文化、振兴 

文教、经世致用；二是校勘理念，以“求善而刻，考证宜确”为文化理想和追求；三是刊刻 

理念，强调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四是经营理念，注重树立出版文化 

品牌，以流传为本，以书养书，平值售书，嘉惠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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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晚清官书局，指同光时期由胡林翼、曾国 

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治中兴名臣开其端，诸省 

督抚大吏倡其行或承其绪，职业经理人(提调)和 

校勘专家(总纂和分校者)、刻工落其实，自下而 

上并受到清廷认可或饬办的官办书籍出版机构。 

晚清官书局刻书总体上被誉为底本精 良、校勘审 

慎、售价低廉，为维护晚清文化秩序、振兴文教、传 

承文脉做出了突出贡献，其刊刻的书籍常被称为 

“局本”。它的对象和范围包括：晚清同光时期， 

地方督抚大员、官绅倡行或设立的诸省书局以及 

翻译馆、编译书局等地方性官办 出版机构。 目前 

学界所研究的晚清官书局现象，主要集中于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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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官书局的范围和对象，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是指 19世纪 60—9O年代地方督抚设立的书局，如吴瑞秀： 

《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新北 ：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第 19—30页；郭平兴：《晚清官书局文献史料价值及其 

搜集整理》，《图书馆论坛》，2015年第7期 ，第 119页；二是包括地方督抚在各省设立的书局和清廷明令设立的官书局及 

当时的译书局。其中，译书局只包括甲午之后清廷设立的编译书局 ，不包括 19世纪 60年代设立的同文馆、江南制造总 

局翻译馆等机构。如梅宪华：《晚清的官书局》，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 ·近代部分》(第一卷)，武汉：湖北教育出 

版社，2004年版，第516页。王晓霞：《晚清官书局三则问题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 2期，第 105页；三 

是认为官书局系清廷主要的官方出版机构，包括地方督抚在各地设立的书局以及清廷设立的各种译书机构，如京师同文 

馆、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江楚编译局等。如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稿》，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 

版，第 57—79页。王晓霞：《晚清官书局三则问题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 2期，第 106页。我们认为， 

是否为晚清地方官书局，主要有三看：一看经费来源是否具有官方色彩，官书局一般为清廷或地方官绅出资，经费主要来 

源于公款；二看是否有专门的组织机构或校勘、刊刻人员；三看是否有刻书或发售图书等出版活动，这一点尤为重要。从 

这三方面观照，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江楚编译局等编译出书机构当属官书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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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兴起的“地方官书局”①，包括以校勘、刊刻传 

统经、史、子、集等国学(旧学)书籍为主的传统地 

方官书局和以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为主的新式地方 

官书局(如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江 

楚编译局等出版机构 )。它集校勘 、刻书 、印制、 

销售发行于一体 ，有着明确的底本选取和刊刻思 

想 、出版原则或宗 旨，固定的校勘人员和刻工 ，相 

对稳定的经费筹集渠道和销售渠道，具备现代意 

义上的出版基本特征 ，系 “具有真正意义 的地方 

官办出版机构，在古代出版史上堪称一次重要的 

制度变革”。②本文所讨论的30家晚清时期的传 

统地方官书局 (不包 括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 总 

局翻译馆、江楚编译局等编译刊书机构)③，竞相 

延聘群儒，校勘群籍。及至甲午战争之后的近代 

民营出版业崛起之前 ，晚清地方官书局校勘群籍 ， 

中学与西学并重 ，刊书流布之富、校勘之精、影响 

之大 ，成为 1860—1900年代中国近代出版业非常 

重要的力量。 

目前有少量关于晚清官书局现象的研究成果 

问世，如邓文锋的《晚清官书局述论稿》、吴瑞秀 

的《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等专著，梅宪华的 

《晚清的官书局》、王晓霞的《晚清官书局三则问 

题考略》等论文(皆见篇首注释)，但这些研究文 

献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 ：一是研究视野比较局限， 

没有把晚清官书局兴盛现象放到晚清以来广阔的 

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背景中加 以研究 ，从文化史 

角度研究晚清地方官书局现象的成果更是付之阙 

如；二是研究模式单一化，沿用传统治史方法，局 

限于“产生 一发展 一兴盛 一消亡”的历时性线性 

思维模式，缺乏共时性的综合考察。本文力图克 

服前人研究的局限性 ，把晚清传统地方 官书局兴 

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从选题、校勘、刊 

刻、经营等诸方面，探析晚清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 

化理念。 

此外，晚清时期，由于地方文化传统和文化基 

础、文化特色不同，不同省域的传统地方官书局具 

有 自己的出版文化理念和文化特色。比如，武昌 

地处中部内陆城市，扼长江上游之津关，挽东南诸 

省之枢纽，长期受荆楚、湖湘文化浸洇，素有程朱 

理学之学术风气和读书入仕、耕读传家的社会文 

化风气 ，且有开明洋务派封疆大吏如胡林翼 、李鸿 

章、李瀚章、张之洞、曾国荃、端方等官员的文化支 

持与经费襄助，他们甚至亲 自参与校勘刻书。湖 

北崇文书局在这种政治 、文化和社会氛围中，尤其 

在地方督抚大员支持和主持者胡凤丹提调的开拓 

耕耘下，形成 了 自己的出版文化理念与特色。因 

此，本文以湖北崇文书局为研究 晚清地方官书局 

出版文化理念的典型案例。 

一

、选题理念 ：宋汉兼采 ，经世致用 

19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出现了尊崇程朱理学 、 

经世致用 的倾 向，这种 经世 学派 注重 “人世 ”和 

“实务”，反映 了儒 家人道 主义 和现 实主义 的理 

想 ：一方面，它反对“阳明心学”的玄学思辨 ，反对 

空疏之风；另一方面，它轻视埋头书斋中的校勘学 

问——考据之学，认为它迂腐而无用。特别是在 

鸦片战争前后的 内忧外患社会背景 中，一些文人 

志士更关注现实问题 ，强调经世致用的重要性 ，以 

刘逢禄、魏源、林则徐、龚 自珍为代表的经世致用 

派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李鸿章 、左宗棠、 

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大臣的学术取向，及之后他们 

所创立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化理念。这些开明的 

洋务大臣以程朱理学和经世致用书籍的校勘刊刻 

为要旨，以考据之学的治学方法为校勘质量保障， 

在 出版理念和校勘实践 中，以理学经籍 为本 ，宋 

学、汉学兼采，振兴文教，经世致用。 

(一)理学为本体，汉学为方法，宋汉兼采 

清初确立的程朱理学正统文化统治地位，经 

历乾嘉时期汉学 日盛的百年沉寂后 ，至咸 同年间 

①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把晚清时期的地方官书局划分为：以校勘、刊刻传统经、史 、子、集等国学(旧学)书籍为主的 

传统地方官书局和以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为主的新式地方官书局。在印刷技术方面，传统地方官书局以雕版印刷为主， 

但逮至清末亦采用石印和铅印技术。限于篇幅，本文仅限于讨论传统的地方官书局，且在刊刻技术上限于以传统的雕版 

刊印技术。 

② 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附录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 980页。 

③ 据张宗友综合诸学者之说和历史文献资料，比较精确地考证出晚清时期的传统地方官书局数量为 30家，这 30 

家地方官书局不包括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 、江楚编译局等编译出书机构。参见张宗友 ：《晚清官书局与近代 

文献传承》，《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2012年版，第 122—125页。 

140 



江凌 晚清传统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化理念 

再度复兴。①咸丰帝即位不久 ，重申“经正 民行”的 

文化统治要义，并令各省督抚、学政转饬地方官、 

各学教官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钦定 

满汉文大学衍义》等理学书籍为课读讲习之要， 

使之家喻户晓。在清廷支持下，倡行设立地方官 

书局的督抚要员多为理学儒士，他们把“各代理 

学家的著作作为编刊首选。一时间，《朱子全 

书》、《朱子语类》、《大学衍义》、《四书章句集注》 

等理学著作大量出版，广为流传”②。咸、同、光时 

期，除寓居于湖北的胡林翼、李鸿章、李瀚章、张之 

洞、胡凤丹等理学疆吏官宦外，亦有本省籍名儒洪 

汝奎、万解全、宋鼎、邹金栗、冯礼藩、黄嗣东等人， 

蔚为壮观。特别是咸、同、光三朝历任湖北督抚大 

员和崇文书局主持者胡凤丹等人，即尊崇孔孟之 

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儒士，这是晚清崇文书局理 

学学术出版思想的直接动因。李鸿章在《设局刊 

书折》中云：“此次设局刊书，祗可先其所急。除 

四书十三经原注读本为童蒙肄习之书，业经刊刻 

颁行各学外，伏思《钦定七经》、《御批通鉴》集经 

史之大成，尤属士林圭臬。”③由此可见，校勘刊刻 

理学经书和实用 、日用之书系晚近崇文书局 的出 

版文化思想。在李瀚章设局刊书的思想指导下， 

崇文书局随即给予回应。同治八年(1869)，“今 

年春仲，成《资治通鉴》，冬，《钦定七经》工竣，梨 

枣之积，几于充栋”。④事实上，晚清崇文书局存世 

始终，在刊刻书籍品种之文化表征上，钦定经书、 

理学书籍一直系其刻书品种之大宗。 

经部典籍尤其是程朱理学虽然系儒家正统思 

想之核心，但其内在义理结构和字义考证与“症 

候式”解读，仍需要注疏、考据和诠释之学相辅相 

成。儒家经典诠释学亦有义理和实证(即宋学与 

汉学)两条路径，而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来诠 

释儒家经学 ，是乾嘉 以来清代学 术的基本底色。 

即便嘉道以来理学复兴，汉学依然并存不废，理学 

大吏 、儒士“大抵菲薄考据 ，而仍 以考据成业 ⋯⋯ 

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⑤ 

这也体现了清代学术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韧性和 

包容力。尊崇程朱理学的开明地方督抚、儒学名 

士没有因为过于强调 程朱理学而偏废乾嘉之学 ， 

而是略有侧重或二者兼顾 。尽管在文化理念上以 

经学义理为宗，但就其亲自参与晚清地方官书局 

的校勘刻书出版文化实践——善本之考究 、校 勘 

之精审的文化活态行为而言，他们无疑在践行考 

据之汉学。不仅如此，他们在遴选书 目和刊刻书 

籍的品种结构上，亦为宋学、汉学兼顾。比如，张 

之洞《书目答问》“经部总目”下列“正经正注”、 

“列朝经注 、经说、经本考证”、“小学 ”三类 ，如 此 

分类 ，体现了“宋汉相融”的文化理脉。晚清崇 文 

书局刻书品种结构中亦是宋学、汉学兼顾 ，如“经 

部”书籍除《钦定七经》、《春秋左传》、《四书集 

注》、《周易本义》等儒家经典外，还有儒家经典的 

诠释训诂之作如《十一经音训》、《左传 旧疏考 

证》、《逸周书校释》，更在“经部”书 目中专列“小 

学”目录，刊刻一批音韵训诂小学之作。⑥ 

(二)致用为本，切于日用 

在晚清理学复兴，尤其是湖湘、荆楚“经世致 

用”学风的长期浸润下，晚清理学家特别是洋务 

派大臣更具有 “文 化正统 主义”和 “文化 实用 主 

义”两副面孔，他们“一方面以‘正统主义 ’的方式 

固守着儒家的精神象征世界与道德理想世界，始 

终未放弃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思想原则与价值立场 

(‘守常’、‘不易’)，一方面又本着‘实用主义’的 

态度积极寻找契应时代的富国强兵之路，希望对 

传统做出温和的改造或渐进式的变革(‘求变’或 

① 清代之经学，有“三变”之说，“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 

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少 ，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 ，又由许、郑之学导源 

而上⋯⋯是为专门经学。”参见(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347页。 

② 史革新：《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 6期，第 95页。 

③ (清)李鸿章：《设局刊书折》，载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 

版，第 233页。 
④ (清)胡风丹：《添修正觉寺书楼牌记》，见《退补斋文存》卷 6，载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 

第 234页。 

⑤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 532页。 

⑥ (清)黄嗣艾：《湖北公藏经籍提要》，载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第 241—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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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易’)”。①这是其文化选择和文化价值判断的 

基调。诚如张之洞在《鞘轩语》中提出的士子“读 

书 一明理 一致用”的“读书化人”逻辑：“随时读 

书，随时穷理 ，心地清明 ，人 品自然正直。从此贯 

通古今 ，惟求人事 ，果能平 日讲求 ，无论才识长短 ， 

大小必有实用⋯⋯若读 书，既不明理 ，又复无用 ， 

则亦不劳读书矣。”②事实上，张之洞《书 目答问》 

的选书标准 即为 ：“凡所著录 ，并是 要典雅记 ，各 

使其用 ⋯⋯无用 者 ，空疏者 、偏 僻者 、混淆 者 不 

录。”③“照得刊布经籍 ，乃兴学之要务，致用之本 

源。”④由此 可见其经 世致用 的文化 实用主义 思 

想 ，而这种思想和学风在封疆大吏兼儒 臣的文化 

权力阶层倡导下 ，将深刻影 响一地域的学风和书 

局刻书出版理念。 

晚清理学名 臣、官绅 “正统主义”和“实用主 

义”交汇 的文化追求深刻影响了晚清地方官书局 

刻书的出版文化理念。地方官书局刻书品种起轫 

于“经”而落脚于“用”。即便是以翻译 出版西学 

书籍为主 的新式地方官书局亦不例外 ，同、光时 

期 ，江南制造 总局翻译馆集中了傅兰雅 、林乐知 、 

伟烈亚力等外国学者和徐寿、华蘅芳等中国译才， 

其基本 的翻译 出版理念 则 以“用 ”为先 ，重在实 

用 ，“中国大宪已数 次出谕，令特译 紧要 之书 ，如 

李 中堂 (即李鸿章 )数次谕特译 某书等”⑤，“平常 

选书法，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 

与他书配否 ，故有数书如植物学 、动物学、名人传 

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 ，然于水 陆 

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书先为讲求。”⑥张之 

洞在《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中云：“臣等海邦承 

乏，深惟治源，亟宜殚敬教劝学之方 ，以收经正兴 

民之效。此外 ，史 部子部集部诸 书，可 以考鉴古 

今，裨益经济，维持人 心风俗 者，一并搜 罗刊 

播。”⑦“故 弘奖文治之世 ，往往有官为之引导 ，且 

竭国帑 以尽刻一切有用之 书籍 ，或更召集知名者 

广求秘藏辑成之 ，嘉惠天下。”⑧李鸿章在奏设湖 

北崇文书局的《设局刊书折》中除强调经学、理学 

之圭臬外，亦注重经世致用书籍的刊刻，“其余 

《说文》、《文选》、牧令、政治等书，亦皆切于 日 

用”⑨，李氏折中不仅列举了《说文》、《文选》、牧 

令 、政治等 日用书籍 ，更强调其 流通 性和振兴 文 

教 、礼仪教化 的致用性。晚清崇文书局贯彻李氏 

的指导思想，“凡一切有用之书籍，补残而刻” ， 

既体现了该书局刻书以“有用”为宗 旨的出版理 

念，又反映了其贪多求全的文化理想。综观崇文 

书局刻书，以教化和实用为目的，多经籍、启蒙、应 

试 、医学、舆图、地理 、算学、防水患蝗虫等灾异书 

籍 ，以及 日常生活用 书，或端正人心 ，维护封建礼 

教 ；或经典诠释，供士子研读 ，以嘉惠学林 ；或科举 

应试之书，培育人才；等等。 

二、校勘理念：求善而刻，精审校勘 

在“奉 旨设局”之前 的地方督抚 自发设局 的 

文化 自觉阶段 ，地方官书局刻书普遍重视督抚 的 

“文治”和“名节”，具有鲜明的质量 和品牌意识。 

此风在随后奉旨设局阶段的晚清地方官书局中延 

续和传承 ，竟成同光 时期地方官书局刻书之特点 

与风气。这体现在校勘刻书方面，为保障校勘质 

量 ，晚清地方官书局普遍尊重考据之学的校勘方 

法 ，延 请 名儒 士 绅 ，考 镜 源 流，精 审细 雠 ，嘉 惠 

① 张新民：《古代书籍世界的目录学窗口——(书 目答问校补)前言》，(清)张之洞著，吕幼樵校补、张新民审补： 

《(书目答问)校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 32页。 

② (清)张之洞：《鞘轩语》卷 2，参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卷 272，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 

9797—9798页。 

③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参见张之洞著，范希增补正，高明路点校：《书 目答问补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 

社 ，1999年 版 ，第 1页。 

④ (清)张之洞：《扎运司开设书局》，载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423页 。 

⑤ [英]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第549页。 

⑥ [英]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宋原放主编 ：《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第 551—552 

页 。 

⑦ 

⑧ 

⑨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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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之洞：《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载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 ，第427页。 

(清)黄嗣艾：《湖北省立官书处本末记》，载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第 239页。 

(清)李鸿章：《设局刊书折》，载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第 233页。 

参见方振益 ：《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考略》，载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第 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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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 。 

校勘贵在精选底本，择善而刻。清代校勘家 

卢文昭在其《与丁小雅论校正方言书》中云：“大 

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 

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①张之洞在《书目答 

问》附《劝人刻书》中亦云：“刻书必须不惜重费， 

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刻书不择善 

恶，书佳而不雠校，犹糜费也)⋯⋯且刻书者传先 

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 

雅谈也。”②特别是在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过程中， 

金陵书局所刻《史记》表现为最。据该书局校勘 

家张文虎在精选底本、校勘《史记》过程中致曾沅 

浦宫保云：“《史记》向无善本，讹舛百出，而文虎 

蒲柳早衰，学不加进，常以不胜其事为兢兢。”③同 

治八年(1869)三月，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致信张 

文虎、唐仁寿日： 

《史记》十表尚未刊就，又有四、五卷须 

重刻者 ，自难迅速峻工。鄙意但求雠校 之精 

审，不问成书之迟速。校勘记若在十卷 以外， 

便恐伤繁，能再求简约，一洗汉学家好多好详 

之 习，乃为尽善，过 多则 阅者反厌苦矣。 

张文虎《复湘乡相侯》云： 

窃思《史记》传本承讹 已久，无论本文， 

即三家注已如乱丝 ，不可猝理 ，近世 大儒著书 

间有校正，不过就其所见，略出数条。但论本 

文 ，不及各注 ，今刊刻全书，只宜取 旧本之稍 

善者⋯⋯文虎等禀承此意，不揣奔陋，妄冀会 

合诸家，参补未备，求胜旧本。乃三年荏苒， 

刻鹄未成。人言实多，无以自解，伏读钧谕， 

但求校雠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仰见体恤 

愚蒙，特 加 慰 勉，虎等 敢 不勉 竭 心 力，期 副 

盛怀。④ 

曾氏的“但求雠校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 

的出版文化意识形态，不仅为金陵书局严肃的校 

勘刻书家张文虎、唐仁寿等人下了“定心丸”，而 

且成为晚清地方官书局刻书的重要出版文化理念 

之一，成为张文虎、唐仁寿等校勘学家的校勘实践 

指南，张氏精选《史记》底本，所参校的底本多达 

17种⑤，汇合诸家精华，最终超越诸底本，成为版 

本校勘史上之典范。晚清湖北崇文书局践行这一 

校勘刻书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精选底本——求善而刻 ，不惜乎度支之 

繁费 

晚清崇文书局刻 书以“凡 一切有用 之载籍 ， 

补残而印，求善而刻，不惜乎度支之繁费也”⑥为 

基本理念，注重精选善本为校勘底本，追求刻书质 

量。浙江官书局之“名刻”《二十二子》于光绪三 

年(1877)刻成。严苛的版本校勘学家俞樾在其 

《春在堂随笔》中云：“甲戌之秋，浙江书局谋刻诸 

子，购得《十子全书》一部。时余在吴下，从坊间 

假此书观之，乃嘉庆甲子重镌本也⋯⋯然恐善本 

难得，姑就此本中斟酌取裁使之稍异俗本。盖其 

中如《苟子》用嘉善谢氏本，《淮南子》用武进庄氏 

本，尚不乖大雅。较其他之用明人圈点评本者，尚 

可节取也。”⑦后经多方搜罗底本，求善而刻，不同 

的子书先后精选明世德堂本、孙氏平津馆本、华亭 

张氏本、明吴郡赵氏本、毕氏经训堂本、陈氏湖海 

楼本、卢氏抱经堂本、江都秦氏本、武英殿聚珍版 

丛书本、明武陵顾氏影景宋嘉佑本、当涂徐氏本、 

西吴严氏本、吴氏景宋乾道本等作为底本，且该丛 

书“注重吸收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诸家整理和 

研究诸子书的成果，汇编了历代刊本中较有代表 

① (清)卢文昭：《与丁小雅论校正方言书》，载《抱经堂文集》，参见张舜徽 ：《中国文献学》，姚伟钧导读，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 95页。 
② (清)张之洞著，范希增补正，高明路点校：《书目答问补正》，第 262—263页。 

③ (清)张文虎：《舒艺室尺牍·上·曾沅浦官保》，载柳诒徵 ：《国学书局本末》，参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 

代部分》第一卷 ，第445页。 
④ (清)张文虎：《舒艺室尺牍·复湘乡相侯》，载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参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 

部分》第一卷，第 445—446页。 

⑤ 王嫒整理：《曾国藩、李鸿章、洪汝奎等致张文虎函札》，《文献》，2009年第 2期 ，第 147页。 

⑥ (清)黄嗣艾 ：《湖北省立官书处本末记》，载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第 239页。 

⑦ (清)俞樾 ：《春在堂随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 87页。 

143 



江凌 晚清传统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化理念 

性的精校、精注本”④，选 目精当，刻印尤善，为时 

人称颂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 日，李鸿章奏 

疏《设局刊书折》中要求崇文书局：“经访觅善本， 

次第开雕。现在浙江 、江宁、苏州 、湖北 四省公议 ， 

合刻二十四史，照汲古阁十七史板式，行数字数较 

各家所刻者精密。拟 即分认校刊 ，选派朴学员绅 

悉心校勘，添募工匠，陆续付梓。”②校勘古籍，重 

在底本之精良，五局合刻“二十四史”备有多种校 

勘底本 ，以便对照择优 ，选取善本而刻。俞樾 云： 

“二十四史除殿版外，有汲古阁十七史本、明南北 

监版二十一史本。其单行之佳者，史记、两汉书、 

新五代史有明汪氏本，史记 、汉书有凌氏评林本 ， 

后汉书有元刻本 ，南北史 、新 旧唐书各有合钞本 ， 

旧唐书有明闻人诠本，其间异同不一，应作校勘记 

附末。”③晚清崇文书局所刻《新五代史》、《旧五 

代史》和《明史》即精选以校勘精审著称的汲古阁 

底本 ，刊刻而成。湖广总督张之洞珍视崇 文书局 

校勘之善本 ，强调精选底本 ，如黄 嗣艾 所云 ：“今 

所藏者《大清一统行省舆图》，胡文忠公定本而文 

襄公所极珍视，随代易时移，能不抚山川之陈迹， 

缅前人之遗徽欤。余则有万县赵侍读尚辅之《湖 

北丛书》，初办书局诸公之《正觉楼丛书》，纯儒著 

作 ，孤本 留遗 ，皆其选也。”④该局首任经理胡凤丹 

垂范崇文书局“求善而刻 ”的出版文化理念 ，他一 

生喜好藏书、刻书，“古本有善者必倾囊购之，缥 

缃盈室，手自校雠无倦容⋯⋯每购善本必探其源 

委而校勘之”。⑧ 

(二)精校细考——考证宜确也 ，不缺则贻羞 

晚清传统地方官书局刻书以底本精 良、校雠 

精审而著称，堪称后世出版楷模。这得益于其精 

校细考 、“但求雠校之精审 ，不 问成 书之迟速”的 

出版文化理念 ，而湖北崇文书局的严谨校勘风气 

与书局掌控者 的理念垂范息息相关。比如 ，张之 

洞曾劝诸生要 精选善 本而读 ，云：“读 书不知 要 

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 

事倍功半。”⑥他不仅这样要求诸生，而且自己成 

书 、成文亦非常严谨 精审 ，“奏议告教 ，不假手他 

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 

寝，数易稿而后成。书刳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 

字者 。”④崇文书局首任经理张炳垄 “以其暇兼持 

书局，一字一画，引据商榷，靡不详核，虽专司其事 

者逊谢弗如”。⑧书局初创时，延聘湖北硕儒王柏 

心总校雠事，车元春、沈棠溪等地方名士分校雠 

事，经理胡凤丹对校勘工作提出了“考证宜确”、 

“不确则贻羞”⑨的校勘指导思想和要求 ，强调“一 

字一画 ，引据商榷 ，靡不详核 ”，这成 为晚清崇文 

书局校勘工作的基本理念。胡凤丹不仅“言传”， 

而且“身教”，他在总理崇文书局期间，校勘刻书 

以考证见长，他所汇编刊刻的《大别山志》、《黄鹄 

山志》、《鹦鹉洲小志》，“遇有传写之鹂、附会之 

谬，必博稽群书，确有依据而悉衷于至当”⑩，以致 

湖北江夏名儒张凯嵩在《鹦鹉洲小志序》中云： 

“能著成此书，其精审为生长是邦者所未逮，既服 

观察之勤，亦以益余之愧也。”⑩在其身先垂范下， 

崇文书局初期刻书之校勘质量多有好评 ，如曾国 

藩云 ：“鄂局刻书 ，愈出愈精 ，为各局所不逮”⑥，张 

之洞誉称崇文书局《退补斋诗存》刊本“追长兴之 

精研 ，刊麻沙之讹夺”⑩，傅增湘赞“退补斋刻本” 

日：“校定精审，出江浙诸局刻上，退补斋之名，至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明》，《二十二子(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 1页。 

② (清)李鸿章：《设局刊书折》，载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第233页。 

③ (清)俞樾：《春在堂随笔》，第 34页。 

④ (清)黄嗣艾：《湖北省立官书处本末记》．载阳海清、汤旭岩主编 ：《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第239页。 

⑤ (清)洪钧：《退补斋文存序》，载(清)胡风丹：《退补斋文存》卷首，清同治十二年鄂州寓庐刊本。 

⑥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载(清)张之洞著，范希增补正，高明路点校 ：《书 目答问补正》，北京：北京燕山出 

版社 ，1999年版 ，第 1页 。 

⑦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台北：开明书局，1966年版，第 168页。 

⑧ (清)胡凤丹：《祝张鹿仙都转六十寿序》，载《退补斋文存》卷 5。 

⑨ (清)胡凤丹：《病中述病记》，载《退补斋文存》卷 6。 

⑩ (清)张凯嵩：《黄鹄山志序》，载(清)胡凤丹：《黄鹄山志》，清同治十三年退补斋刻本。 

⑧ (清)张凯嵩：《黄鹄山志序》。 

⑩ (清)胡宗懋 ：《府君行状》，载(清)胡宗懋 ：《梦选楼文钞》，梦选楼民国十四年年刊本。 

⑩ (清)张之洞：《退补斋诗存序》卷首 ，载(清)胡凤丹：《退补斋诗存》，清同治十二年退补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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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学子多能道之 。”①当然 ，以胡 氏一人之力难 以 

长久守之，特别是在其离任之后，此校勘理念无法 

确保崇文书局刻本皆为校雠精湛之善本。 

三、刊刻理念 ：刻板之精者 ， 

须兼“方、粗、清、匀”之长 

晚清官书局居功至伟第一人曾国藩，为晚清 

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化理念树立了种种典范。他 

强调制度立局，并把自己的校勘刻书理念和出版 

文化理想传递给金陵书局提调，由提调牵头立下 

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比如，他要求金陵书局提调 

周学溶等酌拟书价事宜，“核定张贴局门，使人共 

知工匠之殿最。赏罚亦请酌议条规，即庋板开刷 

等事均立章程，以便遵守。”②在该书局的书籍刊 

刻环节，曾国藩主张选用优质刻书木板，改进传统 

的刊刻方法，提高印刷的质量品质。 

一 书在校勘成稿后，便进入雕版刊刻阶段，这 

个阶段的刊印工序比较复杂，“自定稿以至装订， 

其步骤 十五，日：选科 (注 ：应 为 ‘料 ’)、写样 、初 

校、改补、复校、上版、发刀、挑刀、打空、锯边、印 

样、三校、挖补、四校、印书”。③其中，写样、发刀、 

挑刀、印样等工序需要一定的技艺水平。雕版刻 

书，又称“长刀”，与刻其他零碎东西不同，“学长 

刀者习艺三年 ，进 出师必备酒，从师者以十六七岁 

为宜，学艺初成，技未必老；二十至四十 (岁)之 

间，最为 出色。及 至暮年，目力 已衰，亦无足 

取。”④在字体及其页面布局方面，清代刻本主要 

有宋刻本与写刻本两类，其中写刻本要求较高， 

“为学者、文人、私人藏书家所熟知并赞赏的写刻 

本，即软体字精刻本，在清代雕版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⑤宋体刻本是萌芽于宋代的一种横平竖 

直、横轻竖重的刻印字体，明初时作了改进，到明 

正德年间基本定型，开始字形是方的，后来渐趋狭 

长，或如汲古阁的微扁，出现了以“横平竖直、横 

轻竖重”为基本架构的宋体字，并 日渐规范化。 

如叶德辉所言：“世传明万历戊午(四十六年)赵 

用贤刻《管子》、《韩子》，已用今之所谓宋体字。 

想其时宋体字刻书已通行。然虽横轻直粗，犹有 

楷书风范。毛氏汲古阁刻十三经亦然。其他各 

种，则多近于今刻书之宋字。”⑥宋体刻本雕刻的 

一 般要求是：横平竖直，长字宜瘦，扁字宜肥，长字 

撇捺均宜硬，扁字撇捺均宜软。不问横之多寡，所 

空要齐整，竖和竖之间亦然。大小字夹写者，大字 

宜肥 ，小字宜瘦。 

清初雕刻字体沿用明末，以横细直粗、横平竖 

直的长方体字为主。逮至康熙之后，有仿宋体和 

软体字两种字体并行，其中，仿宋体在清代刻本中 

较为普遍。它与明刻本之仿宋体有所不同，其主 

要特点是：笔画横轻直重，撇长而渐尖，捺拙而肥 

粗，右折横笔又粗又肥。道光之后，这种字体被称 

为“匠体”；另一种字体是软体字，又称写体。刻 

板前由名家或名刻工手书上版，字体优美活泼，有 

灵动感。同光时期，时人喜好肥、方之仿宋体字和 

清匀爽目之板式，曾国藩投其所好，参照殿本和毛 

氏汲古阁刻本，如曾氏致书方子箴刻印《十三经 

注疏》时云 ： 

拟《十三经》皆仿照殿本另写，但不欲有 

剪裁伸缩之 事。如有须订正之 处，则别为 

《校勘记》附于每卷之末⋯⋯前刻有《金陵书 

局章程》一册，言字体须方、粗、匀、清，若刻 

注疏 ，亦不外此四字诀。⑦ 

金 陵 书 局 校 勘 家 张 文 虎 曾 于 同 治 七 年 

(1868)二月向曾国藩出示“汲古阁刊本《乐府诗 

集》旧印本及阮文达《擘经室集》初印本，以为刻 

① (清)傅增湘：《续金华丛书序》，载(清)胡宗懋辑：《续金华丛书》卷首，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影印 

本 。 · 

②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九》，长沙 ：岳麓书社，1994年版 ，第 6514页。 

③ 卢前 ：《书林别话》，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丁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年版，第 627—628 

页 。 

④ 卢前 ：《书林别话》，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第 628页。 

⑤ 江凌 ：《清末民初武昌陶子麟书坊刻书业考略》，《长江论坛》，2008年第 4期，第 84页。 

⑥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 31页。 

⑦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九》，第 7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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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板必须如此，盖其意不出‘方肥清匀 ’四字”①。 

曾国藩对于刻书之字体及其页面布局提 出了 

“方 、肥 、清 、匀”的刻印要求 ，后成为 晚清地方 官 

书局对宋体刻本的普遍追求。同治七年(1868)， 

曾国藩在致书局提调周学溶信中云：“仆尝论亥 

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方’以结 

体方整言，而好手写之，则笔画多有棱角，是不仅 

在体，而足在画中见之”；‘粗’则耐于多刷，最忌 

一 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则此字 

不与彼字相混 ，字边不与直线相拂 ；‘匀 ’者字之 

大小匀 ，画之粗细匀 ，布 白之疏密匀 。”②曾氏要求 

周学溶以此标准考量刻工，将刻匠“略分甲乙，上 

下其食”，“既系长远之局，须请局中诸友常常执 

此 四端 ，与工匠讲求 ，殷勤训奖，严切董戒 ，甚至扑 

责议罚 ，俱不可少。 自然渐有长进。”③曾氏的这 

种对于刻工之刊刻的苛刻追求，并不容易做到，张 

文虎曾云：“予谓 ‘清匀 ’二字最要最难，‘方肥 ’则 

从人所好。”④特别是写样、发刀、挑刀、印样等工 

序，要做到 “清 、匀”，需要 刻工熟 练 的经 验和技 

术 ，然而在曾国藩的倡导和金陵书局垂范下 ，江浙 

之淮南书局 、浙江书局及武 昌崇文 书局等地官书 

局皆追而仿之，“同时杭州、江苏、武昌继之。既 

刊读本十三经，四省又合刻廿四史。天下书板之 

善 ，乃推金陵、苏 、杭。”㈤ 

湖北著名刻工陶子麟在娴熟写刻宋体本基础 

上，改进字型，增加软体、变体字，不仅达到“方、 

肥、清、匀”的要求，而且使宋体字更加精秀雅观。 

比如，他为盛宣怀刻《常州先哲遗书》40种，所刻 

多为仿宋及软体字，“能刻仿宋及软体字者，有黄 

冈陶子林 。如南浔刘 氏嘉业堂之四史 ，刘世珩刊 

之金石契 ，及武进董绶经诸书均出陶氏手 ，为一时 

所称。”⑥是年只有 l8岁 的刻匠陶子麟 于光绪元 

年(1875)为湖北崇文书局刊刻《李太白文集》，光 

绪初年，他 以匠体字为崇文书局刻《变雅堂遗 

集》，践行“方、粗、清、匀”之标准，“以工影宋刻本 

名”⑦，崇文书局于光绪元年开雕的《百子全书》与 

《常州先哲遗书》刊刻字体、板式和风格相 比较， 

“从版 式、字体 、字型、字体 大小 、行距 、行 版、刀 

法、板型一一比照，具有高度的一致性”⑧，当为陶 

子麟本人、门徒或模仿陶子麟刊刻风格的刻工所 

为。胡凤丹主持崇文书局期间，雇佣手民所刊印 

字体，正文多仿宋字体，而经其校勘刊印的“退补 

斋刻本”，其“序言”或 “后记”常用灵动飘逸 的大 

软体字，字体和页面布局趋向美观和雅致。 

四、经营理念：树立文化品牌， 

流传为本 ，平值售书 

晚清时期的传统地方官书局以应战太平天国 

对正统儒家文化的摧残为契机，以振兴文教、恢复 

和巩固清廷正统文化统治秩序为己任 ，其文化意 

识形态和文化教育属性超越传统坊刻的市场属 

性 ，以前两者为先，后者为维持生存之辅助属性， 

秉承“文化与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出 

版文化理念。因此，在经营理念上 ，一是强调文化 

品牌与版权意识 ，传递精品出版物 的社会效益 ；二 

是着眼于解决生存发展的生计，“平值售书”，不 

以盈利为主要 目的，采用字小行密 的板式雕刻 ，以 

节约纸张、降低价格，同时，采用不同的纸张，按纸 

张成本进行价格分层，以广惠寒门士子、学童及其 

他普通读书人。 

(一)标明牌记 ，注重版权 ，塑造书局之品牌 

在晚清时期传统官书局建章立制与追求校勘 

质量 、创立文化品牌方面 ，曾国藩开创的金陵书局 

无疑为其他诸省官书局树立了典范。书局的牌记 

或戳记(类似今天 的出版物商标)标 注在所刊刻 

书籍的每卷卷末，或书籍封面、首页、底部，以显示 

地方官书局的功绩和主体责任 ，特别是那些精选 

底本、精心校雠、精心雕刻而成的书籍，更代表了 

一 个出版主体(机构或个人)的文化能力、文化品 

① (清)张文虎：《张文虎 日记》，陈大康整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 126页。 

⑦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九》，第 6513页。 

③ (清)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第 6514页。 

④ (清)张文虎：《张文虎日记》，第 126页。 

⑤ (清)叶德辉 ：《书林清话·书林余话》，第 211页。 

⑥ 卢前：《书林别话》，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年版，第636页。 

⑦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第 211页。 

⑧ 王晓清：《陶子麟与雕版刊刻》，《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 3期，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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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和文化品牌。较早创办的金陵书局以其精选底 

本、刻书品位、校勘质量著称于其他省官书局，因 

此，曾国藩为该书局厘定了一项制度：所刊刻书籍 

须在每卷卷末刻上书局戳记，标明底本来源。同 

治六年(1867)十二月，他致函书局提调周学溶 

云：“前此面商，前后《汉书》每卷之末一叶刻一戳 

记，云‘金陵书局仿汲古阁式刻’。昨见局版尚未 

添刻，请即饬令以后各卷皆须增刻，以前各卷可补 

者补之，不可补者听之。”①此定例随后为各省地 

方官书局仿效。比如，福州正谊书局所雕刻清初 

理学家张伯行集解的《近思录》(14卷)，扉页标 

注牌记“福州正谊书院藏版”，每卷之首页题“子 

朱子原编，仪封张伯行孝先集解，后学尹会一参 

订”，每卷末又刻牌记“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谊书 

局重梓开雕”，牌记下方还标注总校、分校者(各 

卷覆校、分校人不同)，如“侯官杨浚雪沧总校、侯 

官张亨嘉燮钧覆校 、闽县郭云珂玉潭分校、侯官陈 

为新咸臣分校”等，每卷版心则镌刻“正谊堂”，其 

版权和品牌意识可见一斑。湖北崇文书局早在其 

前身楚北崇文书局时期，乃至之前胡林翼开设的 

武昌书局，即在每本书籍之前或封底标注牌记或 

戳记，逮至崇文 书局正式成 立后，保 留了这一传 

统，多数书籍仿效金陵书局经验，于每卷卷末处标 

注牌记或戳记。比如，同治七年 (1868)，崇文书 

局重刻婺源江永所集注的《朱子原订近思录》(14 

卷)，该书版本来源为“盱眙吴公得王文恪公江右 

雕本重刻于袁浦，楚北崇文书局踵而刻之”②，首 

页的牌记“同治七年楚北崇文书局开雕”，每卷首 

页题名“婺源江永集注，关中王鼎校次”。崇文书 

局之《近思录》刻本颇受张之洞赏识，“国朝江永 

有校注本，极精，近湖北局刻亦好”。③地方官书局 

所刻书籍 ，在封面 、扉页或每卷卷首、卷末之处标 

注的牌记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标明刊书年份；二 

是标注所刊刻之书局，彰显书局主体文化责任和 

文化品牌；三是标明底本来源和版权 (开雕、重 

雕、重刊、翻印、影印等)，方便读者选择，同时彰 

显其版权意识与文化责任。 

(二)以流传为本，不 以盈利为 目的，平值 

售书 

晚清时期，传统地方官书局所刊刻书籍以广 

为流布、嘉惠士林 、振兴文教为本 ，书成之 后“以 

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 ，同敦实学”④，而不 

以盈利为目的，因而定价从廉，平值售书。较早确 

立“平值售书”经营理念的近代出版家乃创设金 

陵书局的曾国藩，据《(同治)续纂江宁府志》云： 

“同治三年四月，总督曾文正公与弟今山西巡抚 

威毅伯刊王船山遗书，立局安庆。江宁收复，移局 

东下，初设于铁作坊，后移江宁府学之飞霞阁，延 

请绅士一人督理局事，提调道府一人佐之，并延四 

方绩学之士分任校勘，稽工匠之勤惰，遴长者授以 

事。书成，平其值售之。”⑤金陵书局“平值售书” 

之理念深刻影响了其他传统地方官书局之营销策 

略，如淮南书局于同治八年(1869)“盐运使方浚 

颐议设书局，整理旧存盐法志及各种官书残板，刊 

布江淮间耆旧著述，即延馆中士人至局校理。其 

经费仍于裁减成本项下开支。书成，平其值售 

之。”⑥李鸿章 期待崇 文 书局 和其 他 四省官 书局 

“俟各书刻成之 日，颁发各学书院，并准穷乡寒 

儒、书肆贾人随时刷印，以广留传，庶几礼让同敦、 

嚣陵默化，以仰副圣主一道同文之至意”⑦的要 

求，李氏这种“以流传为本、盈利为末、振兴文教” 

的指导思想之后成为湖北崇文书局的出版发行 

理念。 

(三)以书养书，缩小板式，降低成本和价格 

曾国藩在创设书局不久就提出了“以书养书” 

的经营思想，尤其是当晚清时期传统地方官书局面 

临经费投入困境时。曾国藩设局刻书具有远大的 

雄心，宏大规划刻书品种和规模 ，但不久就陷入 了 

①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九》，长沙 ：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 6513页。 

② (清)应宝时：《近思录跋》，载(清)江永集注：《近思录》，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本。 

③ (清)张之洞：《蝤轩语详注》，司马朝军点校，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203页。 

④ 《大清实录·清穆宗实录》卷202，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 604页。 

⑤ (清)汪士铎等纂：《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 6“实政 ·书局”，载《中国地方志集成 ·江苏府县志辑》(第二册)，南 

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 52—53页。 

⑥ (清)谢延庆等纂修：《光绪江都县续志》卷 16“学校考第六 ·书局”，载《中国地方志集成 -江苏府县志辑》(第六 

十七册 )，第 227页 。 

⑦ (清)李鸿章：《设局刊书折》，载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第 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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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短缺的窘境 ，“文正公后经费日绌，分校友人去 

不复补 ，应刻书籍亦苦无资。去年虽 由提调范道 

禀，由藩库每年筹拔一千五百金，久涸之局仍不能 

舒展。”①洞见力很强的曾氏早有预料，在他设局刻 

书不久，即积极推行降低成本、平价销售、以书养书 

的经营理念。由于以往的殿本书籍字大行疏，书版 

板式疏朗，眉清 目秀，尽管阅读观感颇佳，但用板、 

用纸较多，成本高，耗资大，印行价格昂贵，不便于 

流传普及。“局本”刻书为降低成本、平值售书，以 

便于所刊刻书籍的流传，在一些非钦定经书刊刻 

中，采用便于读者购买消费、增加行数和字数、减少 

用板与用纸成本 、降低价格的经营理念。同治六年 

(1867)十月十二日，浙江巡抚马新贻在《建复书院 

设局刊书以兴实学折》中云：“从前钦定诸经，卷帙 

阔大 ，刷印工价浩繁 ，寒士艰于购取。臣此次刊刻 ， 

略将板式缩小，行数增多。以期流传较易，庶几家 

有其书，有裨诵习。”②同治八年 (1869)，李鸿章倡 

议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提议参 照汲古阁十七史板 

式，“行数字数较各家所刻者精密”⑧，以便穷乡寒 

儒刷印、购买。崇文书局刻书践行这种经营思想 ， 

在刊刻板式上行密字小，降低刻书成本，便于一般 

士人和寒门学子购买消费 ，比如 ，其所刊刻的“二十 

四史”之《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明史》便具有 

这种版式特点。此种 刊刻版式立意在于契合寒门 

学子的购买力，降低成本和书价，却为后世校勘版 

本学家所诟病。 

The Concept of Publishing Culture of Traditional Local Offi cial 

Book Burea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

An investigation Focused on Chongwen Bookstore in Late Qing Dynasty 

JIANG Ling 

(Media and Design College，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240) 

Abstract：The publication purpos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ficial bookstore is to sustain the orthodox 

cultural ideology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to propagate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to revitalize 

culture and education，and to consolidate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order．The idea of publishing culture finds 

reflection in the following concerns． First，respect the Cheng—Zhu and other Song dynasty o~hodox Neo— 

Confucianism in matters of topic selection，with an eye on passing on China cultural heritage，revitaliz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emphasiz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Secondly，emphasize proofreading and correction， 

“

seeking high—quality books with accurate textual research” as its cultural ideal and pursuit． Thirdly， 

emphasize workmanship in engraving，with an eye for elegance and good proportion．And fourthly，strive for 

cultural brands in publishing SO as to allow good books build a reputation for themselves and among prospective 

Teaders． 

Key words：The late Qing Dynasty；local official Bookstore；Chongwen Bookstore；the idea of publish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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