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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差异的原因、意义及启示

□王国强∗

　　摘要　阐述了中国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差异的主要表现、原因、意义及对中国古籍保护方法应

用的启示.古籍保护方法的南北差异源于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的南北差异,表现在古

籍库房外部环境选择和内部环境改善、古籍装具配置与古籍损毁防治等方面.文章提供了针对

性强、南北相互借鉴的古籍保护方法,丰富了中国古籍保护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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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籍保护实践中,不同地方应用的古籍

保护方法有所差异,地方之间的地理因素差异越大,
古籍保护方法的差异就越显著.地理因素包括自然

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中国地理因素的差异主

要表现在纬度差异即南北差异,因此中国古籍保护

方法的地方差异在以秦岭—淮河线划分的南北方表

现得最为突出.当北方盛行书籍函套时,清代中期

富有藏书经验的孙从添已经强调南方藏书绝对不能

使用函套[１];１９１１年,叶德辉进一步指出南北自然

地理因素不同,藏书保护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古籍保护方法的南北差

异引起古籍保护界更多关注,多位学者从地理因素

出发分别讨论了南北古籍在虫害、灰尘、潮霉、干燥

和破损等方面的防治方法,这些讨论展示了南北不

同的古籍保护方法,反映了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差异

的客观存在,对古籍保护界了解古籍保护方法的南

北差异和因地制宜应用古籍保护方法具有积极意

义;但是这些讨论既没有从某一方面系统比较古籍

保护方法的南北差异,也没有从整体上全面比较古

籍保护方法的南北差异,也很少涉及人文地理因素

的南北差异对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差异的影响,更缺

乏从广度上研究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差异所涉及的相

关问题.本文拟讨论中国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差异的

主要表现、原因、意义及对中国古籍保护方法应用的

启示,为古籍保护界合理应用古籍保护方法提供

参考.

１　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差异的主要表现

１．１　古籍库房外部环境选择和内部环境改善方法

的差异

１９０９年,清学部奏请京师图书馆馆址选择在近

水远市、水木清旷之处,古籍库房建于湖中央和两

岸[３],这样的环境条件远远超出此前北方古籍库房

选址避免卑湿之地的传统要求.南方古籍保存环境

恶劣,迫使藏书家苦心孤诣为古籍库房选择清幽空

旷的环境,以便防火防潮.明代中期以后南方兴建

园林,不少藏书楼位于园林中,如宁波天一阁[４]、绍
兴澹生堂[５],目前有些南方古籍库房就是历史遗留,
如收藏浙江图书馆馆藏古籍的孤山分馆和湖州嘉业

堂.就整体而言,目前南方图书馆古籍库房在选址

上也比北方更加重视外部环境,不少新建或改造的

古籍库房或独立建造,或专门建于图书馆地下室,或
位于图书馆中高层[６],自成一区.

古籍库房内部是与古籍保存直接相关的小环

境.当前南北古籍库房的建筑风格和材料同质化现

象严重,然而南方更重视古籍库房内部环境的改善,
恒温恒湿、除湿、防火和防紫外线等设备的拥有比例

高于北方,开启时间多于北方,控制的温湿度也低于

北方[７].此外,北方夏季根据温湿度选择开闭古籍

库房门窗,南方大部分季节都要随着温湿度变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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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古籍库房门窗,投放干燥剂.当春季南方古籍库

房内部使用多种方法防治潮湿时,北方古籍库房内

部却要使用加湿设备、设置盛水容器、铺设草垫和洒

水等适当增加湿度[８].南方古籍库房具有比北方重

视通风透光的传统,古代不少古籍库房设在藏书楼

二楼,如天一阁,或者抬高地基,如湖州嘉业堂[９],而
且窗户较多,孙从添[１０]和叶德辉[１１]都要求南方古籍

库房四面设窗,而北方除寺观、书院和儒学藏书楼多

为二层外,其他古籍库房多为平房,且少窗户.

１．２　古籍装具配置方法的差异

古籍装具分为外装具和内装具.外装具主要有

箱、柜、橱和架(有的书架内置书橱)等,是古籍保护

的中层设备,可以固定古籍在库房的位置,防光、防
尘、防水,减弱温湿度的突变对古籍的影响[１２].南

北古籍保存都是箱、柜、橱和架并用,但是北方多用

箱、橱和柜,排列较密集,南方柜、箱、橱和架的排列

一般较疏朗[１３],并与窗户、墙角保持一定的距离,便
于通风透气,隔离窗口渗入的雨水和墙角的潮湿.

内装具直接接触古籍,是古籍保存的内层设备

和最小空间[１４].内装具主要有函套和夹板等.函

套制作材料是棉布(或绫锦)、厚纸板和浆糊,可以完

全或大部分包围书册.一副夹板由两块木板构成,
置于书册上下,以布带连接系紧.函套或夹板的使

用颇能体现古籍保护方法的南北差异.北方主要用

函套,函套适应北方自然地理环境,可以隔离灰尘,
缓解古籍纸张的过分干燥,预防纸张风化,而夹板则

使古籍四周裸露,沾惹灰尘.南方主要用夹板,夹板

适应南方自然地理环境,可以减少虫害,通风透气,
散潮散热,而函套则使古籍温湿度上升,函套材料滋

生虫菌,招惹鼠蚁,是南方古籍保存的祸害[１５].古

籍函套和夹板制作的材料、形式、规格和颜色多种多

样,形成了北方函套文化和南方夹板文化.

１．３　古籍损毁防治方法的差异

(１)古籍灰尘防治方法的差异.防治古籍灰尘

方法的南北差异主要体现在预防上.北方比南方更

重视古籍灰尘的预防,除在古籍库房周围种植花木

以过滤沙尘和利用函套、箱柜以隔离灰尘外,春冬季

还经常密封古籍库房,在门窗四周镶密封条、橡皮条

等提高密封度[１６],以减少灰尘进入古籍库房.南方

预防灰尘的方法较少,除利用夹板、箱、柜和架外,有
时也密闭古籍库房门窗,翻检藏书[１７].南方古籍库

房的空气过滤和净化设备的拥有比例高于北方.

(２)古籍虫害防治方法的差异.南北古籍收藏

机构都使用植物药防治古籍虫害,北方主要使用装

在纸袋内的植物药灵香草或樟脑丸,比较简单,南方

使用植 物 药 种 类 繁 多,并 用 挥 发 性 和 中 毒 性 药

物[１８],把药物放在书册内、装具内和库房地面上,而
且用药量大,更换频繁[１９];此外,南方使用磷化铝熏

蒸杀虫法、冷冻灭虫法等治理古籍虫害[２０],或者使

用多种生态、生物和化学方法防治古籍蚁害[２１],都
是北方很少使用的.恒温恒湿设备并不能根治南方

古籍虫害[２２],所以防治古籍虫害方法的南北差异将

长期存在.
(３)古籍潮霉防治方法的差异.南北古籍保存

中都有潮霉现象,但是南方更甚.南方比北方更重

视改善古籍库房环境以预防古籍潮霉,也更重视新

收古籍入库前潮霉的处理、库房古籍潮霉的监测和

潮霉古籍的隔离处理,更多利用药物熏蒸、红外线辐

射、绝氧封存、低温处理和手工清除等方法灭菌,并
根据不同的霉菌种类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方法.抖晾

是防治古籍潮霉的有效方法,南北抖晾古籍的时间

和次数并不相同,北方多在夏季抖晾古籍,南方四季

都抖晾古籍,抖晾古籍的次数也更多,也更讲究抖晾

古籍的程序和工具[２３].
(４)古籍破损修复方法的差异.古籍流传过程

中产生的虫蛀鼠啮、撕裂、絮化、风化、脆化、残缺和

霉烂等破损现象需要修复.南北古籍修复措施、工
具、手法和风格有所差别[２４]:金镶玉装流行于北方,
目前南方偶有应用;北方多整纸托裱,南方则补洞,
使用浆糊北厚南薄;严重风化、脆化的天头地脚,过
去北方多裁去,南方则补修;镶衬、修补过的书册四

周的毛茬余纸,北方主要用剪刀逐叶剪去,南方则用

马蹄刀多叶一起裁切,在裁切整册边缘时,北方多用

大刀或切书机,南方用马蹄刀;修补后打眼时南北都

尽量用旧眼,然而北方多是锥通旧眼,当旧眼歪斜时

会用纸捻堵住一、二个,打一、二个新眼,南方则先用

纸捻补旧眼,再在原处打眼[２５].修复用浆糊的制作

在南北也差异良多:在原料上,南方多用不提取面筋

的小麦精粉,以使浆糊粘性较强,北方多用提取面筋

的小麦面粉,以使浆糊粘性适中;在制作方法上,南
方多冲制,北方多熬制;在添加物上,南方巧妙地添

加多种物料以达到多重目的,如“五防浆糊”就是加

入防蚁的雄黄、防蠹的百部根、防鼠的皂角、防腐的

白矾(案白矾使纸张酸化、脆化,不宜使用)和防潮的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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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末等制作而成[２６],北方则很少添加物.

２　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差异的原因

２．１　自然地理因素南北差异的影响

(１)南北古籍遭受的不同损毁导致古籍保护方

法的南北差异.古籍保存需要适宜的自然地理因

素,而不同地方与适宜于古籍保存的自然地理因素

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从而导致古籍遭受自然地

理因素的损毁,南北古籍保护方法正是为了防治南

北自然地理因素的差异给古籍带来的不同损毁而产

生的.一地的自然地理因素与适宜于古籍保存的自

然地理因素之间差别越大,这个地方越需要更多方

法改善古籍保存小环境的自然地理因素,使之接近

或达到适宜于古籍保存的自然地理因素,这是预防

性保护,也越需要更多方法治理不利的自然地理因

素给古籍带来的损毁,这是救治性保护.
自然地理因素决定了不同地方的温湿度、灰尘、

光照强度及古籍害虫的分布[２７].中国北方主要属

于温带季风气候,夏季温湿度较高,其他季节多干燥

低温,春冬季多风沙;南方多属于亚热带气候,少部

分是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潮湿,植被茂密.中国

古籍害虫的种类、数量和密度由北向南呈递增之

势[２８],北方虫鼠较少,冬季不利于虫鼠活动,南方虫

鼠蚁种类和数量多.就自然地理因素而言,北方比

南方更适宜于古籍保存.古籍材料会自然老化,也
会遭遇各种危害因素的侵袭,适宜的自然地理因素

能延缓古籍的自然老化速度,减少损毁古籍的因素,
例如古籍纸张适宜于较低的温度和略微干燥的环

境[２９],温湿度过高、过低和忽高忽低都会减少古籍

寿命,南北会针对各自不利的自然地理因素产生相

应的防治方法.自然地理因素的南北差异也导致南

北古籍保护方法的细节差异,例如古籍修复用浆糊,
南方需要较强的粘性和较少的用量,如果粘性不强,
湿热的环境容易引起补纸脱落,用量较多,湿热的环

境容易滋生霉菌,而北方需要适中的粘性和较多的

用量,如果粘性太强,干燥的环境会使古籍产生核桃

状皱纹,用量太少,干燥的环境容易引起托裱纸或补

纸粘结不牢.
(２)南北不同物产导致古籍保护方法的南北差

异.自然地理因素的南北差异给古籍带来不同的损

毁,防治这些损毁需要相匹配的材料,而材料的出产

是自然地理因素孕育的.中国南北物产差别悬殊,

这些物产所形成的生物链维系着各地的生态平衡,
根据相生相克的道理,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因素之

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自然地理因素对古籍造

成的损毁必有相应的自然地理因素产生的防治材

料,这些材料会被人们发现和利用.如南方古籍害

虫种类众多,不同害虫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和为害

特点各不相同,但是南方防治古籍害虫的药物多种

多样,每种害虫都有本地出产的防治药物.再如广

东有一种以当地海域出产的石花菜为原料制作的古

籍修补用浆糊,从清朝至今一直在广东古籍收藏单

位使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更是长期使用;这种浆

糊粘度适中,可逆性好,不易滋生霉菌,前人记载不

生虫[３０](近期研究表明具有很强的防虫能力[３１],也
有研究表明生虫[３２]),加入小麦淀粉,效果更佳.

２．２　人文地理因素南北差异的影响

古籍保护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实践.中

国人文地理因素的南北差异对于古籍保护方法的南

北差异具有重要影响.人文地理因素的南北差异表

现在经济、交通、风俗民情、学风、文学艺术和技术等

各方面,这些因素对中国古籍保护方法的南北差异

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且常常是多种因素的共

同作用.
影响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差异的人文地理因素主

要是:
(１)社会因素.南北古籍保护方法的形成与南

北社会背景、教育水平、风俗习惯及人民性格特点等

有关.例如古籍修复传统上有南派北派之分,其差

异表现在操作程序、手法和风格诸方面,这种差异除

深受南北古籍损坏状态不同的影响外,更深受南北

社会因素差异的影响.以修复风格而言,南派细腻、
实用,北派粗犷、大气,这样的风格既与南人秀气、北
人粗犷的性格特点有关[３３],也与南北修复技术形成

的不同社会背景有关,因为南方古籍数量丰富,流通

量大,所以南派“修复速度快而不输美观”,而北方有

“为宫廷服务、讲究装帧”的传统,所以北派修复技艺

全面[３４],追求美观.
(２)经济因素.古籍保护需要高昂的经济成本,

南北古籍保护方法的差别与南北经济状况有直接关

系.例如南北古籍库房的建筑风格和功能与当地民

居基本一致,体现了南北建筑文化,不过南方古籍库

房比当地民居更刻意追求外部环境的选择和内部环

境的改善,这种追求的背后是南方发达的经济所提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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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财力支撑.
(３)文化因素.古籍保护是藏书文化的重要内

容,深受一地藏书文化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影响.例

如明代以降南方古籍保护方法全面发展[３５],而这一

时期南方文化事业、藏书事业发达,知识共同体成员

众多,交往频繁,藏书保护方法成为知识共同体的公

共话题,而北方缺乏这些条件,所以南方古籍保护方

法繁复,往往多种方法并用,北方古籍保护方法简

约,便于操作.

３　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差异的意义

３．１　提供了针对性强的古籍保护方法

针对南北古籍保存中遭受的损毁的原因和状

态,结合南北不同的物产和人文地理因素,南北分别

产生了专门的古籍保护方法.南北古籍保护方法从

产生到传播,逐渐积淀为传统,大多经过较长的时

期,由众多良工巧匠、文人学士不断改良,在南北古

籍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较简易的北

方古籍保护方法,还是较繁难的南方古籍保护方法,
都是基于南北地理因素产生的,对防治南北古籍损

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大部分存世古籍都在南北长

期递藏过,并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证明了南北古籍

保护方法的良好效果.风化、脆化是北方古籍保存

的大患,风化、脆化严重的古籍损坏部位面积大,触
手即碎,为了预防古籍风化、脆化,北方采取用函套

盛装古籍、密封古籍库房门窗、适当增加古籍库房的

湿度等措施,而潮霉是南方古籍保存的大患,潮霉严

重的古籍纸张强度下降,书页粘结,为了预防古籍潮

霉,南方从古籍库房建筑结构、门窗到装具配置无不

首先考虑通风透气除湿问题,这些针对北方古籍风

化、脆化和南方古籍潮霉的原因而产生的预防性保

护方法,效果显著.

３．２　提供了南北相互借鉴的古籍保护方法

古籍保护方法的南北差异提供了南北相互交流

和借鉴的资源,这种交流和借鉴丰富了南北两地的

古籍保护方法,提高了整体古籍保护水平,也使南北

古籍保护方法具有某些共性.中国南北古籍保护方

法的交流和借鉴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南北古籍保

护方法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的频繁,南北古籍

保护方法的交流和借鉴成为中国古籍保护方法实践

中的重要现象.有些北方古籍保护方法被南方借

鉴,如古籍修复用浆糊制法,唐末张彦远首先记载了

浆糊制法:用去掉面筋的小麦淀粉熬煮,稀稠适度,
加入薰陆香,可以“永去蠹而牢固”[３６],后来南方用

小麦淀粉为原料并添加多种物料制作浆糊,或许受

此影响.有些南方古籍保护方法被北方借鉴,例如

保存古籍的箱柜的制作材料,过去北方很少使用樟

木[３７],大多是就地取材,不防虫,有的本身还生虫,
不利于古籍保存保护,近十几年来,北方借鉴南方经

验,多使用樟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古籍保存中的

虫害.有些古籍保护方法通过交流实现南北融合,
如一些古籍害虫或霉菌随着古籍的南北交流迁移到

异地并适应异地环境,防治这些害虫或霉菌就需要

引入其原生地所发明的有效方法.

３．３　丰富了中国古籍保护方法体系

古籍保护方法的南北差异提供了多样化的古籍

保护方法,为古籍保护方法的整合和发展提供了更

多选择和丰富资源.中国古籍保护方法体系的构建

基础比较广泛,无论是对于丰富的传统古籍保护方

法的创造性转化,还是对于丰硕的当代古籍保护方

法的梳理整合,其中一部分来源于各地的共性方法

和个性方法,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中国南北古

籍保护方法有同有异,大致来说,南北古籍保护方法

相同之处主要是古籍保护的基本方法,即防治损害

古籍的水火、灰尘、潮霉、虫鼠和破损等方法,因为损

害古籍的自然因素在南北共同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而已,这些相同的基本方法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古籍

保护方法.南北古籍保护方法相异之处主要体现在

具体技术、程序和材料上,这些相异的具体方法是古

籍保护方法地方性的体现.南北古籍保护的具体方

法也有某些相同或近似之处.南北古籍保护方法的

异同是由南北两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地理因素

决定的.差异性和普遍性并不是对立的,这些方法

共同丰富了中国古籍保护方法体系.不同时期中国

古籍保护方法的主流内容并不相同,但是都应该兼

采并尊重各地古籍保护方法.

４　启示

４．１　因地制宜应用古籍保护方法

古籍保护方法的南北差异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启

示是古籍保护方法的应用应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因

地制宜是在遵循科学性和实用性原则的前提下,各
地结合本地实际尤其是地理因素应用古籍保护方

法.南北地理因素不同,古籍损坏的原因和状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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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保护方法自应不同,古籍保护方法的南北差异为

南北因地制宜应用古籍保护方法提供了正当性和合

理性,也提供了实践依据和方法基础.因地制宜原

则符合古籍保护方法应用规律,有利于古籍保护可

持续发展.
实现古籍保护方法应用的因地制宜原则应采取

如下措施:
(１)南北分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系统的古籍

保护方法体系.
(２)南北分别应用适合于本地的古籍保护方法,

避免过少使用、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古籍保护方法.
(３)南北地理因素是制订有关古籍保护方法国

家标准的重要参考因素.如«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

要求»(GB/T３０２２７—２０１３)根据南北等地地理因素

分别制订古籍库房温湿度标准[３８];学界提出制订古

籍装 具 国 家 标 准 应 针 对 南 北 不 同 的 自 然 地 理

因素[３９].
(４)南北结合本地实际采用有关古籍保护方法

国家标准或制订有关古籍保护方法地方标准.
(５)培养掌握南北古籍保护方法的专业人才.

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应避免去地域化,以保障南北

古籍保护方法的传承.古籍保护专业培养的人才除

了掌握一般古籍保护方法,还应掌握南北古籍保护

方法.全国性古籍保护方法培训班应在南北分别举

办,招收学员以当地为主,讲授内容也以当地古籍保

护方法为主.地方性古籍保护方法培训班,讲授内

容自以当地古籍保护方法为主.

４．２　审慎推广地方古籍保护方法

古籍保护方法的南北差异给我们提供的另一个

启示是地方古籍保护方法的推广应非常审慎.不同

地方的地理因素差别越悬殊,古籍保护方法的差异

就越显著,越不宜相互推广地方古籍保护方法.南

北古籍保护方法的地方性决定了大多数方法只适用

于其产生地的古籍保护,未必适用于其他地方;再
者,相互推广古籍保护方法,可能取代当地原有的适

用的古籍保护方法,减少古籍保护方法的多样性,因
此地方古籍保护方法只有经过充分的实践证明其在

异地适用或比异地原有方法更适用时,才可以审慎

地向异地推广.然而目前古籍保护方法的发展趋势

之一是南方防治古籍虫害的药物向北方漫延,北方

古籍修复方法向南方渗透.当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北京

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承担起全国古籍修复培

训任务后,早期的授课老师都是北京图书馆聘用的

来自北京琉璃厂的古籍修复人员,传授的内容是北

派修复方法,目前南方几位影响较大的古籍修复专

家的技术多是经由北京图书馆的培训而来[４０];尽管

目前南方古籍修复方法结合了南方古籍破损特点,
继承了一些南派传统古籍修复方法,具有较多南派

元素,但是受北派的影响也很明显,与传统南派已不

可同日而语.当前北派古籍修复方法风行全国,南
派古籍修复方法却日益萎缩.南方古籍修复方法自

当以传统南派为基础,合理借鉴北派,而不是相反.
因此南北古籍保护方法可以相互借鉴,却不宜盲目

相互推广.

５　结语

古籍保存需要适宜的自然地理因素,但是任何

地方都存在对古籍保存不利的自然地理因素,正是

出于改善对古籍保存不利的自然地理因素和治理不

利的自然地理因素给古籍带来的损害的目的,各地

才发明了相应的保护方法,而各地人文地理因素的

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地古籍保护方法细节和

风格的差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４１],古籍保护

方法的南北差异是中国古籍保护实践中的重要现

象,不仅为南北古籍的有效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技术

支持,提供了南北间相互借鉴的古籍保护方法,也为

中国古籍保护贡献出多种多样的方法,各地应因地

制宜应用古籍保护方法,审慎推广地方古籍保护方

法,以便提高古籍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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