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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的
中国古典小说∗



张　云　马义德

内容提要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藏有１８０余种中国古典小说,这些小

说内容丰富,本文主要考察这些小说的版本情况,发现不少作品是刊刻较早的版

本,也有一些为海内外稀见之本.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所藏古典小说,是域外汉籍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小说情况的著录,丰富了现存古典小说的版本,有助于

相关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中国古典小说　版本

我国古代小说等俗文学作品,因其故事性强、语言通俗等特征,深受海外汉学

研究者的青睐,成为他们收藏的重要文献.这些流散在域外的作品,品种丰富,数
量众多,其中不乏珍稀之本,因此也被学者予以特别的留意.近世学者孙楷第的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目»、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古典小说目»等著作,都是专注

于此一门类研究的代表.今天,海外学术交流愈加便利,相关研究更是日益增多.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以下简称:“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所藏近２０００
余部中文古籍,其中就包括为数不少的小说.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李福清先生,

曾走遍包括圣大东方系图书馆在内的全俄主要馆藏汉籍机构,对其中的俗文学作

品进行过深入调查.李氏现已发表的«中国章回小说及俗文学书目补遗»等文

章① ,就是这方面的成果.«补遗»一文,择要著录藏于圣大东方系稀见章回小说

１４种.实际上,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所藏中国古典小说数量丰富,这些小说的内容、

版本等情况,学界目前仍是知之甚少,国内已出版的古典小说书目的专著也未曾

０４２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圣彼得堡大学馆藏汉籍专题研究”(项目编

号:１９CTQ０１４)成果之一.



著录.笔者曾撰文详细介绍圣大东方系图书馆«红楼梦»及相关续作的收藏情

况② ,后复进一步翻阅了馆藏的绝大多数汉籍,现将所见该馆所藏的古典小说作一

总体的介绍.
一、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所藏古典小说的版本概况

据笔者目验,圣大所藏古典小说总计有１８０余部.按照古典小说的一般分类

方法,根据语言特征,兹将圣大所藏小说分为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两大类,其中白

话小说数量最多.白话小说又可分为话本、章回两类,其中章回小说占绝大多数,
故又按照内容粗分为历史、神怪、世情三种.根据每部书中书牌等信息,将其索书

号、刊刻信息列述于下:
圣大东方系所藏的文言小说,品种较为丰富,包涵了不同时代的作品.不计

同一索书号下的副本,共有３９部.其版本情况为:１．搜神记二十卷搜神后记十卷,

xyl．２３３０,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湖北崇文书局刻本;２．太平广记五百卷,xyl．６９３,清嘉

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姑苏聚文堂刻本;３．太平广记五百卷,BY２３,版本同xyl．６９３;４．情
史类略二十四卷,xyl．７０６,清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刻本,本衙藏板;５．坚瓠集六十六

卷,xyl．７１５,清刻本,崇德书院藏板;６．岂有此理四卷,xyl．５２２,清嘉庆四年(１７９９)
刻本,绛雪草庐藏板;７．更岂有此理四卷,xyl．５２３,清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刻本,小酉

山房藏板;８．夜谭随录十二卷,xyl．６９９,清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刻本,本衙藏板;９．
夜谭随录十二卷,xyl．２３８０,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爱日堂刻本;１０．秋灯丛话十八卷,

xyl．７００,清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刻本;１１．剪灯新话二卷觅灯因话二卷剪灯余话三卷,

xyl．７０１,清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刻本;１２．秋坪新语十二卷,xyl．７１１,清嘉庆二年

(１７９７)刻本,本衙藏板;１３．作如是观四卷,xyl．７１２,清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刻本,桂林堂

藏板;１４．纪氏嘉言四卷,xyl．７１４,清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刻本;１５．聊斋志异新评十

六卷,xyl．６９６,清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广顺但氏朱墨套印本,共两部,其中一部缺

卷六;１６．聊斋志异新评十六卷,BY１３５,上海江左书林石印本,残,存卷１－２、５－
１６;１７．聊斋志异十六卷,xyl．１８１７,清青柯亭刻本;１８．聊斋志异新评十六卷,xyl．
２３１０,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扫叶山房印本;１９．聊斋志异十六卷,BY２２,清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刻本,花木长荣之馆藏板;２０．聊斋志异评注十六卷,xyl．９３６,清刻本,文德堂

藏板;２１．聊斋志异评注十六卷,xyl．２５７７,商务印书馆石印本;２２．聊斋志异评注十

六卷,BY２６１,商务印书馆石印本(尚有完整副本６部与部分残本);２３．满汉合壁聊

斋志异二十四卷,BY１２０,清刻本.残,存卷７－２４;２４．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xyl．
８３２,清刻本,北平盛氏望益书屋藏板;２５．虞初续志十卷,xyl．８３４,清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刻本,养花草堂藏板;２６．广虞初新志四十卷,xyl．８３５,清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刻
本;２７．咫闻录十二卷,xyl．６９７,清道光刻本;２８．谐铎十二卷,xyl．７０４,清乾隆五十七

年(１７９２)刻本,本衙藏板;２９．一夕话六卷,xyl．７０７,清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刻本,同

人堂藏板;３０． 蛣杂记十二卷,xyl．７０８,清刻本;３１．耳食录二编八卷,xyl．７０９,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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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刻本,梦花楼藏板;３２．狯园十六卷,xyl．７１０,清鲍氏知不足斋刻

本;３３．蟫史二十卷,xyl．７５６,清刻本,庭梅朱氏藏板;３４．蟫史二十卷,xyl．１８１９,清刻

本,庭梅朱氏藏板;３５．两般秋雨盦随笔八卷,xyl．７０３,清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钱塘汪

氏振绮堂刻本;３６．七嬉二卷,xyl．７１３,清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刻本,文焕阁藏板;３７．
京尘杂录四卷,xyl．１６１３,清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３８．山中一夕

话十二卷,xyl．２４２３,清申报馆聚珍板印本;３９．一见哈哈笑,xyl．２６６３,石印本.残,
存卷２－４.

圣大东方系所藏的白话小说,话本小说有３部,为:１．今古奇观四十卷,xyl．
７７０,清文德堂刻本;２．今古奇观,xyl．９９０,清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重刻本,宝兴堂藏

板,残,存卷１;３．石点头十四卷,xyl．２６８,清同人堂刻本.除此,皆为章回小说.这

些小说品种丰富,版本多样,最能代表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所藏古典小说的特色.
历史小说有５３部,具体为:１．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六卷八十回,

xyl．７１６,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刻本;２．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十九卷一百回,

xyl．７１７,清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致和堂刻本;３．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十九

卷一百回,xyl．２３６０,清申报馆仿聚珍板印本;４．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

xyl．２３６０,清刻本,残,存卷１０－１９,第５１－１００回(按:此与上部索书号同,但版本

不同,故单列);５．绘图封神演义八卷一百回,xyl．２３７８,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上海久敬

斋石印本;６．绣像封神演义一百回,BY１４５,清刻本,粤东拾芥园藏板;７．新刊京本

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八卷,xyl．９９２,清古吴文英堂刻本;８．东周列国全志一百

八回,xyl．２２７,清光霁堂、敬业堂刻本;９．东周列国全志二十三卷一百八回,xyl．
７１８,清刻本,同德堂藏板;１０．东周列国全志二十三卷一百八回,xyl．２３９０,清光绪六

年(１８８０)刻本,扫叶山房藏板;１１．东周列国全志八卷一百八回,xyl．２５９３,清光绪二

十五年(１８９９)上海久厂斋石印本;１２．东周列国志,xyl．２５２１,石印本,残,存卷２－
５,第５－２０回;１３．孙庞演义四卷二十回后七国乐田演义十八回,xyl．７１９,清酉山堂

刻本;１４．新刻剑啸阁批评东西汉演义十六卷,xyl．２２４,清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刻本,
同文堂藏板;１５．新刻剑啸阁批评东西汉演义二种十八卷,xyl．７２０,清道光十七年

(１８３７)贵文堂刻本;１６．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十九卷一百二十回,xyl．２２５,清
刻本,五桂楼藏板;１７．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六十卷一百二十回,xyl．２２６,清
贵文堂刻本;１８．绣像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十九卷一百二十回,xyl．７２１,清刻本,
同德堂藏板;１９．增像全图三国演义六十卷一百二十回,xyl．２２３１,清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上海石印本;２０．增像全图三国演义十六卷一百一十九回,xyl．２６６９,民国二

年(１９１３)上海文华书局石印本;２１．绣像东西两晋全志十二卷,xyl．７２２,清碧梧山房

刻本;２２．北史演义六十四卷,xyl．７２４,清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敬业山房刻本;２３．精
绣通俗全像梁武帝西来演义四十回,xyl．７２３,清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抱青阁刻本;

２４．新镌批评出像通俗奇侠禅真逸史四十回,xyl．７５７,清刻本,明新堂藏板;２５．新镌

２４２



批评出像通俗奇侠禅真逸史四十回,xyl．１８１４,清文新堂刻本;２６．新镌批评出像通

俗演义禅真后史五十三回,xyl．７５８,清刻本,同人堂藏板;２７．四雪草堂重订通俗隋

唐演义二十卷一百回,xyl．７２５,清四雪草堂刻本,同德堂藏板;２８．新镌徐文长先生

批评隋唐演义,xyl９９１,清刻本,残,存卷５－７;２９．异说征西演义全传六卷四十回,

xyl．７３０,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宝翰楼刻本;３０．重刻绣像说唐演义全传十卷六十八回

后传十卷五十五回,xyl．７２６,清咸裕堂刻本;３１．增异说唐秘本全传十四卷六十八

回,xyl．２２１９,清刻本,佛山三元堂藏板;３２．绣像粉妆楼传记八十回,xyl．７５９,清刻

本,元茂堂藏板;３３．新刻绘图粉妆楼全传八十回,BY１４２,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上
海文海书局石印本;３４．新镌异说五虎平西珍珠旗演义狄青前传十四卷一百十二

回,xyl．２７０,清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聚锦堂刻本;３５．新镌后续绣像五虎平南狄青演义

传六卷四十二回,xyl．２７０,清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聚锦堂刻本(按,与前书索书号

同);３６．后续大宋杨家将文曲星包公狄青初传十四卷六十八回,xyl．２７１,清羊城长

庆堂刻本;３７．后续大宋杨家将文曲星包公狄青初传十四卷六十八回,xyl．１３２８,清
羊城长庆堂刻本;３８．后续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传十四卷六十八回,

xyl．７２８,清羊城长庆堂刻本,聚文堂藏板;３９．新镌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八卷,

xyl．７２７,清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刻本,书业堂藏板;４０．新镌绣像后宋慈云太子逃难走

国全传八卷三十五回,xyl．７３１,清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素心堂刻本;４１．第五才子书

水浒传七十五卷七十回,xyl．７４８,清刻本,芥子园藏板;４２．绘图增像第五才子书水

浒全传十卷七十回,xyl．２２６５,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上海书局石印本;４３．评论出

像水浒传二十卷七十回,BY１３６,清刻本,残,存卷１、卷３－２０,第４－７０回;４４．评
论出像水浒传二十卷七十回,xyl．２３７５,清刻本,残,存卷１１－２０,第３４－７０回;４５．
荡寇志七十卷,xyl．１６０９,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印本;４６．飞龙传

六十回,xyl．２６９,清刻本,芥子园藏板;４７．飞龙全传六十回,xyl．７３２,清裕元堂刻

本;４８．绣像京本云合奇踪玉茗英烈全传十卷八十回,xyl．７３３,清启元堂刻本;４９．绣
像忠烈全传六十回,xyl．７２９,清刻本;５０．梼杌闲评五十卷五十回,xyl．７５０,清刻本;

５１．梼杌闲评五十卷五十回,xyl．２４７２,清刻本,版本同xyl．７５０;５２．于少保萃忠全传

十卷四十回,xyl．７７７,清三让堂刻本;５３．新史奇观演义全传四卷二十二回,xyl．
８１６,清道光五年(１８２５)本衙刻本.

神怪小说１７部,版本情况为:１．西游真诠一百回,xyl．２６４,清刻本;２．西游真诠

一百回,xyl．２６５,清贵文堂刻本;３．西游真诠一百回,xyl．７３５,清致和堂刻本;４．新编

续西游记一百回,xyl．７４９,清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刻本,金鉴堂藏板;５．新说西游记一百

回,xyl．２３３６,清刻本,善成堂藏板;６．西游真诠八卷一百回,xyl．２６３９,清刻本,西泰

山藏板;７．增像全图西游记,xyl．２６８２,石印本,残,存卷２－２５,第５－１００回;８．镜花

缘二十卷一百回,xyl．２７２,清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刻本;９．镜花缘二十卷一百回,xyl．
７３８,清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刻本,芥子园藏板;１０．绿野仙踪八十回,xyl．７３９,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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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刻本,映雪山房藏板;１１．绣像绿野仙踪全传八十回,BY１５０,清道

光十年(１８３０)刻本;１２．新镌批评出相韩湘子三十回,xyl．７３４,清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刻本,步月楼藏板;１３．希夷梦四十卷,xyl．７５２,清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刻本,本
堂藏板;１４．草木春秋演义五卷三十二回,xyl．７７２,清文光堂刻本;１５．草木春秋演义

三十二回,xyl．２３６２,清刻本;１６．瑶华传十一卷四十二回,xyl．７７４,清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刻本,慎脩堂藏板;１７．新刻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四卷二十回,xyl．７７６,清三

元堂刻本.
不计同一索书号下的副本,世情小说共有６５部,包括爱情婚姻、才子佳人、狭

义公案等:１．痴婆子传四卷,BY１６３,清抄本;２．载花船四回,BY１６４,清抄本;３．灯草

和尚传十二回,xyl．１８３７,清刻本;４．第一奇书(金瓶梅)一百回,xyl．７４６,清刻本,本
衙藏板;５．四大奇书第四种(金瓶梅),BY１８,清刻本,残,存卷２－４,第３－８回;卷

２５－２７,第４９－５２回;卷３０－４５,第５９－９０回;卷４９－５０,第９７－１００回;６．第一奇

書(金瓶梅),xyl．１３２６,清刻本,残,存第３８－４８回;７．第一奇書(金瓶梅),xyl．２００３,
清刻本,残,存第４９－５３回;８．续金瓶梅十二卷六十三回,xyl．７４７,清刻本,务本堂

藏板;９．新镌古本批评绣像三世报隔帘花影四十八回,xyl．１８２１,清刻本,本衙藏板;

１０．红楼梦一百二十回,xyl．３２７,程甲本;１１．红楼梦,xyl．２０５４,程甲、程乙混装本,
残,存第１－３、９－１２９回;１２．红楼梦,BY１９,程乙本,残,存第２６－３０、３６－４０、４６－
６０回;１３．红楼梦,BY２０,程乙本,残,存第３１－１２０回;１４．红楼梦,BY２１,清道光十

二年(１８３２)双清仙馆本,残,存第９－１７、３７－４６、５３－１２０回;１５．红楼梦,xyl．２３８２,
清双清仙馆本,残,存卷５７－１２０;１６．红楼梦,xyl．２６３１,清刻本,残,存第４６－６０
回;１７．红楼梦一百二十回,xyl．１３２１,清道光二年(１８２２)东观阁重刻本;１８．红楼梦

一百二十回,xyl．１６１０,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耘香阁刻本;１９．红楼梦,xyl．２３７７,清同

治三年(１８６４)耘香阁刻本,残,存第６－１２０回;２０．红楼梦,xyl．２６３,清刻本,残,存
第１－４回、１０－１２０回;２１．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一百二十回,BY１３７,清光绪十五

年(１８８９)石印本;２２．续红楼梦三十卷,xyl．７４１,清嘉庆四年(１７９９)抱瓮轩刻本;２３．
后红楼梦三十回,xyl．７４２,清刻本;２４．红楼 复 梦 一 百 回,xyl．７４５,清 嘉 庆 十 年

(１８０５)刻本,本衙藏板;２５．红楼圆梦三十回,xyl．７４３,清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刻本;

２６．补红楼梦四十八回,xyl．７４０,清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刻本,本衙藏板;２７．增补红

楼梦三十二回,xyl．７４４,清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刻本,本衙藏板;２８．增评补图石头记一

百二十回,BY２３９,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石印本;２９．增评补图石头记一百二十

回,BY２３９,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古越诵芬阁铅印本(按,与上书索书号同,另有副

本３１１册);３０．续红楼梦三十卷,无索书号,上海大成书局石印本;３１．林兰香八卷

六十四回,xyl．７５５,清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刻本,本衙藏板;３２．林兰香八卷六十四回,

BY１８８,版本同xyl．７５５;３３．新刊五美缘全传八十回,xyl．７５１,清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刻
本,敦堂藏板;３４．五美缘全传八十回,BY１３９,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文奎堂刻本;３５．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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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冤家二十四回,xyl．７６０,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刻本;３６．鸳鸯影四卷十八回,xyl．
７６３,清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刻本;３７．全图第三才子玉娇梨四卷二十回,xyl．７６４,清光

绪十九年(１８９３)石印本;３８．新刻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四卷二十回,xyl．７６５,清慎修

堂刻本;３９．第十才子书(双美缘全传)六卷二十四回,xyl．７６７,清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
文海堂刻本;４０．水石缘六卷三十段,xyl．７６８,清乾隆刻本,文德堂藏板;４１．义侠好

逑传四卷十八回,xyl．７７３,清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刻本,文德堂藏板;４２．好逑传六

卷十八回,BY２４,清刻本,残,存第２－６卷,４－１８回;４３．金石缘全传六卷二十四

回,BY２９,清刻本,残,存第２－６卷,５－２４回;４４．雪月梅传五十回,BY１４３,清茂苑

琅环仙馆石印本;４５．蜃楼志二十四卷,BY１４９,清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刻本,本衙藏板;

４６．蜃楼志二十四回,xyl．２４０４,清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刻本;４７．品花宝鉴六十回,xyl．
２４０７,清刻本(另有副本一,残,存第３１－６０回);４８．品花宝鉴六十回,xyl．８８６,清道

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幻中了幻斋刻本;４９．廻文传十六卷,xyl．７７５,清道光六年(１８２６)
刻本,宝研斋藏板;５０．绣像绿牡丹全传六卷六十四回,xyl．７６１,清刻本;５１．绣像绿

牡丹六卷六十四回,xyl．２０６６,清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忠信堂刻本;５２．争春园全传四

十八回,xyl．７６９,清道光元年(１８２１)三元堂刻本;５３．龙图公案八卷,xyl．７７１,清文

华楼刻本;５４．小五义一百二十四回,xyl．１６０８,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刻本,京都撷华

书局藏板;５５．小五义一百二十四回,xyl．２３５９,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刻本,文光楼藏

板;５６．绣像全图小五义一百二十四回,BY１３８,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石印本;５７．儿
女英雄传评话四十回,xyl．１６１４,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上海书局石印本;５８．儿女英雄

传评话四十回,xyl．１８２４,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刻本;５９．儿女英雄传四十回,xyl．
２３８８,清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印本;６０．施案奇闻九十七回,BY１４７,清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刻本,京都文成堂藏板;６１．增像全图清烈传四十卷一百回,BY１５３,清光绪

二十年(１８９４)上海珍艺书局石印本;６２．新刻善恶图全传四十回,xyl．７６２,清刻本;

６３．新镌快心编全传五卷十回二集五卷十回三集六卷十二回,xyl．７３６,清刻本,课
花书屋藏板;６４．儒林外史五十六回,xyl．７５３,清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刻本,艺古堂

藏板;６５．新官场现形记两卷,xyl．２１７２,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印本.
二、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所藏古典小说的版本价值

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所藏的这些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多见存于国内外藏书机

构,但其中也有一些书的版本收藏甚少,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笔者在«论俄罗斯

圣彼得堡大学所藏‹红楼梦›版本»一文中已经提到,该馆藏有比较稀见的程甲本

«红楼梦»以及程甲、程乙汇装本«红楼梦».此外,像国内已知俄藏两部艳情小说

«痴婆子传»与«载花船»,亦为该处馆藏.
«载花船»,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载花船四卷十六回”,提要言有

以下几个版本,一是日本仓石藏本,二是北京大学藏本,三是英藏抄本,四是俄藏

抄本.对该俄藏本的介绍为:“存四回,每回分装两册.此本现藏俄罗斯科学院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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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分院图书馆.按此抄本虽号称‘载花船续编’,而其实乃是仓石本之第二

卷,第五至第八回;亦为北京大学藏本之第五至第八回,其回目亦同北京大学藏

本,估计乃自此一系统的本子抄录.此本半叶五行,行十六字.无仓石、北京大学

本的行间夹批,但保存唯一的行内小字批注及回末总评.抄本间有删节改易,数
量不多,偶有错字、漏字,然亦有刊本误字此本更正者,故亦有校勘之价值.”③ 此书

现藏圣大东方系图书馆,«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著
录④ ,为俄罗斯杰出汉学家王西里院士(V．P．Vasiliev,１８１８—１９００)教学用书.提

要已经指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是书首册扉页题:“载花船续编”.书内装订夹有

英文衬页,内容题目为“familysecrets”.李福清先生言:“为修复这一抄本,曾借助

于迪金斯英文版 FiresideRecollections:FamiliSecrets一书.”⑤ 第一册首页首行

题:“新抄小说载花船续编”,二行题:“西冷狂者笔”,三行题:“素星道人评”.回目

为:“第一回,妙指点娶妾生子,谋营运三姓连盟.”第二册接上册,内容亦为第一

回.第三册首页首行题:“新抄小说载花船.”回目为:“第二回,铁心人重义拒色,
听淫声纵妻蓄谋.”第四册接上册,内容亦为第二回.第五册首页首行题:“新抄小

说载花船.”回目为:“第三回,巧赔偿正士正法,避兵火淫遭淫磨.”第六册接上册,
内容亦为第三回.第七册首页首行题:“新抄小说载花船.”回目为:“第四回,老苍

头智逐骚怪,赎双娃质证团圆.”第八册接上册,内容亦为第四回.书末总评曰:
“人之为圣矣,为禽兽,岂禀受有大殊哉,惟一念之差耳.观良辅一念之义,便教名

教流芳;芸娘一念之淫,遂致终身受辱.人不可自励哉! 三复兹编,发人猛省,勿
谓裨官无益也.”

抄本«痴婆子传»四卷,亦为王西里院士教学用书,是书半页１０行,行２１字,高
宽为２９．５×１７．３厘米.书共２册,第一册为卷１至２,共１８页;第二册为卷３至４,
共１４页.首页三行,分别题“痴婆子传”“芙蓉主人辑”“情痴子批校”.次为吟香

主人序.次为目录,首页首行题“痴婆子传卷之一二三四目录”,共三十三则,依次

为:“倾谈往事、少妇谈情、属意少艾、情挟慧哥、妹恚逐慧、迁慧就传、目挑俊仆、昏
暮佳会、于归栾氏、盈郎奉命、花下传情、陡遇大徒、曲栏遇伯、翁私沙氏、探姆遇

翁、乐幸奴美、克饕探意、子貌不肖、出闺私费、盈郎立遇、二媳称觞、礼聘香蟾、旧
好相接、延师课子、隔窗露胸、青莲私谷、西楼称快、谢绝旧好、众人遗恨、詈逐慧

哥、事败见逐、还妇母氏、皈依之宝.”次为正文.整部书用纸阔大、白净,字迹工

整.«明代志怪小说叙录»著录此书言:“本书未见明刊本传世.现存最早的版本

是清乾隆刊本,而和刻本传世最多;分为乾隆刻本、和刻本、抄本、坊刻本、合刻本

五类.乾隆刻本前有署‘乾隆甲申(１７６４)挑浪月书于自治书院序’.和刻本

主要有日本京都山田茂助之圣华房刊本它们以乾隆本为底本,内容、文字等

相同,惟文末有木规子明治辛卯跋文.此外,藏书家、藏书机构,如阿英、马隅卿、
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又多有本书抄本存世.本书坊刻本主要有东粤小说社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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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红豆书屋‘玲珑本聚珍小丛书’铅印本、宣统三年(１９１１)醒世堂排印本、１９４３
年«写春园丛书»本等.合刻本,见有一桥大学藏«欢喜奇观»本、民国优生学会逍

遥子校«奇文欣赏录»本、«中国古艳稀品丛刊»第一辑、«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
第十八辑之十、«中国古艳稀品丛刊»第一辑、«中国历代禁毁小说海内外珍藏秘本

集淬»、«思无邪汇宝»等.”⑥

今以俄藏此抄本«痴婆子传»与几部早期刊本相较,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分卷上,俄藏抄本«痴婆子传»为四卷本,而后者多为两卷.四卷的内容分

别是,卷一５则,从“倾谈往事”至“妹恚逐慧”;卷二８则,从“迁慧就传”至“曲栏遇

伯”;卷三７则,从“翁私沙氏”至“盈郎立遇”;卷四为最后１３则.与二卷本相对,乃
拆上、下卷各为两卷.二是序言不同.俄藏抄本前有吟香主人序,经比对,既非乾

隆刻本前的序,亦与其他跋语不同,谨抄列于此:“古往今来,人伦之始,夫妇之情,
统千古,合宇内,自男有家而女有室,道莫不皆同,莫不共谕,是不待教而知者也.
然有能尽其情者多,而不能悉达其情者更复不少.故古人有立其说者,令人人共

悉,达其情而却默惩其淫,以维世教.故书以寻香摘艳、花灯月夕以媚其情说;颠
鸾倒凤、巫山楚云以模其情状.然说虽多,而能绘其斗情之绸缪,未能描其所以斗

情者之妙趣也.惟是书能写出其淫情度态,处女未经始战之娇羞,氤氲滋味,花萼

初开,露滴滴婉曲.至于词之雅驯,章之联络,笔之风流,犹属其末焉云尔.是为

序,吟香主人题.”
其他,如清碧梧山房刻本«绣像东西晋全志»十二卷,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

说书目提要»著录藏于英国博物院,«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同.清嘉庆十

年金鉴堂刻本«新编绣像续西游记»一百回,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载,
为最早的刊本,日本天理图书馆有藏.清道光元年三元堂刻本«争春园全传»四十

八回,据«五百种明清小说博览»载,英国伦敦博物院有藏⑦ .清乾隆五十二年文德

堂刻本«好逑传»四卷十八回,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载,较早的清乾隆

五十二年振贤堂藏版本、同年青云楼藏版本皆藏于海外图书馆,此亦为较早的版

本.清光绪十六年京都撷华书局刻«绣像忠烈小五义传»一百二十四回,与«中国

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所载光绪十六年北京文光楼初刊本、同年善成堂刊本,都
属于较早的刊本,等等,皆为国内稀见之本.

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所藏古典小说是全俄所藏通俗小说最为丰富的机构之一,亦不

让于欧洲他处所藏,如«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著录伦敦英国博物馆东方书籍及

珍本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两处约一百三十四部书⑧ .这些作品,为圣大馆藏中文古籍

的重要特色,丰富了现存古典小说的版本,也将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持续深入.

(２０１８年,笔者两赴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受“全球汉籍合璧”工程

委托,与导师马义德先生一起编写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期间,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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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图书馆 馆 长 米 拉 娜(Azarkina Milana)女 士 及 其 他 馆 员 真 诚 相 助,在 此 谨 致

谢忱!)

注释:
①⑤ [俄]李福清 著,李明滨 编选:«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３４１—３８９、３４４页.

② 张云、马义德:«论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所藏‹红楼梦›版本»,«红楼梦学刊»

２０１７年第５辑,第２５－４１页.

③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第５１６页.

④ [俄]叶可嘉、马义德:«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

籍目录»,圣彼得堡,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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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声 明

一,为公平、公正地选用优秀稿件,本刊已采用双向匿名专家评审制.为此,
敬请作者:

１,将已是清稿、定稿的纸质文本寄送至:南京市秦淮区建邺路１６８号江苏省社

会科学院６－２号楼«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邮编:２１０００４.万勿寄邮个人,以免

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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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作者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及电子信箱等请另页打印.
务请避免在文稿中出现与作者信息相关的文字.

二,本刊坚持“文不论家门”“兼容各种观点”的办刊宗旨和“发掘、开拓、深化”
的用稿原则.尤其欢迎符合本刊微信公众号“明清小说研究期刊(mqxsyjqk)”中
«征稿启事»所列的有关专题研究性论文,凡符合上述要求的高质量文稿,我们将优

先采用,文责自负.来稿一经采用,即行发送电子用稿通知,本刊不再提供纸质用

稿通知.稿件寄出三个月后,若未收到采用通知者,请自行处理;来稿一律不退,请
作者自留底稿.敬请作者注意:若投寄至本刊但已被它刊录用或已在它刊刊发的

文稿,在收到本刊录用通知后,请及时告知本刊,以免发生一稿多发之不良现象.
否则,一经察觉,本刊将严肃追究.

三,创刊迄今,本刊已出版百余期,信息颇丰,可资借鉴.请研究者关注本刊已

有资讯,藉以避免某些重复劳动,同时我们竭诚欢迎对它刊和本刊已发文章进行商

榷,或参考本刊已发论文的资讯、观点,为本刊改进审稿、用稿工作提供某种依凭.
四,论文格式请注意参照本刊微信公众号:明清小说研究期刊(mqxsyjqk)«本

刊文稿格式».
五,因版面所限,本刊自２０１３年第１期始,不再刊发书评方面的文章;对于会

议综述方面的文章,除特殊情形外,一般不再刊发.敬请学界同仁理解.
六,本刊编辑部自２０１７年２月开通微信公众号(明清小说研究期刊(mqxＧ

syjqk)),这是本刊唯一的正式微信公众号;本刊网页(http://www．jsass．org．cn/

Category_１５１/Index．aspx),或从“江苏社会科学院”网站———“学术期刊”———“明
清小说研究”.敬请关注.其他与本刊同名或近似的微信公众号、网站、网页等所

发布的资讯,均与本刊无关,特此声明.
欢迎学界同仁踊跃赐稿,谢谢您对本刊支持.

«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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