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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图书展览会———“曝书会”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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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夏秋曝晒图书，以去蠹防虫蛀霉变，是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的保护图书的方法。汉代以后，

更有七月七日曝衣物图书的节令性习俗风尚；至宋代，由君臣们去馆阁观书逐渐演变为一年一度有组织
的“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的曝书会，成为图书展览会性质的文化盛
会。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浓厚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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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秋初曝晒图书，以去蠹防虫蛀霉变的保护图书的方法。据从西晋汲郡战国
魏襄王墓中发现的《穆天子传》卷五记载：
“仲秋甲戌，天子东游，次于雀梁，□蠹书于羽陵。”郭璞注：
“暴书中蠹虫，因云蠹书也。
”此后更有七月七日曝衣物图书的节令性习俗风尚。暴书，亦称曝书。
［1］
（ p. 3221）
。曝经书时，还要“设酒脯时果，散
汉崔寔《四民月令》谓：七月七日，
“曝经书及衣裳，不蠹”
［2］
（ p. 75）
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
，并由此引出诸如郝隆“袒腹晒书”① 的典故笑话。

曝书护书的方法与习俗，一直延续下来。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的广泛运用，极大地加快了
图书的生产和流通，得书更易，无论是官方藏书还是私家藏书，都有了超乎前代的大发展。就私家
藏书而言，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藏书家，其中不乏藏书数万卷、与秘府等的大藏书家。为了防止霉变
与虫蛀，宋代的士大夫们每年都要将家藏书画、图书进行曝晒。苏轼 的《文 与 可 画

谷偃竹

［3］
（ pp. 365 - 367）

，
就 是 元 丰 二 年（ 1079 ）七 月 七 日 在 湖 州 曝 书 画 时，看 到 亡 友 文 同（ 字 与 可，

记》

生前所赠《
谷偃竹》画卷，睹画思人，引起对昔日挚友间深厚情谊的回忆而写下的
1018—1079）
一篇情理交融的千古名篇。另据宋费衮《梁 漫志》卷三记载，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也是大藏书家，他
有每年曝书以保护图书的习惯：
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
尝谓其子公休曰：
“贾竖藏货具，儒家惟此耳，当然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
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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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士大夫与读书人来说，一年一度的曝书，不仅是对家藏图书的一次集中整理保护，同时也
是浏览阅读图书的极好机会。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大藏书家叶梦得（1077—1148），居湖州乌程卞山，
自称“余家旧藏书三万余卷，丧乱以来（引者按：指北宋灭亡，南宋初金兵南掠），所亡几半”。《避暑
录话》还言：
“今岁出曝书，阅两旬才毕。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览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观者数
［4］
（卷一，p. 2右）
十卷，命门生等从旁读之，不觉至日昃。
”
这种一边曝书，一边翻检和浏览阅读，成了当时

文人士大夫们一件乐此不疲、津津乐道的美事。
宋代国家藏书机构称馆阁。宋初承唐五代之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太宗时，重建
三馆，共处一院，名为崇文院。寻又于崇文院内建秘阁，并将秘阁与三馆并列，故名“馆阁”。神宗元
丰初，改革官制与机构，三馆和秘阁并入秘书省，直到南宋灭亡，秘书省都是国家图书馆性质的藏书
机构，但习惯上仍称馆阁 ①。宋代建立之初，由于受唐末五代战乱影响，
“ 三馆书才数柜，计万三千
［5］
（ p. 2237）
卷”
。之后，宋代最高统治者通过平定南方各割据政权收得图书，以及命令各级官吏广泛征

集、实行优待奖励措施、号召朝野臣民进献与组织编撰刻印等途径，馆阁图书数量才有了较快增长。
（ p. 503）
，是宋初的三倍。与此同
至真宗朝，馆阁藏书不包括副本在内，达到 2 227 部，计 39 142 卷［6］
时，加强了对官方图书的储藏、保管、整理。除了严格火禁，有诸多的防火措施外，也承袭了前代曝

书的做法，以防止图书受潮霉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六月辛未条纪事”载：
“雍熙中（984—987），
（邢）昺献《礼选》二十卷，上（真宗）尝因内阁暴书，览而称善，召昺同观，作《礼
［7］
（ p. 1675）
［5］
（ p. 2755）
选赞》赐之。
”
《神宗正史·职官志》则明确称馆阁“岁于仲夏暴书”
。而在宋人的诗文

中亦有不少关于馆阁曝图书、书画的记述。梅尧臣《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云：
“五月秘府始暴书，一日江君来约予。世间难有古画笔，可往共观临石渠。我时跨马冒热去，开厨发
匣鸣钥鱼。羲献墨迹十一卷，水玉作轴排疏疏。最奇小楷乐毅论，永和题尾付官奴。又有四山绝品
［8］
（ pp. 676 - 677）
苏轼《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二首》之一亦云：
“ 三馆曝书防蠹毁，
画，戴嵩吴牛望青芜。
”
［9］
（ p. 153）
得见《来禽》与《青李》。
”
这都说明，北宋时馆阁每年都要曝书，而曝书期间，允许非馆阁成员

入馆阁观看书画、图书，故梅尧臣、苏轼都在诗中不约而同地用惊喜的口吻，描写了他们看到平时见
不到的书画珍品的情景。对此，在宋人的诗作中，还有不少类似的作品，如神宗元丰戊午（元年，
1078），时任史馆修撰的宋敏求（字次道，1019—1079）与同僚好友刘敞（ 1019—1068）、王珪（ 1019—
1079）、苏颂（1020—1101）、刘攽（1023—1089）、刘挚（1030—1097）的一组唱和诗，具体而又生动地揭
示了那一年馆阁曝书及士大夫们争相观书、赏画的盛况。苏颂《和宋次道戊午岁馆中曝书画》诗谓：
鸿都清集秘图开，遍阅真仙暨草莱。（下注：是日诸公观画，尤爱梁令瓒题吴生画《五星二
十八宿真形》，又谓淳化《丰稔村田娶妇图》，曲尽田舍佚乐之意形。）气韵最奇知鹿马，丹青一定
见楼台。（下注：韩幹马、东丹王千岁鹿、荆浩山水屋木，皆为精绝。
）宴觞更盛华林会，坐客咸推
［10］
（ p. 121）
大厦才。久事簿书抛翰墨，文林何幸许参陪。

刘挚《秘阁曝书画次韵宋次道》：
帝所图书岁一开，及时冠盖满蓬莱。发函钿轴辉唐府，散帙芸香馥汉台。地富秘真疑海
［11］
（ p. 421）
藏，坐倾人物尽仙才。独怜典校来空久，始得今年盛事陪。
［12］
（ p. 1510）
另如上已提及的宋代大藏书家叶梦得谓：
“往承平时，三馆岁曝书，吾每预其间。”
他所

记亲身经历的三馆曝书曰：
村校中教小儿诵诗，多有“心为明时尽，君门尚不容。田园迷径路，归去欲何从”一篇。初
不知谁作，大观间，三馆曝书，昭文库壁间有弊箧，置书数十册，蠹烂几不可读。发其一，曰《玉
请参拙文《宋代国家图书馆———馆阁藏书》，载《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兰州大学
① 关于宋代馆阁的建置沿革及其藏书职能，
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 -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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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卷四，p. 12右）
堂新集》，载此篇，乃幽求咏怀作也。

从叶梦得所记三馆曝书的亲身经历，结合上引材料，可进而证明，北宋馆阁每年都要曝书。
在宋人众多的关于记述馆阁曝书活动的诗文作品中，都讲到馆阁曝书期间，有官僚士大夫们汇
聚一起观书的集会。所谓“宴觞更盛华林会，坐客咸推大厦才”，
“及时冠盖满蓬莱”，
“坐倾人物尽仙
才”。这种集会在宋代称作曝书会或曝书宴。《铁围山丛谈》卷一谓：
“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
［13］
（ p. 20）
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秩。
”
而据《墨庄漫录》卷六记载：
“ 文潞公（彦博）为相日，赴秘书
［14］
（ p. 173）
省暴书宴，令堂吏视阁下芸草，乃公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馆中也。”
查文彦博（1006—1097）庆

历间知益州，八年（1048）正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皇祐三年（1051）十月，罢相出
知许州，后又于至和二年（1051）六月至嘉祐三年（1058）六月再次拜相 ①。故最迟至仁宗嘉祐三年六
月前，馆阁曝书期间已有了设宴观书的曝书会。上引《神宗正史·职官志》
“ 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
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证明神宗元丰时，曝书会已正式确立为一项制度。
追溯起来，宋代馆阁的曝书会源于宋初的群臣观书会。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七载，
淳化元年（990）七月，内廷出降太宗御草书诗十首，故实二纸、御制诗文 41 卷，并藏于秘阁。据《续
资治通鉴长编》载：
“八月一日，
（秘书监）李至请右仆射李昉、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
学士、诸曹侍郎、给事、谏议、舍人等诣阁观御书图籍。帝（太宗）知之，即诏内品裴愈就赐御筵，出书
籍令纵观，尽醉而罢。二日，又召权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馆学士纵观，赐宴如前。”这则材料说明，宋
初馆阁图书的管理比较宽松，大臣们可以前去观书集会，而这种集会开始时带有自发性质，以观赏
［7］
（ p. 559）
御书御制的名义，这自然博得重视文教、喜欢舞文弄墨，又自称“朕性喜读书”
的宋太宗的欢

心。故太宗对大臣们去馆阁观书的行动不但不批评，还鼓励有加，并且亲自参加，又主动召唤侍从
大臣一起观书，高兴之余，还赐宴欢庆。尔后，凡太宗巡幸馆阁或去馆阁观书，也都主动召唤宰执、
侍从大臣、馆阁成员一起前往，并照例设宴款待。如据《宋朝事实类苑》载淳化三年九月，太宗幸新
修秘阁，登阁观群书整齐，喜形于色。《宋朝事实类苑》对此记载曰：
“（太宗）即召侍臣赐坐命酒，仍
召三馆学士预焉。日晚还宫，顾昭宣使王继恩曰：
‘亦可召傅潜、戴兴，令至阁下恣观书籍，给御酒，
［15］
（ p. 23）
宋初这种不定期、临时性的君臣在馆阁观书，并赐酒筵的集会，为以后的君主
诸将饮宴。
’”

所承继，逐渐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时间定在馆阁夏秋曝书期间，故称为曝书会或曝书宴。对此，专
门记述北宋馆阁制度的《蓬山志》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
秘书省所藏书画，岁一暴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是月，召尚书、侍郎、学士、待制、
御史中丞、开封尹、殿中监、大司成两省官暨馆职，宴于阁下，陈图书古器纵阅之，题名于榜而
［15］
（ pp. 399 - 400）
去。凡酒醴膳羞之事，有司共之，仍赐钱百缗，以佐其费。

据此可知，
参加曝书会的主要是在京的中高级官僚，
“宴于阁下，
陈图书古器纵览阅”
后，
还要
“题名于
榜”
，
所需
“酒醴膳羞之事，
有司共之”
，
即由各有关部门共同分担，
而朝廷按惯例
“赐钱百缗，
以佐其费”
。
哲宗朝，馆阁曝书会曾一度中断废罢；元祐四年（ 1089），经秘书省上言，重又恢复“于曝书月份
［5］
（ p. 2759）
有饮食聚会”的“馆阁久例”
。南宋初，由于北宋灭亡后馆阁图书损失殆尽，又加政局未稳，

故曝书会也停办多年。随着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南宋政局渐趋稳定，重建的秘书省内的图书典籍
也得到了恢复和增加，绍兴十三年（1143），从知临安府王

之请，于是年七月恢复举办曝书会，并

［5］
（ p. 2786）

“令临安府排办”

。自此以后，除了个别年份因故停办 ② 和南宋末政局动荡时期外，曝书会

《宋史》卷一一《仁宗本纪三》、卷一二《仁宗本纪四》、卷二一一《宋宰辅表二》。
① 详见
一八之四三载：
“（淳熙十年）七月六日，秘书省言，今岁暴书会，以久旱祈祷，非臣子燕会时，乞权免坐。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
从之。十四年，亦以阙雨，本省奏乞免坐。”参朱熹《运判宋公（若水）墓志铭》，载《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三，页四三 ○○
至四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朱子全书》点校本第 25 册，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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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故事”和“馆阁惯例”，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和每年都要举办的“年会”。关于南宋曝书会，
《南
宋馆阁录》卷六《故实》、
《南宋馆阁续录》卷六《故实》分别列有《曝书会》专门类目，详细记载了曝书
会的举办情况，如所载绍兴二十九年（1161）的曝书会云：
二十九年闰六月，诏岁赐钱一千贯，付本省自行排办，三省堂厨送钱二百贯并品味生料。
前期，临安府差客将承受应办，长贰具札请预坐官。是日，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
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
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堂并后轩、著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
守视。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
《 春秋左氏传》各一部，
《 秘阁》、
［16］
（ pp. 68 - 69）
《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两浙转运司计置碑石，刊预会者名衔。

从上面这则详细而又生动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南宋曝书会规模比北宋时更大，准备工作与组织
安排更为周到，具体由临安府或秘书省操办。事先，秘书省长贰长官具札列出出席曝书会的官员名
单，并排出座位次序。曝书会当日，御书、图画、书籍、古器、琴、砚等分置各处，陈列有序，以便于官
员们观赏，并且打开经史子集和续搜访各书库，允许参加曝书会的人观览。同时，还给参加曝书会
和有资格参加但因故未到的官员分送书籍和碑帖。曝书会后，参加曝书会的官员要题名于榜，而南
宋时，会后立碑石，刻上与会者名字官爵。对此，
《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
《续录》卷三《储藏》分别
载有绍兴十六年（1148）七月至开禧元年（1205）七月 24 次《暴书会题名碑》，惜未载碑文内容，也就
未能详知出席这 24 次曝书会人员的名单和《题名碑》的具体书写法。
从曝书会这天的安排来看，曝书会从早上到晚上整整一天。由此可想像其场面的热烈隆重：几
上美酒果品佳肴，堂前阁下书画、图书、古器物琳琅满目，官僚士大夫们一边畅饮欢谈，一边观赏书
画，翻阅浏览图书，曝书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图书、书画展览会，更是一次高规格的文化盛会。
在宋代曝书会上，不但展览馆阁所藏的书画图书、古器物，还发布有关文化信息。如绍兴三十
“以御书依典故就都堂宣示宰执，许本
年（1160），高宗以“玉堂”二字亲洒宸翰苑。知制诰周麟上言：
［5］
（ p. 2278）
院摹勒上石，俟石刻成日，于秘书省曝书会宣示，馆阁官并以石本分赐。”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得以较清楚地知道，由宋代馆阁防止图书霉变的曝书活动演变而成的曝书
会，
是宋代官方组织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图书展览性质的文化集会，虽然其间有时因故停办，但基本
上贯穿于整个宋代。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项意义
重大的活动，它给官僚士大夫们提供了每年一次难得的集中观赏国家图书馆中所藏书画、图书、古
器物并一起互相交流的机会。当然，这一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宋代最高统治者为了标榜文治、炫
耀本人书画墨迹，即所谓御书御制和馆阁藏书之富，但它的确是宋代推行重文政策的具体体现，表
明宋代最高统治者对文化基础建设———图书业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宋代馆阁的“曝书会”活
动，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宋代文化形态的绚丽斑斓、丰富多彩，感受到宋代社会浓厚的文化氛围。
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解读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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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ing Books Gathering：An Institu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FANG Jian-xi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China ）
Abstract：Airing books in the sun during the early autumn to prevent moth and mold was the seasonal custom
dating from ancient times . It was also the time-honored tradition or method to preserve books . The Double
Seventh Day（ the 7th day of the 7th lunar month）was specially set aside for that . In the Song Dynasty，for
example，scholar-bureaucrats would follow suit，as recorded in ancient books，including those by the noted
Song writers Su Shi and Song Feigun . Su Shi and Sima Guang（ a politician and writer of the same dynasty）
aired their books at that time，too .
Airing books became an institu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Song Dynasty was established
and had an ever more extensive collection . To preserve the collection well，the tradition was followed to air the
books as well a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the special day for that became
known as a large one-day-long gathering，at which middle- or high-ranking officials and scholar-bureaucrats in
the capital would meet，enjoyed looking at books while eating and drinking . That was why the gathering was
called "Airing Books Gathering" or "Airing Books Banquet" . Finally，they would sign their names on a posted
list .
Having turned the airing books activity into an annual official cultural activity，the national library held
such gatherings throughout the dynasty except for a few occasions . Historically，it was an unprecedented
undertaking and significant event in terms of book collec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 It provided scholarbureaucrats with a good opportunity to meet once a year to watch the national best collection . The gathering
embodied the policy of the regim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alents .
Key words：national library；airing books fair；exhib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