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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体系化建设规划与实践

———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

□田稷∗　孙晓菲　韩子静

　　摘要　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规模化、体系化建设是开展亚洲文明对话研究的基础和保

障.文章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系统而深入地介绍了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建设的规划与实

践,探讨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建议.境外寻访、全套引进学术大家的藏书、与境外机构开

展合作、寻求捐赠及对现有文献进行重新整合与揭示等是建设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主要方

法,领域专家与专业书商是特色文献品质的保障,合作共建和数字化集成是实现特色文献资源体

系化建设和共享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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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时代,中国的复

兴和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和平崛起首先取

决于周边环境[１].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周边部分

国家存在着复杂的文化冲突和领土纠纷.如何以史

为鉴,化解问题,避免冲突,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面临

的十分重大的问题.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

隆重开幕,大会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

体”这一主题,旨在传承和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璀璨

辉煌的文明成果[２].亚洲文明对话是积极解决中国

崛起与周边国家及区域关系问题的智慧方案.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应对共同挑战,既
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要加深对

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

交流对话、和谐共生[３].我们需要从文明视角去理

解周边国家和亚洲,因此,对亚洲其他国家及区域文

明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１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献资源对强国崛起的重

要性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先进的科学

技术能富民强国,但边界、领土、宗教等问题却只能

通过人文社会科学构建相应的知识体系来解决[４].
因此,如何研究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差异性,这是

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历史责任与使命,而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保障就是文献资源.近现代的历

史经验也表明,强国崛起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文明与文化的研究,对相关国家的文献

资源收集非常成体系.
以美国为例,在其雄心勃勃的扩张后即开始大

量收集其他国家的文献资料,研究这些国家的文化

与文明,用美国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一整套独特的理

想和理念,去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而影响整个世

界.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实施的“战时出版物

合作采集计划”,从他国采入近１００万册书刊;１９４８
－１９７２年又实施了“法明顿计划”,全美６０多个图

书馆合作,系统性地收集外国出版物[５].英国在崛

起的过程中,也搜集了许多海外早期印刷图书与连

续出版物,以及文字产生以来的东方、西方手稿和前

殖民地的档案与图书资料等[６],为其殖民和称霸世

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邻国日本对中国资料的

搜集更是无与伦比[７],«东洋文库»就是一个非常典

型的例子.作为世界著名的亚洲研究文库,«东洋文

库»收集了包括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资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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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智库作用.
鉴往识今,在亚洲文明对话中,中国的和平崛起

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文明.教育部在此方面已经有

前瞻性的布局,在２０１５年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

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９],培育与备案了众多国

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包括近２００个有关亚洲国家与

区域的研究中心.但过去若干年,中国一直在追赶

西方发达国家,而在亚洲研究方面严重落后于美国、
欧洲与邻国日本,相应地,与亚洲文明相关的文献资

源也较为匮乏.虽然近年来国内图书馆在亚洲文献

收集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在规模化与体系化建

设方面尚不能很好地支撑对亚洲文明的研究.因

此,对亚洲文明研究文献的系统性收集与整理迫在

眉睫,图书馆应该主动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

２　浙江大学图书馆对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体

系化建设规划与实践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

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世界观、道德准则、思维模式、
风俗习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１０],因此,收集文

明研究文献显然存在极大的困难.文明之美集中体

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等经典著作和文学、音乐、影视

剧等文艺作品之中,在亚洲文明格局中,宗教文化、
文学、艺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其中的文化

“公约数”[１１],相应地,亚洲文明特色文献主要集中

在人文、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法律、人类学、社会

学等学科领域.
浙江大学图书馆零星购入亚洲文明研究文献由

来已久,但有意地进行系统规划与收藏则始于２０１３
年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随着我国在亚洲领

袖地位的建立,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文明、政治

等方面的研究,将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图书馆进行了相应的规划与

筹谋,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学校学科发展重点,明确

以丝绸之路古代文明和中华文明圈的特色文献收集

为重心,兼顾亚洲其他区域,逐步构建系统化的亚洲

文明特色文献资源体系.经过近１０年的建设,通过

海内外专家寻访、全套引进学术大家的收藏、馆际合

作与交换、捐赠、已有馆藏文献的重新整合与揭示等

途径,目前在亚洲考古与艺术史、１６－１８世纪西方

对远东研究、人类学研究、佛教文化等方面的特色文

献已初具规模.下面根据建设方法的不同分别予以

介绍.

２．１　海外寻访:亚洲考古与艺术史特色文献

艺术史是最有温度的文明史[１２],考古研究可以

帮助厘清文明的脉络和基因,提供文明发展过程的

科学实证.而且由于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存在深刻关

联,在资源和成果方面彼此错叠与交融,共同构成人

类与自身历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网,承载着人类对

于历史的研究和认知,并与自我文化发展模式及活

化的传统等根源问题相关联[１３].因此,亚洲考古与

艺术史资料成为浙江大学图书馆亚洲文明特色文献

建设的第一个重点对象.
由于历史原因,亚洲文明,特别是古代亚洲文明

的文献资源,除了官方机构收藏的不再流通的文献

外,许多都流落到海外私人藏家或研究者手中.近

年由于经济或后继乏人等原因,这些藏书又陆续进

入市场,而且现在北美的实体书店整体处于没落的

阶段[１４],为国内机构能以相对合适的价格引进这些

文献提供了可能.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本校专家指导

下,通过委托国外专业书商有计划地从海外寻访并

引进了１５套考古与艺术史私人藏书,以构建较为完

整的古代文明研究藏书体系.其中涉及亚洲文明的

有８套资料,这批特藏构建了比较完整的丝绸之路

上的亚洲古代文明资料体系.
(１)卡里奥夫斯基(Kariovsky)古代中西亚考古

与艺术史专题特藏(４３５７册).主要包括伊斯兰时

代之前的中亚和西亚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

是中—西亚文明、印度河文明以及阿拉伯半岛古代

文明的考古研究.
(２)中亚与欧亚大陆考古与艺术史专题特藏

(１３９６册).由意大利波伦那－拉文纳大学考古系

茅里齐奥窦西教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罗伯特

戴森的藏书合并而成.内容主要涉及中亚、北亚、
南亚等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与艺术史.

(３)大卫金伯尔(DavidNelsonGmibel)古代

近东考古与艺术史专题特藏(２７６３册).由美国著

名近东考古学者大卫金伯尔建立,主要包括从苏

美尔时代至新亚述时代近东重要的考古与艺术史报

告与研究.
(４)保罗伯纳德(PaulBernard)丝绸之路专题

特藏(４４１７册).主要包括希腊罗马古典世界、希腊

化时期、拜占庭时期的近东和中亚考古与艺术史资

料,以及中亚、高加索地区、欧亚大陆(塞西亚)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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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重要藏书.另外

包括极其丰富的俄文考古报告和书籍、阿富汗考古

较为全面的藏书.
(５)西北考古报告(２９种).集中了西方学者２０

世纪初在新疆、敦煌及中亚地区最重要的考古报告.
(６)路易弗朗(LouisFlam)南亚考古学及文

化史专题特藏(１１００册).藏书包括考古报告、学术

专著、会议论文集,以及特别珍稀的早期哈拉帕及印

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与旅行记等.不仅为印度河流

域文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而且由于开展早期

文明研究严重依赖比较材料,因此也将会极大地促

进对良渚文明的研究.
(７)菲利普L科尔(PhilipL．Kohl)高加索

和中亚考古学专题特藏(９１５册).包括内外高加索

地区的考古报告、专著、会议论文和一些发行量很

少、出版时间很短的学术杂志,以及一些很难获得的

俄文报告.
(８)奥斯卡W穆斯卡里拉 (OscarW．MusＧ

carella)古代考古学与艺术专题特藏(４１２册).美国

考古学家的私人藏书,主要是关于近东考古学和古

代世界的书籍.

２．２　全套引进学术大家藏书:西方对亚洲文明的研

究———«基伯斯藏书»
数百年前,西方人因航海、探险和殖民扩张,从

中东到远东踏上亚洲的土地,找寻已经失落的古代

亚洲城市文明,记录下了他们看到和了解到的亚洲

城市的文明与发展,以及殖民扩张对亚洲城市的影

响与改变.西方学者后来基于这些资料进行了大量

系统的研究.这些记录和研究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亚

洲文明状况,而且提供了西方学者对文明研究的方

法与模式,对研究亚洲文明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因

此,西方人研究亚洲文明的文献资源成为重点建设

对象.浙江大学图书馆因此寻机引进了法国著名远

东文化史专家约瑟夫基伯斯教授的毕生藏书.
«基伯斯藏书»的内容与结构体现了１６世纪以

来西方对远东(包括中国)认识的基本方式.内容包

括与日本、中国、朝鲜及周边地区(印度、东北亚、蒙
古、满洲里、萨哈林群岛、堪察加群岛、琉球群岛等)
有关的书籍、图录与文献等,总计约２００００余册,涉
及远东文明的多个分支.

通过整体购入领域专家藏书的方式,不仅可以

迅速扩充图书馆在此领域的研究文献,而且由于藏

书人的专家身份,这些书就不仅仅是册数的简单累

加,而是一部有机的历史和文化现象的物质呈现,具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２．３　境外机构合作:与日本民族学博物馆合作构建

人类学特色文献资源

人类学研究可为消解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帮
助解决 社 会 问 题、应 对 文 化 变 迁 等 问 题 提 供 视

角[１５],故亚洲文明特色文献建设的另一个重点是对

人类学资料的收集.但人类学自２０世纪初从欧美

传入中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而且发展过程中遭遇

近３０年的劫难,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

才得以重建和逐步恢复[１５],国内的人类学学科发展

因此受到巨大影响,相应地也严重影响了人类学资

料的收集.
经浙江大学赴海外访问学者的牵线搭桥,浙江

大学图书馆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下简称日

本民博)签署了合作协议,联合设立了浙江大学«民
博文库»,围绕人类学、民族学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在
学术研究、资料共享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日本民博在人类学研究与收集方面享有盛誉,
是亚洲乃至世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该馆

收藏包括亚洲各地各民族历史、语言、宗教、艺术等

文物资料共约１１万件[１６].在日本民博的支持下,
«民博文库»目前收藏了日本民博建馆以来刊行的四

整套主要人类学期刊及其他多语种的多媒体人类学

资料.通过这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来扩大资源收藏

范围,并继续挖掘、整合与揭示现有资源,将建设成

高水准的多语种、纸电结合的当代人类学学术资

料库.

２．４　数字化集成:宗教类特色文献

宗教是文明研究的重点,汤因比等史学家甚至

将宗教作为分辨文明差异的尺度.宗教特藏收集是

亚洲文明特色资源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宗教文献

的特点是大套典籍多,极不方便研究人员携带和利

用,故宗教特藏的数字化建设尤其重要.
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是国内首家集佛

教资源的保存整合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机构,主要

研究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为主的多语种佛教经

典译释、佛教数字资源整合开发、佛教思想文化传播

及其与当代社会的关系等.该中心与哈佛大学合作

建设的“佛教通用数字档案馆”,以哈佛大学西藏佛

教资源中心(TBRC)现藏的１８９７５卷(９６０余万页)

０２

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体系化建设规划与实践/田稷,孙晓菲,韩子静
　　　　ResearchonthePlanningandPracticeoftheSystematicConstructionofSpecialCollectionsRelatedtoAsianCivilization/TianJi,SunXiaofei,HanZijing



2
0

2
0

年
第3

期

珍贵佛教文本与图像为基础,建设百科全书式的佛

教电子图书馆,并将对现藏于中国大陆、泰国、印度、
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佛教文本、图像等资料进行扫描

和编目,同时逐步整合欧、美、日各国现有的数据库,
收集、识别、分类各型数据,构建通用的分析与检索

系统,提供开放性平台共享学术资料与研究成果,致
力于逐渐打造成佛教研究领域的全球数据中心[１７].

２．５　境外捐赠:亚洲人研究亚洲文明特色文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如

何研究自己文明的文献也纳入了收藏计划.通过寻

求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在东亚文明特色文献建设

方面已具一定规模,成立了专门的文献室,目前收集

了２万余种东亚文献,语种主要为日文、韩文等,主
要来自日本、韩国等国的知名学者及机构捐赠.

２．６　主题聚类:亚洲文明虚拟特色文献

前述特色文献在建设之初就以特藏方式纳入馆

藏,其实还有许多陆续采购的亚洲文献按传统分类

号分散在馆藏中,一些数据库(如雕龙日本古典书籍

库、EBSCO “一带一路”资源中心数据库、CADAL
等)中也包括或多或少的亚洲文明相关文献.对此,
我们将采用主题聚类方法来建设.主题聚类式特藏

是以某一主题为中心将分散的文献集中起来,具有

集聚性、主题性及完备性、特色性等特征[１８].文明

研究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浙江大学图

书馆将根据学科研究需要,拟定主题对原本分散的

亚洲文明相关的纸质文献、数字资源进行整合与揭

示,不改变馆藏模式,而是以虚拟特藏的方式呈现给

读者,此方法将可能极大地丰富亚洲文明特色文献

的内容.

３　问题与建议

亚洲是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发祥

地,跨越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宛
若一条人类文明交融沟通的大动脉[１９],这为亚洲文

明特色文献建设带来极大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挑

战.笔者结合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实践,分析其

中的问题和困难,并尝试提出一些解决的建议.

３．１　机遇与经费问题

以«基伯斯藏书»为例,包括了不少１６、１７世纪

西方关于远东的初版图书和原始珍稀资料.这样的

特藏不仅具有文献属性,而且还与文物类似,具有极

高的收藏价值.他们或者已不流通,不是计划买就

能买到;或者费用高昂,让许多图书馆心有余而力不

足.但此类特色文献经常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尽管

存在经费困难,如果有机会,图书馆一定要想方设法

寻求经费支持购入,甚至可以积极争取校友或社会

捐赠来实现.浙江大学图书馆每年都特别设立相对

稳定的学科专项建设经费来保障亚洲文明特色文献

的持续建设,如上文提到的８套亚洲考古与艺术史

特藏即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入藏;而如«基伯斯藏书»
这样的大型特藏则通过申请特别经费来解决.

３．２　文献揭示与利用问题

亚洲文明特色文献的揭示与利用经常会碰到小

语种的难题.据统计,亚洲共有４８个国家和地区,
除汉语和英语外,有４１种官方语言,有的国家还同

时使用几种官方语言.我国高校开设亚洲语种主要

集中在８所专业外语院校中[２０],除北京大学的亚洲

语系比较齐全外,其他非语言类高校的相关人才储

备和培养比较薄弱.亚洲文明文献涉及的小语种众

多,这对文献的编目揭示和利用都带来了极大挑战.
参与高校不仅要有意识地引进小语种人才,更要有

前瞻性地布局亚洲语系的建立,以培养更多具有这

方面语言能力的人才.
其次,由于小语种原因,导致文献利用率较低,

但图书馆不能因为暂时利用率不高而放弃文献的建

设.为更好地加以利用,可以借鉴很多国外图书馆

已开展的驻馆研究,与同行合作,共同对特色文献进

行深度揭示,方便读者更有效地利用.而特色文献

的编目,可以引入 OCLC联机编目服务,仅对无法

套录的书目数据进行原编,将会很大程度上降低小

语种编目的难度.

３．３　规模与体系化问题

碎片化和空心化的文献资源并不能支撑起对亚

洲文明的研究,文献的规模化和体系化是关键.如

浙江大学图书馆考古与艺术史特藏系列,尚缺前苏

联在中亚和西伯利亚所开展的研究,以及土耳其及

叙利亚部分,西北考古报告中尚缺斯文赫定、奥登

堡等少数学者的工作成果.今后将择机而行,争取

尽早完善.
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系

统化的工程,需要结合所属院校学科发展情况加以

合理规划、布局与不懈坚持.寻求机遇寻访规模化

的藏书是快速扩充特色文献规模的重要方法,如«东
洋文库»就是在１９１７年从中国购进的«莫里循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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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寻找学术大家的藏书是建设体系化特色文献的

重要途径之一.以«基伯斯藏书»为例,由于基伯斯

本人就是著名的学术领域专家,既有藏书家的热情

又有研究人员的专业敏感,全套藏书自成体系,蕴藏

了深厚、丰富的学术知识.研究人员可以据此进行

比较系统的研究,图书馆也可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充

和完善,从而节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３．４　深度寻访与藏书质量问题

文献采访人员的专业背景、眼界与辨识能力决

定了藏书的品质.当前多数图书馆的采访人员平时

主要进行采访的事务性处理,并无能力去寻找与了

解特色文献.因此,特色文献的找寻、选择和建设需

要借助专家的力量,包括领域研究专家和专业水平

高的书商.浙江大学图书馆的考古与艺术史特色文

献系列和«基伯斯藏书»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采入.
而在人类学«民博文库»的建设过程中,曾就文库的

建设方法专门请教了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系的蒙古

与中亚研究中心,以及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欧洲民族

学研究所,以寻求专业的建议.
在寻找资源的途径上,可以与境外机构合作,也

可以通过学校赴境外学术机构访问的学者推荐,还
可以有意识地通过专业书商(特别是境外的专业书

店)帮助收集,他们长期活动在各机构与藏书家中

间,对这类信息非常敏感,而且由于本身极具专业水

准,可以很好地保证来源文献的质量.

３．５　合作共建与数字化共享问题

亚洲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

明[２１].浙江大学图书馆经过前期的规划与积累,目
前已构建了以中华文明圈为主,涉及考古与艺术史、
人类学、宗教等学科的亚洲文明特色文献收藏,但在

其他文明与学科上仍很欠缺.根据网站与文献调

研,国内高校图书馆中,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

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皆有比较丰富的亚洲

文明特色馆藏,如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阿拉伯特色文

献[２２]与域外汉籍等,兰州大学图书馆的西北边疆文

献[２３],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东方学文库、南亚档案

等[２４],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蒙古族和满族特色文

献[２５],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南亚和东南亚特色文献[２６]

等;在省级图书馆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旧海关

刊载中国近代史料数据库和东南亚报刊特色文献馆

藏等[２７],但仍有更多亚洲文明特色文献并没有单独

整理和揭示出来.总体而言,在伊斯兰文明和印度

文明特色文献建设方面,目前国内尚未见有规模化、
体系化的建设成果.因此,全面构建亚洲文明特色

文献体系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经费等限制,任何图书馆都不可能收藏所

有亚洲文明特色文献,合作共建是解决此问题的最

好途径.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内图书馆(包括高校图

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相互合作,而图书馆联盟组织

可以在其中发挥统筹规划与协调作用;另一方面,要
主动寻找甚至创造机遇,积极开展与境外相关机构

的合作.
此外,由于许多纸质特色文献属珍稀藏书,一般

仅允许到馆阅览,很少能提供外借服务,因此在资源

共享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建议首先实现目录共享,
然后分阶段对特藏进行保护性数字化,通过有偿、无
偿服务或交换方式进行共建共享.

４　结语

开展亚洲文明对话,需要深度了解与研究亚洲

文明,建立亚洲文明研究的文献资源体系.我国的

亚洲文明研究长期滞后于美国、欧洲与日本,相应的

文献基础也较薄弱.图书馆馆藏文献是人类文明的

共同记忆[２８],传承文明、服务社会是图书馆的使

命[２９].亚洲文明对话对图书馆是挑战更是机遇.
图书馆要做亚洲文明对话的践行者、推动者和贡献

者,将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收集与整理作为当

下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

方向.结合学科发展方向及现有文献基础,利用先

进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系统规划并尽早建立起完

整的亚洲文明研究文献资源体系,服务国家战略,服
务亚洲文明对话智库建设,为构建中国向世界诠释

自己的知识体系发挥重要的基础保障与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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