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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抄本中医药古籍的欣赏与修复
史宝友，刘妮波，王淼，韩赫宇
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天津 300193
摘要：抄本中医药古籍是珍贵的中医药文献，同时也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物标志。抄
本中医药古籍具有善本古籍的“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
。近些年来，对于抄本
中医药古籍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的研究工作有所进步；对于它的艺术美学价值的研究、整理及修
复工作尚需进一步展开。古籍修复工作者应在加强中医药古籍修复工作实践的同时，重视其美学价值，
以充实修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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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Appreciation and Repair Work of Codex Edition of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ooks
SHI Bao-you, LIU Ni-bo, WANG Miao, HAN He-yu
(Library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 China)
Abstract: Codex edition of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books is precious TCM literature,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and physical sign of TCM culture. It has thre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rare ancient
books, such as cultural heritage,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es
on the literature value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ancient TCM book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researches and sorting
and repairing work about its aesthetic value still need further expansion. Therefore, repairing workers of ancient
books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pairing practice of ancient TCM books, meanwhile, emphasize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enrich the repairing connotation.
Key words: codex edition;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books; binding books without
trimming; ancient books repairing
抄本古籍是指凡由手写而非版印的古籍。抄本

1 抄本中医药古籍的特色

中字迹工整的称写本，字迹工整而精致的称精抄本

1.1 毛装状态，古朴自然

[1]

或精写本 。抄本古籍分为普通抄本、稿本、绘本、

所谓毛装古籍是指天头、地脚及书脊的毛茬没有
[2]

彩绘本等；其中稿本又分为草稿本、清稿本及批校

剪齐，纸捻粗装，有加简单封皮，也有不加封皮的 。

本、点校本等。在众多的抄本古籍中，抄本中医药

因此，毛装古籍不能算作是一种独立的古籍装帧形

古籍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目前，我国大部分图书收

式。现存的抄本中医药古籍中，许多是以这种“毛装

藏机构及个人收藏者都收藏有抄本中医药古籍，它

状态”存在。这种古籍虽然只是粗装的“半成品”书

属于等级较高的中医药文献。现存的许多抄本中医

籍，但如果仔细审视它，就不难发现古人制书的精湛

药古籍中，都记载有古代医家对中医药学独特的临

技艺、良苦用心，及存在于这种书的审美情趣。

床经验和精辟的学术见解。因此，在中医药的教育

首先，书的天头、地脚和书脊处的毛茬没有做裁

教学、科研、临床等各项工作中，抄本中医药古籍

齐的深加工。但如果用重物将书口处压紧，用棉布轻

具有极高的文献参考和文献研究价值。相对于雕版

轻地擦几下，就可以看到书口处有亮光，这说明该书

古籍（木刻雕版印刷的古籍）而言，抄本中医药古

的书口非常整齐、纸张质地好，也说明该书在折页、

籍更具独特的艺术美学价值。

码页、装订时的精细程度。
其次，看装订所用的纸捻。通常情况下，这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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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类似现代书籍，长度约 25 cm，宽度约 15 cm，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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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1.5 cm，拿在手中较为方便，故称手本书）
，要

如刀雕斧凿，苍劲有力。全篇作品虽不属于书法的佳

用两条纸捻装订，书脑处（书籍穿孔、订线、订纸捻

妙之品，也应视为上乘之作。在叙言结尾处有“道光

右侧的空白处）须打两对钉孔。将纸条折叠成约 3 mm

十五年岁次旃蒙协洽郏鄏济远斋史学光拜序”和“古

宽的小纸条，两边搓成纸捻，中间保持平整，然后把

纲阳徐统藩书”的落款，及“徐统藩”名的白文印和

纸捻的两头穿过书脑处的两个钉孔，打成蚂蟥襻扎紧，

“字屏之”字的朱文印印章各 1 枚。两方印章以小篆

涂抹少许浆糊后锤平。另外一条纸捻也同样处理。部

刻成，形圆润而色殷红，古朴大方、安静雅致。恰如

分该类古籍是直接将整本书的书页、封皮、封底全部

全篇叙言的点睛之处。印章与字迹，一豪放，一优雅，

用纸捻钉在一起，纸捻外露，叫做明订捻。也有一些

二者相映成趣。从落款也可以看出，该叙的作者与书

则是用纸捻钉全书的书页，在纸捻上、下两处涂抹少

写者分由两人完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校点句读非常精细、

许浆糊，然后粘贴书的封皮和封底，同时也粘结了纸
捻打结的地方，使其更牢固，一举两得。然后用重物

恰当。全书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方剂都做了仔细的句

将整本书压平。这种订法又称暗订捻。这样制成的书

读；在每条方剂的每一味中药之间，也做了标准断句。

籍的优点一是结实耐用、耐翻阅；二是如果是书需再

使用的红颜色依旧鲜艳、牢固，用水清洗亦无洇染。

加工或修复，拆解整本书时，可很少触动原书书页纸

而且是用标准的圆圈点画而成。这一点正如序言中所

张，其封皮、封底也可轻易地揭下来，能基本保持全

言：
“内论女科、论杂症、论外科，分阴阳，辨虚实；

书的原貌。可见古人在制书时构思的周密细致和工艺

调理之说，敷药之法；条条各有至理。反复披（批）

的巧妙。

阅，不能释手。知先生救世之苦心尽发于是书中矣！
”

1.2 纸墨精良，字迹佳妙

由此可见，是书的作者、批阅者、叙言的作者及叙言

毛装抄本中医药古籍的用纸用墨质地优良。此种
古籍多以皮纸、宣纸等质量上乘的纸张制成，完全可

的书写者，都是在尽心尽力而为。
2 抄本中医药古籍的修复

以和雕版古籍中的官刻本、家刻本等精刻古籍的用纸

毛装抄本中医药古籍属于珍稀古籍。在修复之

用墨相媲美。例如，笔者修复的《彭氏医书三种》古

前，必须绝对有修复好并不出一丝纰漏的把握，在修

籍，该书是一本毛装抄本中医药古籍，成书于清代道

复实践中所使用的修复材料及技术、工艺等方面均有

光年间。其用纸类似古代文牍用纸，色彩自然淡雅，

别于其他装帧形式的古籍。制定修书预案、建立修书

质地细腻，厚而坚韧；帘纹不明显，光洁匀净，硬而

档案，修复时的每一道工序等都必须做到审慎周密、

不脆，以手抚之柔润可爱；着墨着色效果极佳。

精益求精。

是书以馆阁体蝇头小楷抄写，天头、地脚比例适
当，每行字的字体非常整齐且无栏格。从整体上看，
墨色温润如漆，落在微微泛黄的古纸上，黄、黑分明，

2.1

严格遵守古籍修复原则，保障古籍载体和文献

信息安全
修复任何一部古籍，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保障古籍

观之令人赏心悦目。全书用字为当时的标准字体，讹

的安全，必须遵守各项古籍修复原则。在具体修复实

误字极少。每一字均端庄秀丽，书写工整，笔画柔媚

践过程中，抄本毛装中医药古籍的修复难度大、工艺

而不失劲健，颇具书法功力。

复杂。对其使用的修复纸张、浆糊种类，书页的清洗

1.3 叙言完整，句读精当

方法、清洗用水，个别书页是否托裱、浆糊的黏稠度，

《彭氏医书三种》在修复之前，其封皮已有 2/3

以及确定为何种装帧形式等，都有严格要求。其最终

的破损丢失；叙言页已被撕裂，且污损较重。但难能

目的就是要保证修复后整部古籍的坚固性、耐翻阅程

可贵的是，叙言页竟无一字缺失。叙言虽仅 400 余字，

度、艺术审美性及文献内容和文献载体高度安全。

却将叙作者与该书作者的相识过程、所处的关系、编

2.2 制定周密的修书预案，建立真实的修书档案

书缘起，以及是书作者的职业操守、道德修养、中医

修复毛装抄本中医药古籍时很容易遇到一些意

药学的临证水平等等都介绍得非常明了，充分显示出

想不到的难题，制定严谨周密的修书预案是非常必要

该叙作者优美的文笔和深厚的文学功力。叙言以小楷

的。修复之前必须考虑到修复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

或行楷，或草书写就，墨色沉厚，气韵生动。通篇一

问题。例如，通常情况下此类古籍的文字、绘画（特

气呵成，无一笔苟且；行笔似连似断，如行云流水，

别是彩绘本）等使用的墨色在施水清洗时多不会发生

神采飞扬，奔放而含蓄，热情而稳健；每一字运笔又

洇染、跑墨。而那些使用红、蓝等颜色印刷了栏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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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有批注、句读符号的抄本古籍，在用水清洗时，

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书页纸张韧性好坏，有无絮化、

应格外重视其有无洇染现象。整部古籍的破损程度，

风化、霉损等问题。如果喷壶喷出的水流压力过大，

书页霉损、絮化情况，用何种清洗介质、清洗方法，

就很容易把有上述问题的书页打碎而造成不可挽回

以及配纸等问题都应当有所预知。

的损失。另外笔者认为，毛装抄本中医药古籍修复后

修复过程中应建立细致的修书档案。记录整本书

比较适合装订成“金镶玉”（指古籍修复工作中特殊

的受损状态、破损程度，破损、污损较重的书页应尽

的加衬纸修复法）的装帧形式 。“金镶玉”装帧虽

可能拍下照片，使用的浆糊、衬纸、溜口、托裱、纸

然费时、费工、费料，制作工艺复杂，但这样修复后，

捻用纸及所使用的干洗或水洗方法等，一定要有详细

既有利于古籍的保护和收藏，又能够提升其艺术审美

记录。即使在修复条件稍差的情况下，也应该把整个

价值。

修书过程书写清楚。一份明晰完整、真实可靠的古籍

3 小结

修书档案或修复记录，与该书未来的修复息息相关，

[3]

今天所见到的毛装抄本中医药古籍，绝大多数都

也是今天修复后的古籍不受来者诟病的“保证书”，

属于珍稀孤本，具有善本古籍的“三性”，即历史文

以之告诉来者，在中医药古籍修复过程中严格遵守了

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抄本中医药古籍是

古籍修复原则。

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学发展过程中

2.3 修复过程精益求精

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的、典型的实物标志，是中医

一部古籍从取书直到完成修复送回古籍书库，

药文化中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同时也应该看到，抄

从拍照片、建档、拆解、标记等，前后需几十甚至

本中医药古籍的绘画、书法艺术的美学价值却很少被

是上百道工序才能完成。其中最主要的工序是对古

整理、研究，实属遗憾。因此，修复抄本中医药古籍

籍书页的清洗。在对墨色、颜色试水后无散墨、洇

不能只停留在“修”上，更应多看一看其美学的“闪

染的情况下，对古籍中污损较重、有撕裂的书页，

光点”。进一步充实古籍修复工作的文化内涵，增强

采取清水加温喷洗方法。在清洗过程中，对书页一

古籍修复的特殊意义，使这些珍贵的祖国文化遗存得

边喷水，一边用毛笔轻刷，将污物、灰尘等杂物洗

以完美的传承。

净；然后将撕裂处按原样对齐，用清稀浆糊水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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