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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 目录学视野下的警学文献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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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士英 

摘 要 ： 从 目录学视野下聚焦警学文献的发 生与发展状 态是警察文献 学研 究的重要 

内容。“警学文献”并没有在传统学术视野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古代警察时期警学文献 

在 目录学上被著 录的形 态与方 式，曲折地表达 着古代 警察 时期“警察”有 实无 名的形 

态。通过正史《经籍 (艺文)志》史部与子部 书 目的分类、著录类别及次序 以及相 同文献 

被著录在不同类别的情况，考察警学文献如何进入 目录学的视野 ，提示 出警学文献的存 

在形式与存在状态。通过不同时代对文献的著录类别以及对“书”之 内容的不同认识 ， 

可以考察警学文献在 目录学上之著录情况 ，可以考察警学研 究的本土化进程 ，并对 中国 

警学学术评价提 供 坐标。开展 警察 文献学研 究，可 以展 示 出一个社会和 时代 的 学术 

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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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者 习以目录之学为读书治学之基本功。目录、职官 、地理与年代一向被前辈学者称为治学的四 

把钥匙。乾嘉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七中所谓“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 

明，终是乱读”，更是强化了目录学之致用之学的特征。因此 ，目录之于汗牛充栋的群书文献 ，不仅仅功在 

“部次甲乙”，更能够如章学诚《校雠通义》所言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此，所谓“簿录之学”的目录 

之学被王呜盛誉为“学中第一紧要事”。读书(今人往往不读书而专注治学则当别论)当知 目录之学 ，明乎 

此 ，可知著述之事。因此 ，对于图书文献之著录、分类 、解说与收藏、利用、开发、服务，目录学之重要作用是 

不言而喻的。当我们从目录学的视野中聚焦警学文献的存在与发展状态时，理应也可以得到重要的提示 

与认识。因此 ，考察 目录学视野下警学文献的著录及其定位就不应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题了。 

不过 ，当我们真正考察这一问题时 ，却感受到巨大的障碍与困难 。即使忽略与排除警学文献发生学 

的所有要素置论 ，警学文献在传统 目录学上的反映 ，也不是一个可 以轻易让人说 明白的事情。因为 ，这 

首先与“警学文献”的不好界定有关系——在这里，我们还无法讨论警学文献与“警察文献学”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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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认为“警 察学文献 ”可 以与本文 的“警 学文献 ”等 量齐观。本 文 中“警 学文献 ”的用法大抵 如 

此——而且，从目录学上对警学文献的著录类别以及如何著录(比如归属上)甚至开始著录的时间来 

说 ，“警学文献 ”与 目录学相 比，也不可以道里计。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可以用三句话概括 ：一是传统认识当中的“警学”(题名冠以“警察”之名 

的)文献书目出现仅仅百余年①，而目录学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视野当中已经是差不多 2千年以上②；二是 

相关书 目出现以后 ，对于所谓的警学书 目的著录数量相对较少；三是警学书 目的著录状况混杂在其他类 

别的书 目当中，往往与法制类诸如刑法 、职官 、政令、政书甚至技术类 (法 医、通讯 、交通等 )等相混淆 ，很 

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并没有一个专门著录警学文献书目的门类。简单说，就是(1)时间短(出现警学文 

献书目的时间)，(2)数量少(题名警察或者警学的文献数量)，(3)著录杂(专门的著录类别中对于警学 

文献的著录状态)。在这里 ，就提出了一个无法 回避的问题 ，警学文献是 如何进入 目录学视野的 ，在没 

有专门的警学文献类别的书目出现前，它的存在形式与存在状态究竟如何? 

一

、何谓警学文献 

何谓“文献”?文献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这是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1428页的解释。这显然是把文献界定在图书资料的范围内。《辞源))737页就稍有扩演。文，指 

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多闻熟悉掌故的人。这是在文字资料之外增加了“人”，但是界定为熟 

悉“掌故”也就是对人与事之历史沿革 、制度等明 白的人 。“据文献记载 ”云云就是指前者而言，而且一 

般大家都可以接受。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日：‘文，典籍也。献，贤 

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 

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这段话就说明，文献是可以存真、求真的依据，如果没有文献的依据， 

“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马端临对“文献”做 了一个规范 。他说 ：“凡叙事⋯⋯ ， 

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 ‘文’也。凡论事⋯⋯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 ，所谓 ‘献 ’也。”马端临之叙说从解读文献的角度可 以给我们很多 的提示。但是 ，要 回答什么 

是“警学文献”，仍然不能够一言以蔽之。 

究竟应当怎么样认识警学文献或“警察学文献”?这与把握和理解“警学”与所谓“警察学”的范畴 

有直接关系。对 于所谓 “警学 文献”的解释与 界说 ，我 以为可 以有广 义和狭 义 的区别 。由于警察学 

(2012年后在我国的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将“公安学”列为一级学科，致使在探讨警察学内涵时又不能 

不涉及到同时存在的“公安学”的表达)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所以，其包含的内容涉及到古往今来举凡 

与警务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创作、思想修养、教育、管理、科学研究以及艺术实践、生产劳 

动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众所周知 ，警务实践与警察实务是 国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活动 ，作为国家 

权力意志 的体现与 国家政府 的公务活动 ，警务实践要依据一定的国家意志并通过政府机构 的行为来进 

行。警务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公务特色，又有其特殊性，简单地说即是依法行政。严格地说，由于警察 

工作具有广泛 的社会性特征 ，几乎所有反映这些社会生活 内容的文献都可以称为“警 (察 )学文献”。这 

是我们所说的广义“警察学文献 ”，由于这一胪列的无 限性 ，一定会遭到对警学文献无限夸大之讥 。其 

实，“无限”的论述有其合理性，但埋没了警学文献的独有特征，容易使研究的价值被稀释与淡化。为了 

回避可能带来的驳难，减少对研究过程中的逻辑周延与研究价值等方面的质疑，我们仍然愿意把警察学 

① 目前所见第一本中国人参与撰写的题名为《警察学》，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上海的作新社出版《政法类 

典 政治之部”中附录。参见任士英：《略论(警察学)与清朝警察行政创立时期的警察教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 

报》，2003年第 4期。 

② 西汉成帝时期刘向的《别录》、刘向的儿子刘歆的《七略》，被称为中国传统 目录学的开创之作，或者称为“开创 

了文献 目录的先河”(吴枫 ：《中国古典文献学》，济南 ：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 149页；武汉大学等编著《目录学概论》，北 

京 ：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 1页)。“目录”之名最早出现在《七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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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限定在狭义的范畴内。也就是说，警学文献是指那些古往今来一切围绕着警察行为以及警察活动 

的产生 、发展和变化而进行的记录、展示 、总结 。它既包括有关警务与警察 的制度建设 、法令规范 ，又包 

括人们对警务与警察所做的研究、摹写所形成的文字、图像、音像、物品等，也包括警察开展活动的场所 

以及围绕警察文化建设而展开的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存和文化成果。探究警学文献需要回答什么 

是警务或什么是警察的话题，一如我们在探索历史科学理论的时候 自然而然地要追问“什么是历史”④ 

并努力要给出回答一样。简单地说，警学文献的基础是警务实践以及与其相关联的警务活动。警学的 

发展既然同警察实践与警务的演进密切相关 ，那么，警学文献的形成 自然也与警察实践和警务的演进密 

切相关。一般情况下，警察学文献的形成，与其所反映的警察实践与警察实务相比较，是带有滞后性的。 

这一类文献 目前最突出的特征是警务经验 的总结或者警务工作政策 的说明。另外有一类所谓 “超前” 

性质 的著述 ，大多是理论探索与创新的尝试 ，由于警察实务工作 的特殊性特别是它在决策上 的政治色彩 

与政策性倾向 ，很多具有新异设想的理论和构想不能简单地付诸实践 ，往往也使这类学术研讨的成果成 

为纸上谈兵。这就在实际上对所谓警察学研究的学术评价造成了若干困难。因为，警学研究到底在实 

际中应当怎么样看待与评价，特别是从警学文献的评价出发时，是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警察实践 

与警察实务呢还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警察实践与警察实务产生指导作用?必须看到 ，即使是具有明 

显创新意义或者具有极大学术价值的学术研究，要使之转化为体现或者符合国家意志的警务实践活动 

与政府行为，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这里 ，就必然涉及到如何解读警学文献的问题。 

在建立现代职业警察(即正式被冠以“警察”之名同时穿戴制式服装开展警务活动)以前 ，存在着一 

个有警察之实而无警察之名的长期的古代警察时期。在古代警察时期，关乎此类“警学文献”的认识与 

评价自然就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古代警察时期相关文献本身的存在形态其实是固定的，它们不是从 
一 开始形成就被著录为“警学文献”的。这一类文献之所以成为我们认可的警察文献，只是在我们开始 

研究警察学并且是在警察学成为研究内容 以后才是。前面我们所谓警学 文献著录数量少 ，也是指的这 
一 情况。我们发现，古代警察时期的警学文献在 目录学上被著 录的形态与方式 ，首先不是通过 “警学” 

(因为当时并未出现“警察”②)的类别实现的，而是通过古代警察时期“警察 ”有实无名的警务形态曲折 

地表达着 的。 

学界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职业制的现代制服警察始于 1829年罗伯特·比尔建立的伦敦大都市警察， 

中国开始建立制服制的正规警察则是以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巡警部为标志。其实，这一论断 

是否符合事实在此可以置之不论。我们要强调的是，自从“警察”进入人们的视野，关于警察一词的概 

念与涵义就存在着不同的表达。早在明治四十年(1907年)日本法学士小原新三讲述警察学时，就感慨 

他之前的百余年来，学者著述中对于警察之定义有二十四种，“其至今 日学者间未能确定其意义，可知 

其不易”。④ 不过 ，小原新三也强调说 ，从一开始“以警察为行政之一部 ，学者皆所不争也 ”④。所争论警 

察涵义者，或谓之行政之“目的”、或谓之行政之“作用”，或谓之行政之“手段”，或谓之行政之“效用”， 

或谓之行政之“结果 ”，或谓之行政之“行为”。对警察概念之表述纷 纭参错 、莫衷一是 ，到今天依然如 

此。那么，应当如何把握古代警察时期的“警察”内涵之实质?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研究者进行了 

很多的研究，其中得到大家认可的观点有：军队和国家行政官享有警察职能，军事机构和行政机构承担 

警察职权，所谓“军警不分”、“警政合一”⑤。中国古代警察发展中，警察职能往往是由军队、行政与司 

① 宁可：《宁可史学论集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 1—15页。 

② 在中文典籍中也存在使用“警察”的若干情况，如经常被学者称引的《汉书》卷 63《武五子传》颜师古的注：“密令 

警察 ，不欲宣露也。”另外，最有意思的是(唐)赵磷《因话录》卷 5《徵部》：“韩晋公节制三吴，多历年所取宾佐僚属 ，随其 

所长 ，无不得人。尝有故旧子弟，投之与语，更无能解。召之与宴而观之，毕席端坐不旁视，不与比坐交言。数 日，署以随 

军 ，令监库门。使人视之，每早人，惟端坐至夕 ，警察吏卒之徒，无敢滥出入者，竞获其力。”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lO6页 。 

③ 小原新三：《警察学》，见李连贵、孙家红编《法政速成科讲义(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④ 同上 。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中国警察制度简论》，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 ；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 

警察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万川主编：《中国警政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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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构及其官员来承担，警察机构不独立，但是“警察”职责极明确。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对于我们所关 

注的“警察”职能来说，属于警察共同的职责虽然不是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或一类纯粹的官员来担负，但 

是承担着警察职能的不同的机构和各类官员之间的共同职责，又是完整的、确切的。比如，中国古代警 

察制度的设置，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要务 ，这一职责任务与责任 目标十分明确。只是中央和地 

方各级政府机构之间、国家机构和乡绅组织之间、政府力量和其他社会 力量 (如 中央法司 、地方之郡守 

县令、乡村之坞堡、什伍保甲组织、亭长、衙役、仵作、三老、僧兵等)共同担负维护秩序、纠察非违、维持 

治安等职责。国外的警学研究者大卫·贝莱把现代警察区别于古代警察的特征归结为：“公众性、专门 

性和职业性”。“公众性”，指现代警察代表政府机构承担起维护公共安全 的职责 ；“专 门性”，指现代警 

察有着明确的使命 即执行法律和防止犯罪 ；“职业性”，指现代警察是一种全身心投入 的、赖 以维生 的职 

业①。如此 ，可以归纳上述观点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 ：在 “警察”概念 的涵义存在诸多差异 的情况下，承 

担警察职能的机构与人员身份具备着“公务、军事、执法(司法)”等共性特征。那么，通过古代文献对于 

职官(百官)、刑法与兵志等类别的著录，无疑可以窥知“警学文献”的著录状态。也就是说，在文献中反 

映着“官”、“法”、“兵”等内容的书目可以视作传统目录学中对警学文献的著录类别。 

二 、警学文献的著录状态一瞥 

(一)正史《经籍(艺文)志》中的著录类别及次序 

为了进一步考察警学文献的著录类别及其状态，我们拟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定型之后的正史 

《经籍(艺文)志》中的史部与子部书 目的分类来说明。唐初编《五代史志》，在经籍志中正式按照甲乙 

丙丁顺序著录经、史、子、集四部之名，《旧唐书·经籍志》云：“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②甲部为 

经，乙部为史，丙部为子，丁部为集。四部分类法在唐朝时定型。对于经籍书目之著录，在四部分类法之 

下体现出对不同类别书 目的认识。“夫经籍也者 ，机神之妙 旨，圣哲之能事 ，所 以经天地 ，纬阴阳，正纪 

纲，弘道德”③，《隋书·经籍志》四部之书共计收书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四部之中，举凡史部之“旧事篇”、“职官篇”、“刑法篇”与子部之“法家”、“兵家”等类别，对当时见存者 

还是亡佚之书的著录 ，均有其本 旨。如职官类二十七部 ，三百三十六卷 ，其著录之 旨则 以“所 臣之策 ，各 

有分职 ，以相统治”。又 ，“刑法者 ，先王所以惩罪恶 ，齐不轨者也。⋯⋯隋则律令格式并行。 自律已下 ， 

世有改作，事在《刑法志》。《汉律》久亡，故事驳议，又多零失。今录其见存可观者，编为刑法篇”。④子 

部之中，以《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书著录于“法家”类。所谓“法者，人君所以禁淫呢，齐不轨， 

而辅于治者也”。《司马兵法》《孙子兵法》《金韬》《兵略》等书一百三十三部书著录为“兵家”类，所谓 

“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史部之旧事、职官、刑法与子部之法家、兵家等著录的类别，基本在后世的 

正史《经籍(艺文)志》中保留下来。不过，这些类别在《隋书》之后的正史经籍志中著录的次序尤其是 

书目却并不是一致的。这一差异 ，大约可以透露 出不 同时代对于此类文献 的认识。我们也正是通过古 

代警察时期这一著录类别与书目的差异，观察出警察文献在不同时代的著录状态。这里以新旧《唐书》 

的著录情况为例再做说明。《旧唐书·经籍志》第 1963页： 

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六日旧事，以纪朝廷政令。七日职官，以纪班序品秩。⋯⋯九日刑 

法，以纪律令格式。 

丙部为子 ，其类一十有四：⋯⋯三日法家，以纪刑法典制。⋯⋯十日兵法，以纪权谋制度。 

《新唐书·艺文志》第 1453、1509页： 

① 谢闻歌：《英美现代警察探源及其社会调控职能透析》，《世界历史》，2000年第 6期。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云：“至唐始分为四类，日经、史、子、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 

1421页。 

③ 《隋书》卷32《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3年版，第 903页。 

④ 《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 971—972页。经籍志著录者乃是文献，而历代实际执行“改作”的制度 ，则在“刑法 

志”，《隋书》这一表述对于提示我们认识“警学文献”的著录形态很有启发性。对于深化“警学文献的基础”究竟是何 

物 ，也很有 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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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史录，其类十三 ：⋯⋯六 日故事类 ，七 日职官类，八 日杂传记类 ，九 日仪注类，十 日刑 法类。 

丙部子录，其类十七 ：⋯⋯三 日法家类 ，⋯⋯十二日兵书类。 

所谓“律令格式”，据《唐六典》：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那么，著 

录以律令格式为其内容的文献，显然与古代警察时期的警学文献相吻合，两《唐书》中的史部刑法类文 

献同《隋书·经籍志》之史部刑法篇之律令格式类别一致。只不过，史部刑法类文献在著录时的类别与 

次序的异同很值得索解。 

两《唐书》史部均为十三个类别，在著录职官类文献时次序均为第七，著录刑法类文献时的次序却 

分别是第九和第十。两《唐书》在子部著录法家类文献时的次序均为第三。不过，两《唐书》子部著录类 

别的数量不同，《旧唐书》子部有十四个类别，《新唐书》则有十七个。两《唐书》子部兵书(只有《旧唐 

书》称为“兵法”，又只有《清史稿》中为“兵家”，《隋书》径称为“兵”)类的著录次序也有不同，分别为第 

十与第十二 。如表 1所示 。 

表 1 两《唐 书》史部子 部著 录类别次序表 

＼  别 著录类别 职官类 刑法类 法家类 兵书(法) 备注 数量 排序 排序 排序 类排序 
史部 13 7 9 × × ×表示在本部类没有著录 旧唐书 

子部 14 × × 3 10 ×表示在本部类没有著录 

史部 13 7 10 × × ×表示在本部类没有著录 新唐书 

子部 l7 × × 3 12 ×表示在本部类没有著录 

两《唐书》史部十三个类别的著录数量在《宋史·艺文志》中保持下来。但是，《宋史 ·艺文志》史部 

著录职官与刑法两个类别的次序分别是第六和第九。《宋史·艺文志》子部著录十七个类别的情况与 

《新唐书·艺文志》相同，与《旧唐书》则有不同。但是《宋史·艺文志》子部著录法家类的次序也同样是 

第三，与两《唐书》完全一致，只是其兵书(兵法)类著录的次序移到了第十四。见表 2所示。 

到《明史》①成，在其四部分类中，史部和子部的著录类别数量(史类十、子类十二)均少于唐宋诸正 

史经籍 (艺文)志中相同的著录类别 。史部职官类与刑法类的次序分别是第五与第七 ，比前此的诸 正史 

同类著录次序均有提前。《明史》子部兵书类著录在第五，也比以往的正史艺文志的排列次序要提前。 

值得提及的是，《明史》子部著录中不再现“法家”而代以“杂家”(这一问题，后面还会论及)②。这里所 

述《宋史》、《明史》史部与子部著录类别以及次序的变化情况，也可见表 2所示。 

表2 《宋史》《明史》史部子部著录类别次序表 

＼  别 著录类别 职官类 刑法类 法家类 兵书类 数量 排序 排序 排序 排序 备注 
史部 13 6 9 × × ×表示 在本部类 没有 著录 宋 史 

子部 17 × × 3 14 ×表示 在本部类没有 著录 

史部 10 5 7 × × ×表示在本部类 没有著录 

明史 ×表 示 在 本 部 类 没 有 著 录。 

子部 12 × × “2” 5 “2”是 “杂 家 ”的 排 序 ，无 “法 

家”类著录 

① 元人著述虽称丰富，但多散佚。明修《元史》，缺《艺文志》，越发使人难借以窥知其著述全貌。清人钱大昕、卢文 

诏等曾有补撰《元史》志，也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并且 ，诸家补元《艺文志》多著录辽 、金之书，并非元一代艺文专志。 

特别是要提出，诸家补志也只是反映出清人对文献著录之观点 ，本文不再纠结于《元史》艺文之事 ，只顾及《明史》专志之 

情 态。 

② 《明史》中云：“杂家类，前代艺文志列名法诸家，然寥寥无几，备数而已。今总附杂家。”(《明史》卷 98《艺文志 

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 ，第 2426页)以书的数量多寡考虑著录类别 ，征诸史实，恐并非与事实相符。关于 

这一问题，在此暂不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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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史稿》开始修撰，已是中华民国之北洋政府时期。自清末到北洋时期，不仅警察已正式建立并成 

为国家正式制度，而且正式的警察文献与题名为《警察学》或《治安警察法》《巡警章程》《警察大意》《各国 

警察制度》《警察课本》的文献所在多多。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作新社《政法类典》“政治之部”中就 

附录了《警察学》，而且次年还发行了单行本。早在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杂志上就刊 

印了连载的宫国忠吉的《警察学》。宫国忠吉的《警察学》(一作《警察全书》)在光绪二十九年上海东华社 

出版了单行本。截止到 1908年以前，清末就出版了多部与“警察学”相关的专门著作。后来，出版的《警察 

学》相关专门著述就更多。①但是，《清史稿·艺文志》成，并不见四部分类法下有警察文献的专门类别的创 

立与出现。《清史稿·艺文志》中这样一种既罔顾警察建立史实又漠视警学文献实际早已出现并且蔚然大 

观的情形，并不是说《清史稿·艺文志》乖于编撰体例，而恰恰说明了在传统目录学下，《清史稿》编撰者对 

警学文献的茫然与漠然。仔细考察《清史稿·艺文志》的著录类别则发现，在其史部所著录的十六个类别 

中，职官类次序为第十二，而如此前正史艺文志史部所著录的刑法类却不见了。“刑法类”被代之以政书类 

(此乃清代官修四库馆臣所创)“法令之属”，政书类著录包括了通制、典礼、铨选科举、邦计与军政之属，还 

不仅仅只有“法令”一类。政书类在《清史稿》史部中的著录次序为第十三。《清史稿》子部十四类中，“二 

日兵家 ，三日法家”。很显然 ，子部法家类的著录次序与前代正史相同，但是兵家(前文 已提示 ，称“兵家” 

仅《清史稿》如此)的排序到了第二。这一情况可以参考表 3。 

表 3 《清史稿》与《宋史》史部子部著录类别次序比较表 

＼  别 著录类别 职官类 刑法类 法家类 兵家类 部 数量 排序 排序 排序 排序 备注 
史部 13 6 9 × × ×表示在本部类没有著 录 宋 史 

子部 17 × × 3 14 ×表示在本部类没有著录 

×表示 在 本 部 类 没有 著 录。 史部 
16 12 无 (13) × × 清史稿 (13)是指 “政书类法令之属 ” 

子部 14 × × 3 2 ×表示在本部类没有著 录 

《清史稿》这一著录状况与后来专门的私家著述很多相似，相互之间是不是彼此产生了影响还未可 

知。专门著录清代典籍的私家著述如孙氏之《贩书偶记》，其律令格式等法令之类著录在史部“政书 

类”，兵家类与法家类著录次序分别在子部的第二与第三，列在儒家类之后②。 

正史《经籍(艺文)志》史部职官类、刑法类与子部法家、兵(家)书类的著录类别及其次序，只是反映出 

四部分类法下的文献著录情况，未必能够完全说明当时史家对于我们今天所要探究的“警学文献”的著录 

态度，因为在正史志文中对相关文献的著录无法说明著录者对于职官、刑法与法家类的所谓归属是做过这 

样的考虑。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强求正史编修者早早具有“警学文献”的意识。我们所要探寻的，恰恰是这 
一 无意识状态下“警学文献”被著录的形态 ，这也就是我们所拟开展的警学文献发生学的研究 (后话)。 

(二)相同文献著录在不同类别的情况分析 

从我们在当下探讨“警学文献”的发生与存在形态来说，正史志文中史部刑法类著录的“律令格式” 

与子部法家类著录的“刑法典制”是可 以做等量 齐观的。因为，刑法类与法家类文献 ，二者所著录者 内 

涵均有“齐不轨”之意蕴 。齐不轨者 ，正是我们现在所谓维护社会治安 的同义词。不 同的是 ，前者侧重 

于“静态”的文献类别，如刑法制度的文本和律条规章等，后者侧重于“动态”的文献类别，如对法制典章 

的施用与适用中的理路与探索，所谓“世有改作，事在《刑法志》”对此是最好的提示。由于时代的变迁 

与形势的变化 ，“动态”文献与“静态”文献 的著录类别会发生变化。这样一种同一类文献著录类别发生 

变化的情况，对于我们认识“警学文献”的意义会更加直接和具体。比如，宋朝时宋慈的《洗冤录》在人 

们考索警学文献时的认知度很高。长期以来，通行的警察学或者公安学基础理论著述中，几乎异口同声 

① 参见任士英：《略论(警察学)与清朝警察行政创立时期的警察教育》。 

② 孙殿起：《贩书偶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参见卷 8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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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洗冤录》认定“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的一部关于法医与现场勘查的专门著作”，强调 

《洗冤录》“在世界警察科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④ 这里，我们就以与《洗冤录》及其集录与历代整 

理本(具体的书名不再细加区分)相关 的著录情况略加分析。 

事实上，宋慈《洗冤录》在今本元人所编《宋史》中并不见著录(宋慈《宋史》无传，陆心源作《宋史 

翼》补)。《宋史》史部刑法类著录除律令格式文献之外，还包括了和凝《疑狱集》三卷、赵仝《疑狱集》三 

卷、王嗥《续疑狱集》四卷、元绛《谳狱集》十三卷、郑克《折狱龟鉴》三卷、黄克异《五刑纂要录》三卷、《刑 

法纂要》十二卷、《断狱立成》三卷、黄懋《刑法要例》八卷等。这些在《宋史》中著录在史部刑法类的刑 

狱类等书，在《清史稿·艺文志》中却完全被著录到子部法家条目之下，同时在子部法家类被著录的书目 

还包括《疑狱集笺》四卷、《洗冤录详义》四卷、《洗冤录集证》四卷、《洗冤录辨正》一卷、《洗冤录集解》一 

卷、《洗冤录证》四卷和宋郑克《折狱龟鉴》八卷、李悝《法经》一卷等文献，与子部法家传统著录的《管 

子》、《商君书》、《韩非子》等书 目并列。考虑到清代刑事司法实践中“凡检验，以宋宋慈所撰之《洗冤 

录》为准”②则知将此类著录在子部之中的意味了。孙殿起《贩书偶记》中也是均将题名如《洗冤录》《折 

狱龟鉴》等书与《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著录在子部条·法家类中⑧。到《明史》时，自称因为前代名 

法诸家数量少，子部著录中不再列法家而代之“杂家类”。但是，仔细观察《明史》子部杂家类著录六十 

七部、二千二百八十四卷中，如“太祖《资治通训》一卷、凡十四章，首君道，次臣道，又次民用、士用、工 

用、商用，皆著劝导之意。《公子书》一卷，训世臣。《务农技艺商贾书》一卷训庶民子弟。成祖《务本之 

训》一卷，采太祖创业事迹及往古兴亡得失为书，以训太孙。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王可大《国宪家 

猷》五十六卷，万历中，御史言内阁丝纶簿猝无可考，惟是书载之”。其意均劝善务本、预防犯罪、维护秩 

序之内涵。与《明史》史部刑法类著录之洪武时明太祖《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 

臣》《武臣敕谕》与《昭示奸党录》《逆臣录》(皆胡党、蓝党狱词)有同工异曲之妙。《明史》等这样一种 

著录情况，使警学文献若隐若现、或隐或现。 

《清史稿》子部著录类别的变化或许有张之洞《书 目答问》的影响，也未可知。《书目答问》中确乎 

是将《洗冤录》《折狱龟鉴》与《唐律》等著录在子部法家中。《唐律》，此前在正史中一直都著录在史部 

刑法类，《书目答问》也明示 ：“唐律旧入政书，附此(指子部法家)，取便寻览。”这里对著录变化给出的 

理 由居然是“取便寻览 ”，实在是令人觉得牵强。张之洞 曾在给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的信札 中，讲他编撰 

《书目答问》是要开扩见闻、指示门径，但其中的书目“去取分类，即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 

非仅止开一书单也”。④这在私人信札中所谓“颇有深意”之无数语言，应当就可以体会到文献著录的类 

别与取舍，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书 目答问》对于历史上的书目分类确实是有 自己看法的。此书在 

“子部”序言 中就公开批评了既往著录分类的“名似而实非”：“周秦诸子 ，皆自成一家学术 ，后世群书，其 

不能归人经史者 ，强附子部 ，名似而实非也。若分类各冠其首 ，愈变愈歧 ，势难统摄 ，今书周秦诸子聚列 

于首，以便初学寻览，汉后诸家，仍依类条列之。”⑤其分类之“便初学寻览”的初衷也未必不无深意。 

每一个时期图书文献的分类反映着编撰者在当时时代条件下对“书”的认识与评价。题名与内容相 同 

的书在不同时代著录在不同的文献门类下 ，就是时代 的变迁与对 “书”的认识不同在 目录学上 的反映。同 
一 本书(如《洗冤录》)在不同的时代地位并不一致，不同时代对于同一书目地位的不同认识，在目录学上 

就往往表现为著录门类上的差异。这一差异在正史经籍 (艺文)志中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对此类文 

① 但重新、杜军：《警察学》(刑事司法专业大学用书)，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 2页。同样的表 

述还见于潘长兴编著：《公安学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9页。《公安学基础理论教程》编 

写组：《公安学基础理论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7页。李荣坤主编：《警察学》，北京 ：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2页。王大伟：《西方警察学的引进与公安学基础理论的丰富》(载《公安大学学报》 

1996年第6期)以及《西方警察学的引进与新中国警察学的创立》(载《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专刊，第 49页)。这一情 

况，前引拙撰《略论(警察学)与清朝警察行政创立时期的警察教育》一文中做过简单的叙述，可参看。 

② 《清史稿》卷 144<<刑法志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第 4213页。 

③ 孙殿起 ：《贩 书偶 记》，第 224页。 

⑧ 张 之洞 ：《书 目答 问二种》，北京 ：生活 ·读 书 ·新知 三联 书店 ，1998年版 。 

⑤ 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卷 3，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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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士英 略论 目录学视野下的警学文献著录及其定位 

献认识态度的变化。也就是说 ，仅仅通过如前所述史部与子部两个类别 的刑法与法家文献的著录类别与 

次序的变化 ，就已经可以窥知到“警学文献”在古代警察时期的著录状态。需要重 申的是 ，相同的书在不同 

的时代分类不同、著录类别不同，从 目录学上还仅仅是一个著录类别 的问题，但是对于提示我们认识警学 

文献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录形态，却具有重要提示作用。尤其是在《隋书·经籍志》正式使用经史子集四部 

之名、四部分类法定型之后，通过正史经籍(艺文)志的著录顺序更容易观察到这一变化。 

也就是说，这一著录状况与著录过程的变化，就是历史上早已存在并被著录下来的相关文献如何被 

视做为“警学文献”的过程，也就是目录学上如何认识与定位古代警察时期的警学文献的过程。勾画这 
一 过程，自然也是警察文献形成与发生的重要话题。同时，梳理这一过程也大约反映出目录学对古代警 

察时期文献著录的一种实际形态。在现代职业警察正式出现以后，基于对警察实践与警务活动的认识， 

人们对既往的包括古代时期相关文献所反映的警察实践与警务活动 ，也进行了文献学上的梳理 ，并出版 

了相关的专门书目。比较值得重视的是王丁旺主编的《公安学文献参考书 目》，这是 1990年公安部政 

治部为了公安警察院校教学需要组织编写的“教学参考书”。本 目录所收图书文献“上溯到宋代，下迄 

1989年底”，以学科体系采取专题分类、以文献出版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共收公安学文献 3600种。其 

中，对建 国前“旧警政”图书单独立类 ，颇有特色。出现以“警学 图书 目录”题名的专门图书 ，则始 自广东 

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戴勇敢主编《中文警学图书目录提要》①。这两本关于警察(公安)文献目录 

专书的出版 ，反映出专门警学文献在 目录学上从无到有的一个飞跃 。 

警学文献在 目录学上从无到有 的过程 ，以至于到专 门的“中文警学 目录”与“公 安图书 目录”的出 

现 ，不仅反映着警学文献在 目录学上地位 的变化 ，大致也反映出中国警学的发展进程与发展顺序。警学 

文献书目在目录学著录上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警学实践的发展，体现出警学理论探索的深入与 

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国警学之本土化进程的一个记录与反映。 

毋容置疑，不同时代目录学所展现出的图书分类反映出“书”的类别及其内容，同时也反映着一个 

社会和时代的学术面貌，这也正是我们所以愿意考察警学文献在目录学上之著录情况、考察其本土化进 

程以及 中国警学学术地位的动因所在。 

三、结语 

在传统目录学视野中，对于警学文献的定位是隐约可见于职官、刑法、兵家、法家与政(法)书类书 

目中的。也就是说，“警学文献”并没有在传统学术视野中得到应有的地位，至少是从书目的著录中没 

有出现一个题名为“警学”或者“警察”的类别——这是因为“警察”或者“警学”在传统学术时代实际上 

没有出现过 。但是 ，在清朝末年警察成为正式职业并且 出现大量 “警察学”文献后 ，无论 官修史 书(如 

《清史稿》)还是私家著述(如《贩书偶记》)的目录类别中，也依然没有出现关于警察文献的专门著录类 

别，在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也仍然没有获得一个稳固的著录位置。这与警察之成为固定的社会化 

职业并在社会治理体系与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职能作用的历史实际状况不相适应。因此，我们钩沉 

索隐、探幽发微，就是想通过目录学上著录类别以及次序等变化的脉络，明晰警学与警学文献以及警察 

学术之可能的发展轨迹，进而通过这类文献的著录为警学文献的发生与存在状态得出一个合理的解说。 

这一解说只是力 图为警学文献在传统 目录学上定位 ，不是对 问题 的总结 ，也无关乎既往 目录学著录的得 

失，更不敢认为可以助力于当今警学之发展 。 

问题是，通过既往 目录学的视角 ，警学文献不在传统学术视野中占有应有的位置 ，那么，在进入现代 

学术视野时，警学文献的存在又会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前面的解说恰恰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 

当然 ，这只能是另文解决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 ：仲平) 

① 王丁旺：《公安学文献参考书 目》，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1年版，全书428千字。戴勇敢主编 ：《中文警学图书 目 

录提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 380千字，著录建国后国内与港台出版的中文图书 208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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