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6 月第 40 卷第 3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53 •

【引文格式】余泱川,王玄览,于挽平.丘濬《群书钞方》成书及版本初探[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6,40(3):53-56.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6.03.014

丘濬《群书钞方》成书及版本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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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书钞方》是明代名臣丘濬编撰的一部方抄类医方书。全书由明以前各类文史书籍中所载
药方汇成，是目前已知现存的唯一一部由海南籍历史名人撰写的医著。本文简述《群书钞方》的内容、
体例和书目收录情况；以其原序、跋及全文为基础，考证该书成书、刊印的历程；依托多种书目，在实
地调研的基础上明确该书的现存版本及其馆藏，并利用各版本的内容特征考证其沿革与流传情况；最后
简析了该书的文献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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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Investigation on Publication and Versions of Qun Shu Chao Fang Compiled by Qiu Jun
YU Yang-chuan1, WANG Xuan-lan2, YU Wan-ping1
(1. Librar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1199, China; 2.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ikou Hainan 571199, China)
Abstract: Qun Shu Chao Fang is a Chinese medical formula book compiled by Qiu Jun, a famous minister
in Ming Dynasty. This book is composed of formulas found in a variety of classics, histories, proses, mystery
novels. It is the only known medical work which was written by native historical figures of Hain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content, styles and book collection briefly; verified the details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ation and printing on the base of the original preface and the whole contents; investigated the existing
versions and library holding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and applied the features of contents in each version to
verify the course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and handing down; finally analyzed its research value of phil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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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钞方》是我国明代的一部医方书，作者

行了初步探索。笔者希望本文可抛砖引玉，引起学

是海南人丘濬。作为丘氏唯一一部存世的医学著

界兴趣，开展对《群书钞方》一书的深入研究。

作，该书博采群方，体例独特，在明清两代的藏书

1 概述

家和医家中有一定影响。本文以《群书钞方》的成

1.1 作者简介

书、刊刻历程和版本情况为主要研究内容。笔者以

丘濬（1421－1495 年），字仲深，号深菴，明

该书序、跋中的相关记叙为证据和线索，旁参丘濬

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历仕景泰、

生平和其他史实，初步考证了其成书、初刻、二刻

正统、成化、弘治四朝，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国

的时间和基本过程；同时通过研究数个现存版本的

子祭酒、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丘濬与同

刊者序、题识、印记，亦对其各自的形成源流进

乡海瑞一起被誉为“海南双壁”；钱穆先生称其
“不仅为琼岛一人物，乃中国史上之一第一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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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丘氏一生著述颇丰，于经史之学有《大学衍

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HNKY2016-34）

义补》《朱子学的》《世史正纲》存世；亦涉猎诗、

第一作者：余泱川，讲师，岭南地域医学史及古代医学文献。

文、戏剧，著有《琼台诗话》《琼台会稿》《五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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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记》《投笔记》等。此外，因家学渊源，丘濬于医

• 54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un. 2016

Vol. 40

No. 3

药颇有研究，曾著《本草格式》《重刻明堂经络前后

起是因偶然读到《暇日记》中的“避难止小儿哭

图》等书，惜已亡佚。本文所述《群书钞方》，是

法”（将用甘草煎汤浸渍过的棉团塞入小儿口中以

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丘濬医学著作。

止哭），产生了将平日所读各类书籍中记载的医方

1.2 内容及体例

记录下来汇成一书的想法并付诸实践。自序落款为

在大部分古籍书目的著录中，该书书名题作

“岁甲午琼山丘濬书于玉堂之署”，查丘氏为官时

“群书钞方”或“群书抄方”，也有些文献记载为

期只有一个甲午年，即明成化十年（1474 年），故

“群书日抄”。此名反映了其内容来源和写作方

是年应为整部书内容编撰完成的时间。

法，正如书之序文所云，“乃（丘濬）出其平日所

3.2 海澄的初刻和朱英的再次刊印

[1]

读儒书中所得医方，粹成一帙” ，该书由丘氏将

该书卷首有明成化乙未科进士，也是丘濬的同

唐宋至元明的历代文史、笔记、志怪小说中记载的

乡及门生海澄所作的《群书钞方引》一篇，该书写

药方汇编而成，属于方抄类型的方书。全书共载方

作完成后初次刊刻的过程在此书引中有所反映。其

103 首，引书 36 种；以书为纲，以方为目，将记载

中记载：“澄以岁乙未（公元 1475 年）登进士第，

于某书中的医方集中在一起，这种写作体例迥异于

又明年拜为建阳县知县，将之任……先生乃出其平

历代方书；在具体条文中，先将提炼、总结出的医

日所读儒书中所得医方，粹成一帙，名曰‘群书钞

方及药物组成，并药味剂量、服用方法按方书的格

方’，授澄，俾携至书坊锓诸梓以行世” [1] 。可

式列于前，再将来源文献置于后，保留引文的原

见，丘濬是在海澄进士及第后的第二年，即 1476 年

貌，既是实用的方抄，也是合格的“书抄”。

将书稿交付海澄，希望他能够将其刊印出版，流传

2 历代史志、书目、本草典籍著录及引用情况

后世。再查《群书钞方》卷尾有时任两广总督朱英

虽然正史和地方志对《群书钞方》没有记载，

所作的《跋<群书钞方>后》一篇，其中记载：“礼

但明代至清初多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对此书却有

部侍郎、国子祭酒琼山丘仲深先生以其在翰林日所

收录。笔者调研结果显示，最早著录《群书钞方》

集《群书钞方》，印本一册，嘱为刻之” [1] 。也就

的书目是明代高儒编纂的《百川书志》，其后该书

是说丘濬后来曾将该书的一个“印本”交与朱英再

之名又见于朱睦㮮《万卷堂书目》、晁瑮《宝文堂

次刊印，这一“印本”应该就是海澄刊刻的版本，

书目》以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此外焦竑的

也就是该书的初刻本。

《国史经籍志》和《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

值得注意的是，朱英在书跋中提到，丘濬将初

籍典》也著录了该书。除了综合性书目，该书之名

刻本交给他的时候，职衔已是国子祭酒。根据《丘

还见于《本草纲目》的文献引用目录以及日本丹波

濬年谱》，丘氏从侍讲学士升任国子祭酒是在成化

元胤（丹波元坚之兄）编纂的医学专门书目《医籍

十三年（公元 1477 年）[2]37，故朱英收到印本的时

考》。此外，该书的条文在明清之际还屡次被其他

间应不早于这一年，而书跋落款为“成化十八年壬

医学文献引用，如明代李梃撰著的《医学入门》，

寅八月中秋日诚菴老人书于总制百粤之堂” [1] ，则

清代魏之琇撰著的《续名医类案》，日本丹波元坚

丘濬将印本交付朱英刊刻的时间应不晚于成化十八

《杂病广要》。屡次见诸书目与医籍，说明该书在

年（公元 1482 年）。而为何已交海澄完成刊刻的印

明清文人及医界中有一定的影响。

本要再付朱氏之手？答案可从海氏序中所云“因以

3 成书及刊刻历程

俸禄之余畀书书林朱铭刻诸梓”进行推测。根据

《群书钞方》从写作成书到初刻、再刻的历

《明代翻刻宋本研究》一书中记载，明代官员刻书

程，可以从该书日本天保九年（公元 1838 年）抄本

的经费，有官员捐俸自费，亦有官府出资。当时官

中的自序、书引、书跋中的记述进行考证。

员俸禄较低，自费刊印的数量和质量均无保证 [3] ；

3.1 写作缘起和正文完成

而政府出资的“官刻”，经费则相对充足，故质量

丘濬在自序中写道，“仆偶读宋刘跂《暇日

较高，流传更广。清代袁栋《书隐丛说》云：“官

记》，见其所载避难止小儿哭法，因叹此法平世诚

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

无所用之幸，不幸而遇祸乱，其全活婴孺之命当不

无不盛行雕造” [4] ，而且所刻之书遍及经史子集，

可计。然单方不能以孤行，自是读诸家书遇有成方

甚至小说、传奇的官刻也不鲜见。朱英总督两广时

[1]

辄手钞之” ，这说明丘濬写作《群书钞方》的缘

便刊刻过《宋史》，后来此版送交南京国子监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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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南监本”。所以，丘濬很有可能是将海澄

第二个系统则是以中国流传到日本的版本为底

刻印、发行量极少的《群书钞方》交给位高权重的

本，形成了日本天保九年和天保十年（公元 1839

朱英，希望他能利用官刻之便再次刊印此书，使之

年）的 2 个抄本。天保九年本由日本著名医学文献

流布更广。

学家丹波元坚抄写完成，这一点从该本跋的落款

4 现存版本及其形成源流

“天保戊戌闰四月十三日丹波元坚识”推得。这一

4.1 当代书目对《群书钞方》现存版本的记录

抄本的底本应以朱英刻本为据，而与何孟春辑刻本

无论是海澄的初刻本，还是朱英的二刻本都已

无关，因为它保留了原书的序、跋，而又没有任何

不存于世，而关于此书的现存版本及其馆藏情况，

何氏《群方续钞》的内容，所以是目前比较接近该

当代几种权威书目的意见亦有分歧。《中医古籍书

书初刻、二刻本原貌的一个版本。关于这一底本何

目提要》《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北京五大图书

时流入日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丹波元坚何时获得

馆现存中医书简目》均记载只存一个版本，即日本

这一底本却可以考证。在现存丹波元胤《医籍考》

天保九年丹波元坚抄本（据记载藏于北京协和医学

中，《群书钞方》的存世版本著录为“未见”，而丹

院图书馆，即今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后查询未

波元胤实际上在完成了《医籍考》的初稿后便于

见）；《岭南文献国外传播简目》则记载存 2 个版

1827 年辞世，该书是经过丹波元胤弟丹波元坚的校

本，分别为不著年日本抄本（据记载藏于台北故宫

订后于天保二年（1831 年）才成书出版的。截止这

博物院）和日本天保十年写本（据记载藏于日本东

一年，丹波元坚肯定还未发现《群书钞方》的底

京内阁文库）；《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中国

本，否则他会对相关著录进行修正，他获得底本的

古代科技文献简目（初稿）》记载该馆收藏有该书明

时间应为《医籍考》出版后至《群书钞方》抄本形

刻本 1 卷。

成的 1838 年之间。而该抄本后来如何辗转来到台北

4.2 现存版本及馆藏情况

故宫博物院则相对容易考证。根据书上“宜都杨氏

笔者调查了上述所有馆藏地的书目，发现《群

藏书记”“星吾海外访得秘籍”“杨守敬印”等印

书钞方》目前现存版本有 3 种，且均为孤本。分别

记，可以确定是由清末著名的文献学家、藏书家杨

是：⑴明代何孟春辑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守敬从日本带回，作为其“观海堂藏书”中的一册

（原北京图书馆）。该版本单册不分卷，系合刻

在其去世后由国民政府购入，归北平故宫博物院收

本；半页 8 行，行 18 字，白口，四周单边。⑵日本

藏，后迁入台北故宫博物院。

天保九年丹波元坚抄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该

日本流传系统中的第二个版本，即日本国立公

版本单册不分卷；半页 8 行，行 18 字，小字双行，

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的天保十年抄本，在版式上与

无版框、界栏、行格；有丹波元坚和藏书家小岛尚

丹波元坚抄本一致，甚至连每页的行数及每行的字

质的题识以及诸多收藏印记。⑶日本天保十年抄

数都与之相同，但字迹上 2 本有出入，无法推断抄

本，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该本版

录人。该本无天保九年本中丹波元坚和藏书家小岛

式与丹波元坚抄本同，不著抄录者。

尚质的跋文，亦无任何私家收藏印记，只在封面和

4.3 现存版本的形成源流

尾页上有“昌平坂学问所”的墨印。根据《明治维

《群书钞方》的 3 个版本属于 2 个流传系统。

新史》一书的记述，昌平坂学问所原名“昌平

其一为明代何孟春辑刻本，它是《群书钞方》现存

黌”，是日本江户幕府的直属学校，明治维新后改

刊刻时间最早的版本，也是唯一的刻本。该本与何

名“昌平学校” [6] 。该机构除了教育职能外还负责

氏所著《群方续钞》合刻，但独立成册，其中并未

文献的出版和收藏，故该机构的藏书属于日本的公

收录海澄序及朱英跋。按照何氏在《群方续钞》自

藏书系统。日本历史上有多位重要的民间藏书家将

序中的记述，该本形成的时间，“正德庚辰，春任

自己的收藏捐献给该机构，或是提供刻版以供其再

巡抚云南等处都御史时，为轸恤民患事，照得当职

版发行，故这一写本极有可能是昌平坂学问所派人

往年见故阁老琼山先生《群书钞方》。因忆诸家书

摹写丹波元坚抄本而成。

[5]

中方尚有遗漏……遂并他凡所记，钞而刻之” ，
当为明正德十五年（1520 年）。其后该版本未见有
翻刻，现仅存一册。

5 文献研究价值
《群书钞方》为名宦大儒所作医著，在成书之
后屡有著录和引用。惜乎该书版本稀少，流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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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以至后世少人问津。笔者在经过初步的文献学

在序、跋中对于刊刻的情况有明确的的记载，又屡

调研后，认为此书深具价值。

见于历代书目，在版本研究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群书钞方》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丘濬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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