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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阅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余光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100871)

[摘要 ] 　在对阅读进行学理分析的背景下 ,着重讨论了阅读的时代变迁、阅读传

统及阅读的象征意义 ,试图构建中国阅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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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我国学者在阅读史研究方面作

了一些初步的尝试。2000 年 ,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部分师生曾就阅读史与阅读文化 ,举

行过一次讨论会 ,我就中国阅读史的构建问

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1 ] 。在此之前 ,我

曾与徐雁主编过《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

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并组织相关学者撰写

过《中国名人读书生涯》丛书 (1997 年至 1998

年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9 年又由台北

新视野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在丛书的

总序中 ,我写道 :了解和认识先哲们的读书和

治学生涯 ,对深入思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

化继承与扬弃、批判与吸收等 ,不无借鉴与启

迪。

(一)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阅读历史的国家 ,阅

读史上的丰富遗产还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重

视。回顾中国阅读史研究 ,其成果寥寥 ,而其

史料则颇丰 ,概括约有数端。

(1)关于指导阅读方面的 ,有历代推荐书

目。如《唐末士子读书目》、程端礼的《程氏家

塾读书分年日程》、李　的《读书次第》、龙启

瑞的《经籍举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

20 世纪以来 ,这类推荐书目更是枚不胜举。

(2)历代学人论读书 ,资料极丰 ,散见于

各学人的传记或文集中。比较知名的有 :《荀

子·劝学篇》、《吕氏春秋·劝学》、《颜氏家训·

勉学》、张之洞的《劝学篇》等。1935 年 ,当时

中国读书界曾有过一场读书运动 ,以鼓励读

书 ,造成好学风气 ,提高文化水准。其时 ,史

学家钱穆应邀写成《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

以窥探这百年间的学术精神、路向和风气的

不同。近年 ,曾祥芹等人编撰《古代阅读论》,

选录先秦至晚清学人有关阅读的种种论述 ,

为中国阅读史的一部有用资料。

(3) 历代学人论读书方法 ,资料也很丰

富。如宋人的《朱子读书法》、《宋先贤读书

法》、清人唐彪的《读书作文谱》、谢鼎卿的《读

书说约》、张之洞的《　轩语》、杜贵墀的《读书

法汇》等。1939 年 ,张明仁编成《古今名人读

书法》,将历代有关读书方法的史料汇为一

编 ,对研究阅读史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4)历代学人读书事迹与掌故 ,资料很分

散 ,但自明代即有人开始编辑。如吴应箕的

《读书止观录》、陈继儒的《读书十六观》、吴恺

的《读书十六观补》等。另外 ,清代陈梦雷的

《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读书部”一卷 ,还有周

永年的《先正读书诀》等。近年 ,笔者等人编

撰《读书四观》,王三山编撰《文人书趣》,涉及

历代学人读书掌故颇多 ,对阅读史研究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阅读史的丰富资料 ,为研究工作的

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目前这方面的研

究尚很薄弱 ,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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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对阅读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长

期以来 ,人们常把阅读与读书等同起来 ,其

实 ,阅读是阅读主体 (读者)与文本 (可以是一

本书 ,也可以是整个宇宙) 相互影响的过程 ,

是阅读主体实践活动与精神活动的一种体

现。首先 ,阅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过程。人

们通过阅读来探索未知 ,创造自我。人们在

阅读中 ,会受到文本的影响 ,这已被人类长期

阅读的实践所证实 ;同时 ,人们对文本的不同

解释 ,也影响着人们对文本的认识与理解。

其次 ,阅读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人类有

受教育和获取知识的需求 ,阅读是人们获取

知识的重要手段 ,它不受时间与地域的限制。

第三 ,阅读是知识的传承与文化的延续。图

书流传的时间性 ,形成了有效的人类文化的

储存功能 ,为人类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提供了

条件 ,而阅读则使文化的继承和创造变为可

能。第四 ,阅读是人生的一部分。英国作家

毛姆在谈到英国文学时说 :“阅读应该是一种

享受。⋯⋯那些书 ,既不能帮助你获得学位 ,

也不能指导你如何谋生 ,不去教你驾驶船舶

的技巧 ,也不告诉你如何维修一辆出了故障

的机车。然而 ,只要你们能真正享受这些书 ,

它们将使你的生活更丰富 ,更充实而圆满 ,使

你更加感到快乐。”[2 ]

(三)

阅读风气的形成是一个时期政治、学术

的综合体现 ,并受其深刻的影响。一方面 ,我

们说阅读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因而 ,这

一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 ;另一方面 ,阅

读又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与继承 ,因而 ,一些结

晶着人类智慧的经典名著却不受时代变迁的

影响 ,而一直成为人们阅读的对象。可以这

样说 ,一部阅读史 ,正是在这种变迁与永恒的

矛盾中展开的。

首先 ,看阅读的时代变迁。我们以鸦片

战争以来的中国史为例 ,因为这一时期是社

会的大变动时期 ,阅读的转型与变迁也最为

显著。清代同治、光绪之际 ,社会处在大变革

的前奏 ,但思想、学术还深受乾嘉时期的影

响。在这样的背景下 ,张之洞于光绪元年

(1875)写成《书目答问》,其主导思想为 :一是

以小学 (文字学)为根基 ,他说“由小学入经学

者 ,其经学可信”[3 ] ,提倡秉承乾嘉治学的方

法 ;二是读书宜博 ,书目所举二千余部 ,要求

读者殚见洽闻。他说 :“所举二千余部 ,疑于

浩繁 ,然分类以求 ,亦尚易尽 ,较之泛滥无归

者则为少矣。诸生当知其约 ,勿骇其多。”[4 ]

张之洞的这些主张 ,也反映了当时读书界的

普遍趋向。到了 1898 年 ,张之洞写《劝学篇》

时 ,其读书的主张已发生变化 ,作为旧道德的

保守者 ,虽然一面反映维新 ,但一面又主张

“译西书”、“阅报”、“变法”、“变科举”、“广立

学堂”,倡导发展“农工商学”、“兵学”、“矿学”

等 ,强调学以致用 ,不再要求“博闻”。他说 :

“处今日之世变 ,则当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

之。”又说 :“今欲存中学 ,必自守约始 ,守约必

自破除门面始 ,爰举中学各门求约之法 ,条列

于后。损之又损 ,义主救世 ,以致用当务为

贵 ,不以殚见治闻为贤。”[5 ]这一变化也正体

现了戊戌前后世人读书的心态。

其次 ,阅读的时代变迁还体现在一些阅

读的形式上。如“读”与“看”、熟读成诵等。

先辈重视高声朗诵、熟读成诵 ;而如今 ,读书

人只是默读 ,泛泛浏览。曾国藩在给儿子的

信中 ,把“看”(默读) 与“读”(朗读) 同不同类

型的读物想联系 ,颇有见解。他说 :

看者 ,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

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

读者 ,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

诸经 ,《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

之文 ,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 ,非密

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

积 ,看书则在外贸易 ,获利三倍者也 ;读书则

在家慎守 ,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 ,看

书则攻城略地 ,开拓土宇者也 ;读书则深沟坚

垒 ,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

亡”相近 ,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 ,二者不可

偏废。[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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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朗诵相关 ,过去学人强调熟读成诵。

20 世纪 20 年代 ,梁启超在给清华学生开列

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 ,多处提到

“熟读成诵”,并在《治国学杂话》一文中写道 :

我在前项书目表中有好几处 ,写“希望熟

读成诵”字样 ,我想诸君或者以为甚难 ,也许

反对说我顽旧 ,但我有我的意思。我并不是

奖励人勉强记忆 ,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

种类 ,一种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一种类

是有益身心的格言。[7 ]

近一百年来 ,我们从朗读到默读 ,从熟读

到泛览 ,我们的知识面宽多了 ,视野也开拓了

许多 ,而我们的心似乎也浮躁了一些。因此 ,

先人们读书的一些见解 ,仍值得我们仔细思

索。

第三 ,文本的变化也会影响阅读的变化。

以中国文献典籍为例 ,文本形态的每一次变

化 ,对阅读就是一次冲击。从甲骨到简策 ,从

简策到纸本 ,从手抄到雕版 ,从雕版到机器印

刷。今天 ,从纸本到电子本 ,人们的阅读习惯

也将有一次大改变。北宋时期 ,正是雕版印

刷术的普及时期 ,苏轼适逢其时 ,理应欢欣 ,

但他对雕版印刷物对阅读的冲击却迷惑不

解。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说 :

自秦汉以来 ,作者益众 ,纸与字画日趋简

便 ,而书益多 ,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 ,

何哉 ?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 ,自言其少时欲求

《史记》、《汉书》而不可得 ,幸而得之 ,皆手自

书 ,日夜诵读 ,惟恐不及。近岁 ,市人转相摹

刻诸子百家之书 ,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 ,多

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 ,当倍蓰于昔人 ,而

后生科举之士 ,皆束书不观 ,游谈无根 ,此又

何也 ?[8 ]

在网络普及的今天 ,我们似乎也有着苏

东坡同样的感受。对某些网迷来说 ,他们是

真正做到“束书不观 ,游谈无根”的了。

第四 ,时代变迁与读物选择的异同。在

中国近一百余年间 ,随着科举的结束与新学

堂的开办 ,传统经典不再成为众多读者的阅

读对象了 ,人们追随新思潮、新知识。出版业

为适应读者的需要 ,视阅读为一种新式消费 ,

把图书看成是一种商品 ,因而读物层出不穷 ,

花样翻新。虽然如此 ,一些传统的经典名著

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被抛弃 ,它们仍然

被读者所阅读。我们曾对当代 80 种中外综

合性推荐书目进行统计 ,结果是 :《诗经》、《史

记》、《庄子》、《老子》、《论语》、《韩非子》、《孟

子》、《楚辞》、《左传》、《荀子》、《资治通鉴》、

《红楼梦》、《周易》等一大批古典名著被推荐

的次数最多[9 ] ,而众多出版社也不断推出它

们的原本、注释本、译本、改编本、绘画本等

等 ,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四)

在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中 ,逐渐形成了

丰厚的读书传统 ,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 ,对

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 ,读书人在心理

上和阅读的价值取向上无不受其支配。虽

然 ,目前我们对阅读传统的总结还做不到系

统与深入 ,但这一话题显然对中国阅读史的

研究具有意义。

作为中国阅读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

阅读的思想与方法 ,这方面学术界已有很多

的讨论。1996 年 ,我们在译注《读书四观》一

书时 ,钱婉约在这本书的序言《亘古常新的精

神追求》中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 ,强调

读书为学的首要意义是修身宏道 ,以追求崇

高的道德境界 ;第二 ,读书须求广博 ,为学须

求通达 ;第三 ,读书为学须“思”、“习”、“行”相

结合[10 ] 。这正如《中庸》中所概括的“博学

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然而 ,阅读的目的与动力还有着强烈的

现实需求 ,这种需求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读

书人的阅读价值观。

首先 ,是“学而优则仕”。从孔夫子提倡

读书做官 ,到《大学》中阐发的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 ;从隋代初创科举制度 ,到宋代流

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

等 ,都有一个很鲜明的目的 :读书以致富贵。

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对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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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的负面影响。

其次 ,是勤学苦读。在中国阅读史上 ,勤

学苦读的感人事例层出不穷 ,如“悬梁刺股”、

“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等等 ,

这些故事曾激励过数千年来读书人发愤攻

读 ,积极进取 ,其影响至今犹存。

第三 ,对文本的尊重。过去的读书人 ,往

往都是藏书人或抄书人。印刷术在我国发明

得很早 ,但印本书籍的流传仍不是很普及。

宋代的雕版印刷术虽然已经流行 ,但印出的

图书品种一定不是很多 ,或仅限于一些经史

名著。在 11 世纪初期 ,《史记》、《汉书》等 ,一

般读书人还要靠手抄[11 ] 。南宋周密曾记载

藏书家陈振孙的情况 ,说明在 13 世纪中期 ,

其藏书大多靠传抄 ,可见在这 250 余年间 ,雕

版印刷术普及的程度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又

过了 200 年 ,到 15 世纪中期的明宣宗时 ,政

府藏书仍以抄本为主。据《明史·艺文志总

序》载 :“是时 ,秘阁贮书二万余部 ,近百万卷 ,

刻本十三 ,抄本十七。”可见 ,古代中国读书人

的抄书 ,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过去的学者

认为 ,好书当抄 ,抄书有益。抄书也是一种读

书与学习的方法。

书既不易得 ,读书人对书的敬重与珍视

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所著

《藏书记要》中的一段记叙 ,颇能反映读书人

的一般心态。他说 :

且与二三知己 ,与能识古本今本之书籍

者 ,并能道其源流者 ,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

者 ,知某书之久不刷印、某书之止有抄本者 ,

或偕之间访于坊家 ,密求于冷铺 ,于无心中得

一最难得之书籍 ,不惜典衣 ,不顾重价 ,必欲

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 ,胜于拱璧。即觅善

工装订 ,置之案头 ,手烧妙香 ,口吃苦茶 ,然后

开卷读之 ,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 ?

书不仅因贵重而受珍视 ,同时 ,书也是读

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法想

像 ,对于读书人来说 ,没有书的生活是一种怎

样的生活。古人曾说 :可无衣、可无食 ,不可

以无书。许多读书人常常嗜书如命 ,并从中

获得乐趣。在读书人尊重文本的基础上所构

建的私人阅读空间 ,是我们对读书人的个案

研究最要关注的。书房的内外环境、买书、藏

书、借书、抄书、读书 ,某些读书人的如痴如

疯 ,正是中国阅读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

章。

(五)

书籍是读书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

是尊重文本的重要原因。但其根本原因还在

于 :书的力量与书及读书的象征性意义。唐

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序》中 ,对书的力量与

象征性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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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仁足

以利物 ,藏用足以独善 ,学之者将殖焉 ,不学

者将落焉。大业崇之 ,则成钦明之德 ,匹夫克

念 ,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

显号、美教化、移风俗 ,何莫由乎斯道 ? 故曰 :

“其为人也 ,温柔敦厚 ,《诗》教也 ;疏通知远 ,

《书》教也 ;广博易良 ,《乐》教也 ;洁净精微 ,

《易》教也 ;恭俭庄敬 ,《礼》教也 ;属辞比事 ,

《春秋》教也。”

从这段论述中 ,可体会书的重要意义。

首先 ,书籍是知识的宝库 ,古今中外的读

书人 ,在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

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 :书是取之不

竭、用之不弊的 ,人的天分不同 ,贤或不肖 ,读

书都会各有所获。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 :

假使我们所有机器和工具 ,连同我们所有的

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 ,然而 ,只要图书馆和我

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 ,我们的世界就

会重新前进的。书籍贮存知识 ,并为人们的

创造提供基础。

其次 ,在中国科举时代 ,经书特别是四书

五经 ,再加上朱熹的注解 ,一直成为科举的最

重要的教科书 ,成为读书人踏入官场的阶梯。

千余年间 ,读书人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三 ,书籍有助于甚或影响着国家的治

理。我们现在是否能同意这一看法并不重

要 ,至少我国古代学人是这样看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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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春秋》时说 ,《春秋》明辨人事经纪 ,判

别嫌疑、是非、善恶 ,以宣扬王道 ,是一部政

治、百官之大法 ,人伦、礼义之大宗 ,有国者、

为人臣者 ,都不可不知《春秋》[12 ]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立说

和史学研究 ,而是极具重要的政治目的。他

在给皇帝的《进资治通鉴表》中称 :该书“专取

关国家盛衰 ,系民生休戚 ,善可为法 ,恶可为

戒者 ,为编年一书。”又说 ,通过此书可“鉴前

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 ,嘉善矜恶 ,取是舍

非 ,足以懋稽古之盛德 ,跻无前之至治。”《资

治通鉴》成为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 ,颇受当朝

皇帝的赏识 ,对后世皇帝及大小官员都有很

大影响。

第四 ,代表先进文化的书有益于国家的

治理 ,并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第五 ,读书具有教育意义。读书会使一

个人更有教养 ,精神生活更丰富。从阅读史

的角度看 ,我们希望充分发挥书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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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1 页)图书馆还可限时退还给书商。

实施“纲目采购计划”有两个重要条件 :一是

图书馆要有先进的计算机网络系统 ,并有足

够数量的图书采购经费 ;二是购书纲目的确

立必须反复斟酌 ,力求切合实际。

对于目前大多数无法达到“纲目采购”条

件要求的图书馆 ,以零采的方式购书仍是一

种积极的补充手段。新书的直接采购 ,要比

从书目报上预订购书提早 3～6 个月。同时 ,

零售图书在信息的获取上也多于书目报的报

道。在零购图书时 ,采访人员要腿勤手勤。

一方面 ,要勤于到书店了解新书信息 ;另一方

面 ,要勤于进行查重检索 ,以免重购。

3 　图书采访策略要与经费增长相适应

近年来 ,我国图书价格逐年上涨 ,而高校

的图书经费却增幅不大。为确保图书的品

种 ,满足教学与科研的需要 ,许多高校图书馆

都采用了压缩复本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同

时 ,经费短缺也严重制约着图书馆的现代化

建设。

为了顺利实施图书采访计划 ,必须切实

解决经费问题。一方面 ,要积极争取学校各

级领导对图书馆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另

一方面 ,要想办法积极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同时 ,要对有限的经费合理使用 ,把“好钢用

在刀刃上”。只有这样 ,才能维护好高校图书

馆学科齐全、重点突出的馆藏结构 ,保持核心

期刊及重要报纸的连续性收藏 ,更好地为高

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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