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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房炜）昨晚，
宁波帮题材话剧《大江东去》在北京国家话剧院首
演，两小时的演出时间里，观众席上多次响起雷鸣
般的掌声。宁波商帮的爱国传奇故事也由此走进
北京观众的心里，宁波帮精神也被更多人知晓。
作为我市首台原创大型话剧，《大江东去》此次应
邀进京参加“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纪念话剧
诞辰110周年”活动，将进行为期三天的演出。

话剧《大江东去》讲述了国运兴衰之际，宁波
商人洪一龙与军阀、地痞流氓、外资买办、日本特
务等斗智斗勇的过程，最终以过人的气魄、决心
和智慧成为中国航运业的翘楚。

昨晚，国家话剧院内笼罩着浓浓的爱国热
情，舞台上，宁波话剧的第一代新秀演绎着他们
心目中的英雄，高超的表现力让观众们一次次感
动。演出结束后，老家宁波的观众陈先生意犹未
尽，他说，自从得知《大江东去》要来北京展演，他
就约了三五好友一起来看。“咱们宁波人自己的
话剧来北京演出，多么难得啊！宁波商帮的故事
我是从小听到大的，这次拉朋友一起来看，让我
这个宁波人在北京也能骄傲骄傲，更重要的是通
过演员们的演绎，宁波帮精神仿佛被‘实’化了，
能真切地感受到了。”

3年前，宁波市演艺集团组建了首个话剧中
心，平均年龄才23岁的20多个青年演员摸爬滚
打，在探索中一步步前进，丰富了我市的舞台艺
术。他们从演儿童剧开始，渐渐成长，如今登上
了国家话剧院的舞台。“这个舞台，是话剧演员们
最向往的。没想到三年前还毫无经验的我们，现
在居然站到了这里演大型话剧给首都人民看，我
想我们所有人都对得起这些年的付出了。”演出
结束后，演员陈霞也十分激动。

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天一阁的贡献颇为巨
大。早在乾隆下令编书之初，为支持这一文化工程，
天一阁慨然进呈638种阁藏书籍，率先在民间藏书
家中做出了表率；而在光绪年间及民国时期的补抄
文澜阁《四库全书》工程中，天一阁更是提供了许多
弥足珍贵的善本作为底本。所以说天一阁是“文澜
阁《四库全书》得以完成的一大支柱”，并不为过。

而在“北四阁”和“南三阁”的命名与建筑方面，
天一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参考作用。

众所周知，天一阁之名取自《周易》“天一生水”，
而非望文生义的“天下第一阁”之意。据记载，乾隆皇
帝对天一阁推崇备至，并认为天一阁这样的名字完美
至极。他取法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的“七阁”取了一
组典雅而富有深意的名字——文渊阁、文溯阁、文源
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和文澜阁。除文宗阁外，其
余六阁皆以带“氵”之字命名，同样暗含了以水克火、以
水防火之意。

天一阁不仅在命名方式上巧妙雅致，建筑形制
上也堪称经典，它为四库七阁的建筑设计树立了样
板。据记载，乾隆皇帝曾命杭州织造寅著到天一阁
查看其藏书楼的建筑式样与书架款式，《四库全书》
的“七阁”皆仿天一阁的基本形制进行设计或改建。

然而，这个费尽无数人心血的“文化众筹”的百
衲本在其后的200多年间转辗流离，破坏遗失，仅有

的部分也出现了封面硬化、书线脱落的情况，部分书
页甚至已经发霉。

据杭州出版社方面介绍：“为了让文澜阁《四库
全书》得以保护、传承和推广，杭州出版社挑起了抢
救性整理的文化重任。2004年5月，杭州出版社与
浙江图书馆合作启动了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
的项目。2006年2月22日，《文澜阁四库全书》（经
部）开机印刷。后由于经费不足，整理出版计划一度
搁浅。”

2012年5月8日，杭州出版社与绿城集团签署
了合作出版协议，由绿城集团出资3000余万元，扶
持《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工程。于是，该工程
再度启动。2015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精装本
全套出版完毕，共1559册，大16开本，总重量近4
吨，在原来的基础上还作了修补和纠错。

昨天，捐赠者的代理人徐女士说：“我们觉得把
这个捐给天一阁是最好的选择。”徐女士介绍，由于
捐赠者本人在海外，而且比较低调，他只是想帮母亲
完成这个心愿，同时也是对母亲最好的纪念。因为
捐赠者的母亲裘女士是位爱书之人，如今已去世，其
生前对天一阁心存仰慕，甚至希望到天一阁做义工、
补旧书，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因此捐赠者基于
一份孝心，以其母亲裘女士的名义捐赠。

记者 陈晓旻

《文澜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入藏天一阁
捐赠者：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

《文澜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入藏天一阁
捐赠者：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

昨天，一套珍贵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精装本捐赠仪式在天一阁
举行。这套由杭州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精装本共1559册，大16开本，总重
量近4吨，其入驻宁波天一阁，据捐赠者说，既是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也
是对母亲的最好纪念。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文化众筹”的百衲本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在清乾隆
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
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纂而成的丛书，分经、
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这部举世闻名的巨著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
工程之一。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
册，总字数约十亿。它基本上收录了中国上古至清
初的重要文献，内容涉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有
领域，对保存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乾隆皇帝当时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分别
藏于全国各地。其中先抄好的四部分别藏于紫禁城
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
山庄文津阁，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
分别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这
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各种战乱和变故，现存的
《四库全书》只剩四部，即文渊阁藏本、文津阁藏本、
文溯阁藏本和文澜阁藏本。这其中，文澜阁藏《四库

全书》的传承沿革最为传奇和坎坷，用今天的流行语
来说，它完全就是“文化众筹”的产物。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入杭州，文澜阁
所藏的《四库全书》几近损毁。当时的钱塘人丁申、
丁丙兄弟偶然发现，街头摊贩的食品包装纸居然是
《四库全书》的散页！大惊之下，兄弟俩连夜进行抢
救性收集，在杭州全城收集到库本8140册。

光绪六年（1880年），浙江巡抚谭钟麟支持重建
文澜阁，次年落成。有了新的文澜阁，一场规模巨大
的“文化众筹”便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光绪八年
（1882年），丁丙发起第一次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
先后历时7年。此后，在民国初期又补抄了两次。所
以说，现今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实为一部通过“众
筹”完成的“百衲本”。

据初步估计，文澜阁《四库全书》比原《四库全
书》多出8000卷，其中有的为不同版本分卷不同所
致，有的则为补全原本漏抄内容。而这也是文澜阁
《四库全书》独特的价值所在。

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天一阁渊源深厚
▲

《文澜阁四库全书》捐赠天一阁。 周建平 摄

参加“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

《大江东去》京城连演三天

大乐透第17056期：01 04 24 27 32 03 10
6+1第17057期：1 6 4 6 9 6 6
20选5第17132期：01 02 07 08 12
排列5第17132期：3 0 5 8 8

（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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