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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店的三枚
“公章”
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的重要 医药养生类古籍也有大量刊
凭据。
行。这一阶段购藏中国书店
印文为“北京市中国书店 “后刷本”的读者又会发现，在
刷印”的那枚印章，见证着中国 这些“后刷本”扉页的钤印，不
书店尝试性启用古书木板、刷 再是原有方形印章，而是一枚
印古籍对外销售的第一个阶 随形阳文印“中国书店印制”。
段，这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 “北京市中国书店刷印”与
晚期至 90年代初。自 1970年 “中国书店印制”两枚公章，见
代晚期开始，史无前例的“文 证了自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革”结束，改革开放大幕徐开， “现代”线装书的印制发行历
百废待兴中的文化产业迎来历 史。殊不知，在这两枚公章之
史机遇，中国读者对中国古籍 外，中国书店还有一枚特殊的
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此刻，顺 公章，极为特别的见证着这段
应历史潮流、把握历史机遇的 “现代”线装书史的“前史”。
中国书店，不失时机地启用古
原来，早在中国书店建店
书木板、刷印古籍刊行，以满足 之初，重新刷印古籍的计划一
市场需求。现在看来，大部分 直在试行与推进中。从创建伊
970年代晚期，也曾刷印
中国书店上世纪50年
中国书店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
中国书店上世纪90年 中国书店刷印本精品都诞生于 始到1
试制过几种古籍，如《清儒学
代末至 70年代初使用印
代初使用印章：北京市中国书店刷印
代末至今使用印章：中国书 这一时期，如《影宋本礼记正
义》《影刊宋金元明本词》《百川 案》《石渠余记》等，但数量都相
章：中国书店古籍收藏
店印制
学海》《盛明杂剧》《诵芬室读曲 对较少；有的是内部特供，有的
来、陈毅、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 的岂止是学术上的版本学心 丛刊》《石巢四种》等。这一阶 是试印样本，基本都不对外销
■四川 锦壶
人与大批学者专家的信任和支 得，毋宁说是读书人独有的一 段，购藏中国书店“后刷本”的 售。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书
中国书店这块“金字招 持。郭沫若还于1958年为中国 份岁月佳酿。只要友朋间闲聊 读者都会发现，在这些“后刷 店古籍刷印本，知晓者、了解者
牌”，但凡购藏过线装书的人都 书店题写了店名，沿用至今。 一番当年购书掌故，就已是“书 本”扉页均钤有一枚方形公章 并不多。这些特殊产品，大都
是知道的。可以说，在中国古
中国书店作为新中国专门 不醉人人自醉”的无比陶醉了。 “北京市中国书店刷印”。
没有钤盖中国书店特制印鉴，
籍的专业藏家与普通读者眼 从事古旧书刊收藏、整理和出
当然，稍晚或更晚一点接
而印文为“中国书店印制” 因为所有工作只是停留在不对
里，中国书店都无异于1949年 版、流通的单位，其首屈一指的 触到中国古籍与中国书店的读 的那枚印章，则见证着中国书 外、不公开的试行之中。但仍
之后中国古籍的“再造”基地， 业界地位与业务规模，从1957 者，再没有机会获得这些“超地 店大规模整合古书木板资源、 有个别钤印的试印本，所钤印
实可谓“现代”线装书的策源 年1月正式刊行的《古旧书刊介 板价”的善本珍藏了。不过不 刷印古籍成为产业链条的第二 鉴为长方形阳文，印文为“中国
地。自1980年代以来，用中国 绍》可见一斑。这是每月一期， 要紧，中国书店的“后刷本”满 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从1990年 书店古籍收藏”。实际上，这原
古籍的原刻板重新印刷的“现 向全国广大读者及藏书者们提 足了大部分如我这样“后来者” 代初延续至今。这个阶段除了 是中国书店内部收藏古籍的印
代”线装书，在藏书界被简称为 供的古籍价格目录。起初分为 的热烈需求。其实，在几十年 继续传承与发扬上一阶段的刊 鉴，也是标明版本出处的一个
“后刷本”的线装书，开始摆上 “经”“史”“子”“集”四部专刊， 的经营历程中，中国书店除收 行经验之外，在线装书的函套、 明证。可能当年在没有刻制专
中国家庭的书架书柜，而这些 后来四部合并同刊。刊中详列 集和保护了大量的珍贵古籍文 用纸、开本方面明显优于上一 用图章的情况下，为工作便利
书，大多源自中国书店。
书名、版本、售价等相关介绍， 献外，还收集保存了近十万片 阶段。先前经常使用的玉扣纸 记，就在部分试印本上加盖了
吾生也晚，知道中国古籍 便于读者购藏。从当年古旧书 古书木板，这批古书木板有各 被代之以白宣纸，无论从观感、 这枚收藏鉴别用章，用以标明
的好处时，都已是上世纪90年 价目上看，对现在的藏书者们 种古籍百余种，涵盖经史子集 触感上都大有改观。用纸的改 版本出处，方便内部使用管理。
代末的事了。不过，身边的良 而言，无疑是比“地板价”还低 丛各个部分，具有很高的文化 进，从书籍观感上看纸张整体
三枚公章，从普通读者极难
师益友们，大都是中国书店的 的“超地板价”。
价值和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由黄变白，阅读更为醒目；手握 见到的长方形的“中国书店古籍
常客，故而也常常在他们的熏
如明版《汉魏二十家集》， 用这些古书木板来重新刷印、 书卷，白宣纸比玉扣纸的触感 收藏”，到人们渐渐熟悉的方形
陶与忆述中，约略知道一点中 煌煌48册之巨，只需130元；又 刊行书籍，就是目前“后来者” 更为细腻柔和，且重量也相应 的“北京市中国书店刷印”，再到
国书店的种种过往记忆。
如明版《重修宣和博古图录》， 们所津津乐道的，有的品类价 减轻，舒卷更为自如。此外，封 现在常见到的随形印“中国书店
世人公认，中国书店是中 还带有精美版画，也有14册之 格也相当不菲的“后刷本”了。 面装帧一改过去的黄、灰、蓝三 印制”；弹指一挥间，中国书店已
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也是一家 多，索价仅30元；再如明版《乐
购藏过中国书店“后刷本” 色用纸混杂的情况，统一使用 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这段
承担着古籍出版任务的专业出 府诗集》，是汲古阁经典刻本， 的书友，对书籍首页的两枚印 传统惯例的深蓝色加厚瓷青 历程见证着1949年之后中国古
版机构。半个多世纪之前，在 一部14册只要14元。如今，这 章一定相当熟悉，一枚是方形 纸，有的品类还使用了绫面压 籍研究、修复、再造、传播、繁荣
郑振铎、齐燕铭、张友渔、吴晗 些当年均价一两元一册的明版 阳文，印文为“北京市中国书店 纹工艺。总体而言，印制工艺 的一段历史。笔者不禁感言：中
等一大批致力于文化振兴的有 古籍，大多已成为师友们高阁 刷印”，一枚是随形阳文，印文 与装帧设计都大有改进。此 国古籍的长久魅力，中国古籍的
识之士的倡议下，中国书店于 深锁的秘笈，每每谈及，皆是无 为“中国书店印制”。其实，这 外，刷印古籍的种类也明显增 长青基业，就在这三枚公章中得
1952年得以创建，成为中国第 比快慰。其实，这些从中国书 两枚印章不但是购藏者判断书 加，这些古籍内容所涵盖的门 以鲜活映现，值得“后来者”们恒
一家国有古旧书店。中国书店 店里流向中国读者案头架上的 籍刷印时间的重要依据，它本 类自然也随之扩充，经史子集 久珍藏于心间。
先后得到毛泽东、董必武、周恩 一册册中国古籍，让人们珍藏 身也成为将中国书店刷印古籍 四部均有入选者，古琴琴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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酴 香梦怯春寒 有花有酒祭祖先
■陕西安康 东方晰
手圆环由4瓣弧形斜片与盖面
连接。盖的肩部纹饰带宽 2.5
白河县位于陕西省东南 厘米，等距离饰高浮雕6个直径
部，大巴山东段。北临汉江，隔 2.5厘米的火纹（也称圆涡纹、
江与湖北省郧西县相望，东、南 涡纹或囧纹），火纹之间由兽目
部分别与湖北省郧县、竹山县 纹铺满地。盖壁上下饰两道凸
接壤，西与旬阳县相连。位于 弦纹，其间为素面；缶体直口，
秦头楚尾，古称“南走巫夔，北 鼓腹，圈足。口沿下为高1.9厘
通商洛，东扼均房，关南险奥， 米的素面短颈，可被盖扣住。
白河尤属襟喉”。
溜肩，肩一侧素面、另一侧有8
白河博物馆藏有一件“箕 字铭文。肩与上腹部之间饰两
昜”青铜缶（见图），今和同好一 道凸弦纹，其间宽4.3厘米构成
起欣赏。
装饰区，两侧各置一双环形钮，
“ 箕 昜 ”青 铜 缶 。 通 高 钮穿双节提环，提环末端呈
28.6、腹径 21、口径 14.4、底径 “凵”字形。两侧环钮间各饰4
15.5厘米；盖径 14.5、高 8.6厘 个直径4.3厘米的高浮雕火纹，
米；圆环捉手径9厘米。捉手的 火纹与环钮间由雷纹铺地。下
口沿及壁面高浮雕密密麻麻的 腹壁素面，渐收下至外撇圈足。
正卧、反卧的“e”，很别致。捉
青铜缶一侧肩部铭文。4

行，行 2字，作弧形排列，8字
为：“ 箕昜之永倬用孙初”。青
铜缶体可见一道竖立纹范线。
青铜缶底面可见斜网格范线。
襄渝铁路是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三线建设的一项重要铁路
工程。铁路全长916公里，起自
襄阳，经莫家营、谷城、十堰、白
河、旬阳、安康、紫阳、万源、达
县，西至重庆。1968年开工建
设。全线由铁道兵组织施工。
铁道部两个工程局，以及配属
施工的民兵与学生等军民。工
程建设高潮时，83万多人参与
大会战。经过全体施工人员共
同努力，1973年10月19日，襄
渝铁路全线接轨通车。
1970年 8月，修建襄渝铁
路施工中，在白河县东郊一座

破败不堪的楚墓泥水中
发现这件“箕昜”
青铜缶，是楚国
风格，属战国器
物。
这件“箕昜”
青铜缶，应是一
件尊缶，是一件盛
酒器，有的也作乐
器。古人用缶多是
陶质。考古发现，只有较大
的少数墓中才有青铜缶。《说
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浆，
秦人鼓之以节謌，象形。”青铜
缶的祖型当是陶缶，缶之确认
乃由于自铭，蔡侯朱缶，蔡侯申
尊缶以及栾书缶等皆有自铭。
缶原是大口陶容器的泛称。青
铜缶器型可因地域、时间而有

所变化。其实缶与瓿是同一类
器。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
器》中说：“ 青铜尊缶见于春秋
中期，皆敛口而大广肩的形状，
出土的器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