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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与民国文献格式转换的原生性保护机制
∗

□阎琳

　　摘要　格式转换是古籍与民国文献再生性保护的主要途径,目前图书馆因格式转换导致文献

原件损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文章从«图书馆资料保护与处理原则»出发,结合国外典型案例,提出通

过规范管理流程、健全制度方法、整改工作模式等方法建立国内文献格式转换的原生性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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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古籍与民国文献格式转换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历史上各

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属于文物.故而古籍和民国

文献除具有文献价值外还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近

年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和“民国时期文献保

护计划”的展开,古籍与民国文献的保护工作不断深

入,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相结合,既关注文献原

件的保存状态又注重其内容信息的传播利用,在保

护历史、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利用

出版、缩微、数字化等手段对古籍与民国文献进行复

制,将文献内容迁移到其他载体上,是其再生性保护

的重要内容.
随着古籍利用、传播意识的增强和数字化技术

的进步,国内图书馆对古籍、民国文献“重藏轻用”的
思想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将古籍、民国文献

的数字化、缩微、出版等工作视为特色资源建设的一

部分大力推广.据２０１０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

地区有１７９家单位开展了古籍数字化工作,形成各

类数据库(古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全文数据库等)
４１５个[１].民国文献方面,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

制中心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０年,共抢救平装、精装民国

文献１２．４万种[２].«民国文献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１６»
统计了２３家馆藏量较为丰富的综合性高校图书馆

自建全文、专题民国文献数据库的情况,自建有民国

文献数据库的图书馆有１８家[３].

再生性保护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是其中的问题

也不容忽视.目前,再生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集中

在与原生性保护的冲突上,具体表现为文献原件损

坏风险加大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１．１　文献原件损坏风险加大

无论是古籍原件的缩摄或数字化,还是古籍缩

微片与古籍数字化格式的相互转换,都属于格式转

换.任何格式转换都存在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格式

转换操作中对古籍原件的可能损伤,还包括多次格

式转换对古籍原件的损坏等[４].
以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为

例,该项目由浙江大学联合国内外的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共同承担,一期共有１６所高校参与建设,收入

民国书刊２３６５９４册、中文古籍１５５９１０册[５].项目

所用民国文献由各参加馆打包运送至指定的电子资

源加工中心,加工后再运回原收藏单位.大量民国

文献运回后由于拆解不当无法复原,只能存放在牛

皮纸信封中,还有一些出现了封皮脱落、书背裂开等

情形.有学者指出,河南大学图书馆有２０００册图书

参与 CADAL项目的数字化加工,其中３００多册严

重损毁,不经修复无法再利用[６].其他参加该项目

的高校图书馆也面临类似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参加CADAL项目的民国文献加工运回后也有大

批图书散页存放在牛皮纸信封中至今无法复原.这

种格式转换中的损坏问题屡见不鲜,国内文献保护

专家刘家真、林明等人都呼吁应谨慎开展“再生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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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防止因“保护”加快对原件的损伤[７－８].

１．２　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长期以来,各古籍收藏单位多是根据自身业务

需要,规划并开展馆藏数字化工作,基本处于一种缺

乏宏观管理和调控的状态,极易造成资源的重复建

设[９].虽然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
高校图书馆的 CALIS、CADAL和 CASHL项目在

资源共享和整合方面发挥了指导性作用,但是并没

有形成统一的规划和协调.馆藏纸质资源,无论是

否已有数据库收录,均进行全部文献的开发和建设,
导致各馆不断进行重复建设.例如«四库全书»和
«二十五史»最少有４种以上电子版本[１０].近代大

型综合期刊«东方杂志»有商务印书馆、上海图书馆、
爱如生等五家机构进行了数字化开发[１１].

无论是同一馆藏多次进行不同项目的数字化还

是不同图书馆的类似馆藏的数字化项目,在人力、物
力、财力、资源浪费的同时,还会对文献原件造成多

次损伤.格式转换过程中储藏环境的变化、操作人

员对书页及装帧结构的处理、相机扫描仪等设备对

纸张的光学效应,都或多或少会损伤原件的保存寿

命.延长历史文献的寿命,使其为子孙后代所用是

图书馆的重要使命.为了“开发、利用”而对原件造

成不可逆的人为损伤,显然是忽视了其文物价值,有
悖文献保护的宗旨.

在再生性保护的积极发展趋势下,必然有更多

的机构包括图书馆、数字化外包公司、出版社等参与

其中.如果不能在大规模开展之前建立、健全对原

生性文献的保护管理机制,不仅不利于再生性保护

的规模化展开,而且也可能加重对现存古籍与民国

文献的人为损伤.切实有效的保护管理机制可以降

低格式转换过程中原件的风险,提高工作效益,减少

资源浪费,是古籍与民国文献再生性保护持续发展

的必要条件.

２　文献格式转换的保护性原则

文献格式转换不仅可以为读者提供便捷的访问

方式,而且作为文献保护的一种替代性手段,可以减

少文献原件的调阅次数,延长保存寿命.但是,需要

注意的是,因为在处理过程中需要多次对其进行操

作,增加了损伤藏品原件的风险.如果对文献资料

的构造不了解、处理不恰当,会对资料原件造成损

伤,进行复制的过程中必须预防藏品受损.如何在

文献数字化中做好文献保护工作,降低文献因替代

性保护而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把握好替代性保护

与原生性保护的平衡点,是文献保护必须关注和解

决的问题.
对此问题,早在１９９４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

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braryAssociations
andInstitutions,IFLA)就发布了文献保护指导文

件«图书馆资料保护与处理原则»(IFLAPrinciples
fortheCareandHandlingofLibraryMaterial),
其中将格式转换单独列为一章[１２].IFLA 指出把部

分图书馆的收藏经过格式转换以另一种形式存储是

可行而且必要的.并且提醒操作者在进行格式转换

操作时要谨慎操作,避免对文献原件造成二次损伤.
包括格式转换前后文献放置环境的温湿度,操作中

对文献的妥善处理,以及格式转换所需要的设备工

具的合理选用等.
«图书馆资料保护与处理原则»指出:文献格式

转换的过程必须理清如下几个问题:(１)物品是否是

唯一的或者珍稀的藏品;(２)图书馆或者其他地方是

否有其复本(拷贝);(３)物品是否需要加工(纸张是

否已经或者很可能变得高酸和易碎);(４)是否可能

替换这些物品;(５)资料是否频繁被使用;(６)是否需

要保持其原貌;(７)其是否已经在别的地方被重新格

式化.
格式转换项目开展之前对此７个问题的判断结

果,决定了格式转换是否有充分理由进行、进行过程

中应采取何种技术、为了达到优质的转化效果可以

对原件做如何处理.而国内格式转换面临的重复建

设和文献原件损坏严重的问题也正是因为对«图书

馆资料保护与处理原则»的重视不足.在项目开展

之前未进行有关文献安全性的论证,也缺乏项目开

展中的安全保护机制.
仔细研读这７个问题可知,其中(２)、(５)、(７)着

眼于资源建设的效益,意在避免重复建设、把有限的

资源投入到利用率更高文献的格式转换中;(１)、
(３)、(４)、(６)则决定了项目进行中对原件的处理方

式.例如:如果原件是唯一的,珍稀程度极高,那么

在格式转换中应该尽可能采取最大程度地呈现其原

貌的高质量成像技术手段,仪器设备的选择应考虑

紧跟技术更新的变化,在处理过程中也应尽力避免

对藏品原貌的改变.如果文物价值略低,需要处理

的数量巨大,那么成像质量可以略低,操作过程中可

以对文献结构加以拆解,便于格式转换操作.综合

考察这７个因素,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格式转换对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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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保护带来的不利因素.

３　格式转换中的原生性保护机制案例

３．１　牛津大学图书馆资料保存部

正式开馆于１６０２年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ies)是牛津大学的中心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

手稿、古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为了推广馆藏,牛津

大学早在１９９５年就成立了专门的部门开展文献数

字化工作,将大量代表性资源的数字化列为图书馆

总体规划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１３].且长期开展珍

贵资料的数字化项目,包括馆内项目和与其他机构

合作的项目,目前已建成超过１００多个数字项目并

实现在线获取[１４].为配合数字化工作的展开,建立

了 “牛 津 数 字 图 书 馆 服 务 部”(Oxford Digital
LibararyServices,ODLS),提供数字化替代品的生

成、管理和传递、检索服务.
博德利图书馆文献修复与保护组(Conservation

andCollectionCareTeam)共有１９名工作人员,分为

纸张、书籍、预防性保护三个工作组,其中有６位工作

人员获得保护修复师(ProfessionalAccreditationof
ConservatorＧRestorers,PACR)专业认证[１５].文献修

复与保护组除负责资料保存环境管理和修复工作,
也参与文献的借阅、展览和数字化项目.在数字化

项目初始时对文献状态给予评估、项目进行中对数

字化工作人员提供辅导,项目结束后对文献状态进

行审查,以确保数字化过程中文献的原状得到最大

限度的保护.具体说来,在数字化前,文献保护专业

人员需要逐页核对文献状况,确认是否需要加固修

复或者拆解装帧,是否需要辅助工具,采取何种扫描

仪进行操作[１６].工作组要求文献保护人员不断学

习新知,既具备文献保护的专业技能又能掌握扫描

仪等设备的性能.该小组获得了波隆斯基基金会数

字项目(PolonskyFoundationDigitisationProject,
PFDP)的资助.

总结多年的经验,该馆文献修复与保护组认为

数字化项目圆满完成需要同时具备４个要素:(１)在
数字化项目展开之前,所有相关人员都参与其中;
(２)安排合理的进度,避免给文献和人员带来不必要

的压力;(３)最重要的原则是:对资料所做的处理是

为了数字化工作安全进行而采取的最小限度的资料

复原,而非美术性的修复;(４)由资料保护专业人员

负责权衡资料的数字化推广与保存的损益[１７].正

是由于文献修复与保护组对数字化资料的健全保护

机制与正确的保护理念,才使得牛津大学数百万计

的珍贵资料的数字化工作得以妥善、顺利地开展,珍
贵的历史原件降低了受损的风险.

３．２　哈佛大学文献保护与成像部

哈佛大学图书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图书收

藏量,其中数以百万计的稀有书籍、手稿、照片、地
图等对支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哈佛大学图书馆配备最先进的设施和专家致力于保

护馆藏资料的安全.为了尽可能延长藏品寿命,提
高其访问便捷性,哈佛大学制定了全面保护计划.

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包括大学图书馆和学院图

书馆两个层面,其中哈佛学院图书馆是学院图书馆

中空间最大、藏品数量最多的图书馆.哈佛大学图

书馆韦斯曼保护中心和哈佛学院图书馆文献保护与

成像部共同主导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的文献保护工

作,两者关系非常密切,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形成了

从馆藏环境评估、媒体转换到项目支持的完整的文

献保护体系.韦斯曼文献保护中心成立于１９８９年,
共有１７名工作人员,分为文献保护项目办公室和特

藏修复实验室两个部分;哈佛学院图书馆文献保护

与成像部共有４０名工作人员[１８].１０多年来,在国

家人文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哈佛大学图书馆通过缩

微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完成了数十万册脆化的书籍的

格式转换工作.在此过程之中,韦斯曼文献保护中

心负责资料的挑选、准备和编目,哈佛学院图书馆文

献保护和成像部负责缩微复制与数字化.
资料格式转换的工作流程是:首先填写评估表

来制定计划和预估费用,然后提交调查表至成像部

和韦斯曼文献保护中心商议,最终由哈佛学院图书

馆载录格式转换审核委员会确定.项目展开过程

中,由哈佛学院图书馆文献保护与成像部执行载体

转录技术操作,韦斯曼文献保护中心进行转录前的

文献修复,使之可以承受扫描等操作,实施过程中要

接受审核委员会每月一次的检查.
成熟的工作机制使得哈佛大学图书馆不断顺利

展开各类馆藏的数字化项目.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中文善本古籍数字化项目为例,该项目由中国国家

图书馆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并承担数据质量控制工

作,由哈佛大学图书馆负责提供技术设备并承担中

文善本古籍的数字化、元数据制作和数据传递工

作[１９].在项目开展初期,韦斯曼中心首先对将要进

行数字化的文献进行状态评估,明确指出可能影响

中文特藏数字化的情况,包括:文字被折叠、褶皱遮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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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断线;书口断裂散落;断裂的碎片(有文字或无文

字);封面脱离或佚失;变脆的纸张;虫蛀;装订线离

文字过近;书背扭曲散开.然后,由文献保护专业人

员针对具体文献做出恰当的预处理对策.例如:对
装订线过近会屏蔽文字的情况,采取拆开原有装订、
摊平书页、加上临时线圈的方式进行数字化,使其容

易翻动并保持书页顺序,数字化拍摄后重新装订.
而对于虫蛀的书页,则根据是否会妨害到藏品的翻

动与处理来决定是否修复[２０].诸如此类的判断既

要具有“最小干预”的文物修复理念,又需要权衡数

字化工作的实际情况,故而需要文献保护专业人员

参与.为了避免藏品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韦斯曼文

献保护中心之间不必要的往返,首先由哈佛燕京图

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初步评估、选定藏品,再由文献保

护专业人员到馆进行文献保护评估.然后搬至影像

服务中心进行数字化,经过数字化的部分藏品送至

哈佛大学图书馆远程书库存放.
３．３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资料保存科

根据国际图联的«图书馆资料保护与处理原

则»,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结合自身实际,发布了«国
立国会图书馆资料保存规划»(«国立国会図書館に
おける資料保存の在り方»).其中提出实施文献保

护有５个途径:预防、格式转换、修复、防灾、调查.
其中格式转换是再生性保护的重要内容.在规划中

明确提出在格式转换的整个过程中都应注意原件的

处理.包括格式转换前的预处理,格式转换后的原

件利用限制、保存容器选定等[２１].
为了贯彻实行规划,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数字化

工作形成了各部门协作的文献保护机制.具体如图

１所示.

图１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数字化工作机制[２２]

由图１可见,数字化工作由数字化业务部、资料

保存课、资料管理课三个科室协同参与.其中,资料

保存课负责的内容有:(１)外包加工委托书确认;(２)
资料状态检视确认;(３)外包工作作业场地确认;(４)
与资料管理课商定沟通;(５)资料准备.其中外包工

作作业场地要求具有温湿度可控的、具有防火设施

的资料保存库.资料状态检视主要确认:资料老化

破损的情况、装订处的可视性(是否需要拆解才能数

字化)、折叠或者附件情况.部门内部有规范化的表

格对每册外包加工资料状态进行记录.具体条目包

括:破损、污损、老化情况;有无PE封面、封面、书背

信息;有无金箔、毛边,书背的松紧度、展平度,装订

处的可读性(是否需要解体);细微信息、有无折叠

页、附属物[２３].
对文献状态的检视在送交外包公司之前由图书

馆内部保存课的人员完成,需要具有文献保护和修

复专业技能的人员判断.以书背装订处是否需要拆

解为例,如果装订处比较紧,书页平展时,书芯中间

的文字有歪斜,数字化过程中文字会模糊,无法判

读,则需要拆解,如果只是简单的文字变形,但还可

以识别,则无需拆解.这种细微程度的把握需要专

业文献保存人员在掌握数字化加工技术的基础上,
根据文献本身状况进行判断.

除了各部门协同机制外,挑选高资质的外包公

司,是保障数字化资料质量的前提.日本国立国会

图书馆委托富士胶片公司进行馆藏昭和初期刊行物

的数字化.富士胶片公司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

性影像、信息、文件处理类产品及服务的制造和供应

商之一,在照相化学、照相光学、色彩评价等影像信

息处理方面技术领先.该公司首先分析文献特性,
再综合分析不同媒体格式的特性,最终确定目标文

献的转换格式.昭和初期刊行物约有５万册,纸张

和印刷品质都比较差,有变色劣化的情况.综合考

虑文献劣化程度、用户使用便捷程度、数据存储的容

量、经济效益等因素,富士胶片公司最终决定采用缩

微胶片技术制作存储用载体,再在胶片基础上采用

数字化技术制作阅览用CD.CD制作时采用黑白模

式,有效地控制数字化成品的数量,最终成品控制在

１０００张CD的容量内.这一方案得到了日本国立国

会图书馆的认可.
由昭和时期文献的转换,富士胶片公司总结出

珍贵文献格式转换的三个原则:(１)尽可能多地提取

文献原件的信息;(２)使用可以长期保存的载体;(３)
为了分散风险,分别制作保存用载体和传播利用载

体.掌握此三点原则,即使技术进步、载体有所变

化,也能降低原件的利用率,针对劣化程度高的原件

不复存 在 的 情 况,也 能 确 保 文 献 内 容 被 保 存 下

去[２４].而且这一原则也被应用到其他珍贵文献格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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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转换项目中,正仓院藏圣语藏经卷的数字化项目

也广受好评.
３．４　一桥大学古典资料中心

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古典资料中心是日本唯一专

门研究西洋古典资料的图书馆,也是日本唯一具备

珍贵图书保存修复工房的大学图书馆.藏有１８５０
年前出版的西文古典资料８万余件.其中奥地利经

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德国法学家奥

托冯基尔克(OttovonGierke)、日本经济学家

左右田喜一郎三位教授的藏书和美国书商伯特富

兰克 林 (BurtFranklin)、伯 恩 施 坦 & 苏 瓦 林

(Bernstein&Souvarine)文库等是世界知名的重要

收藏[２５].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古典资料中心自１９９５
年开设修复工房,每年针对日本全国大学图书馆馆

员开展与西洋古典资料的研究法、目录学、整理保存

相关的研讨会,至今已有２０余年历史.
多年的文献保护经验促使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古

典资料中心建立了成熟的资料保存方针,主要有４
点:(１)尊重资料的历史性.不轻易改变原书的构

造、避免对原书进行不可逆的修复、尽可能保证资料

群的统一性;(２)重视预防性保护.针对馆藏所有资

料进行调查,制定保护方案;(３)以利用为前提开展

保护工作;(４)推进数字化、缩微化工作的开展.将

数字资料、缩微资料的利用与资料原件的保护关联

起来[２６].
该馆的文献格式转换工作开展时间长、保护机

制健全,最早起始于１９９３年门格尔文库的缩微制

作.最初由外包公司主导文库缩微制作的全过程,
图书馆工作人员仅负责调阅原本.工作开展之初,
对原件的损伤和对破损书籍的处理、拆解等就是问

题的焦点.当时外包公司的设想是对不易展开、老
化破损的资料都统一由缩微制作人员拆解、临时加

固,以便缩微操作,待制作完成后不做修复就按照原

状储存在相应的保存箱中.后来在不断实践、调研

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由图书馆主导的工作模式,具
体工作机制如图２所示.其中核心内容包括:(１)必
须由图书馆方面判定原书状态是否适合缩微操作,
对哪些原件进行何种加固、修补,也需由图书馆方面

的专业人员判断、操作;(２)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资料

构造的历史性,缩微制作时尽可能不对原件进行拆

解;(３)图书馆专业人员不仅需要对拍摄后的破损状

况进行处理,在拍摄前也需要采取相应的预防性措

施,避免拍摄中对原件的二次损害;(４)资料处理的

全局性.对个别资料的处理需衡量文库的整体保护

计划,对文库整体的处理方案需考察图书馆所有资

料的保存计划[２７].

图２　一桥大学古典资料中心的数字化工作机制[２８]

健全的工作机制使得数字化的过程从高风险

的、可能带来损害的方案变成了开展保护工作的契

机.以数字化工作为契机,展开了文献破损调查、预
防性保护、文献修复等系列工作,形成了数字化、书
目建立、保存修复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在资料保

存方针的指导下,截至２０１５年,共完成对６．３万件

资料的处理[２９],形成的电子文档在古典资料中心的

网页上可公开在线访问.

４　对策与反思

«“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指出,
要着力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建设,格式转换

中原生性保护机制的建立尤显迫切.目前国内古籍

与民国文献格式转换中重复建设与原件损害的高风

险问题与古籍保护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有关.缺乏

保护意识、经费不足、专业人员短缺,使得格式转换

的环境、设备缺乏保障,人员配置不合理.在当前形

势下,古籍与民国文献格式转换中的原生性保护机

制的建立需要从管理制度和人员组织架构入手,分
阶段、分层次逐步推进.
４．１　建立格式转换前的评估制度

目前国内图书馆多从主观角度出发设立格式转

换项目,整体化建设思想薄弱,导致重复建设现象严

重.而在格式转换之前,对涉及的人员、设备、场地评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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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不足,则会导致原件损伤风险加大.故而在开展格

式转换之前,需要制定完善的评估机制,通过规范化

的操作流程,控制原生性保护的风险.这一评估机制

应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家统一管理层面,其二是

基层具体实施层面.
国家统一管理层面,可以借鉴欧洲缩微胶片原版

注册项目(EuropeanRegistrationofMicroform MasＧ
ters,EROMM)[３０],它设立于１９９０年,目的是为欧洲

最重要的图书馆内现存的缩微胶片建立资料库.
EROMM记录缩微胶片的生成时间、存储地点,并提

供网页在线访问,以避免各机构的重复劳动,力求将

有限的资源应用于尚未进行格式转换的文献.国内

古籍与民国文献分藏于各地,格式转换项目缺乏沟

通.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应成立相关部门,对格式转换

项目进行管理,对于大规模的格式转换项目建立审批

制度,避免机构间重复建设.在全国古籍资源和人才

共享合作机制成熟以后,还可以由国家机构统一指导

制定格式转换的整体规划,协助各馆分析保存与利用

的长远需求、数字化处理能力及成本等问题.推进图

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三方合作,提升格式转换质量,
共享设备、人员,提升效益.

基层图书馆具体实施层面,则可以通过制定系

列的规范化文档控制风险.在实施格式转换项目之

前,应预先评估格式转换的费用、场地环境、设备、操
作人员、资料状态,形成规范化的格式转换调查评估

表.调查评估表应由数字化部门、文献保护专业人

员、文献管理人员共同成立的审核委员会认可方可

实施.在预先调查评估的过程中,可以对整个格式

转换过程有总体的认知和规划,合理安排后期的进

度明细,避免给资料和工作人员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再生性保护是推

进古籍利用的重要途径,长期来看,格式转换也应列

入图书馆文献保护的长期规划.以格式转换为触发

点,调动破损调查、文献普查、编目等工作,有利于再

生性保护与原生性保护有机结合,形成多位一体的

保护模式,促进文献保护工作的有序展开.

４．２　制定格式转换操作安全指南

目前国内图书馆的文献保护工作尚处于发展初

期,对IFLA发布的«图书馆资料保护与处理原则»
重视不足.虽然国内少数图书馆在格式转换过程中

也关注到了原件保护的问题,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明
别集丛刊”数字化项目由古籍管理人员对项目细节

操作提出一定安全性要求[３１].但尚无系统的操作

安全性指南,具体实施过程也缺乏文献保护专业人

员参与.绝大多数图书馆对格式转换中的安全机制

缺乏关注,人员配置不足.
«图书馆资料保护与处理原则»指出操作者在进

行格式转换操作时要谨慎操作,在格式转换的前、
中、后期都需要注意文献原件的保护.转换前需要

对文献状态进行评估,判定其物理状态是否适合转

换操作,适合接受哪种操作;转换过程中需要对文献

进行恰当的临时处理;转换后恢复其原始状态或有

选择性地进行修复.国内基层图书馆的文献保护专

业人员有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应根据«图书馆资料

保护与处理原则»,结合中国古籍和民国文献的特点

发布古籍与民国文献格式转换操作安全指南.在古

籍保护专业人员配置不足的情况下,引导数字化或

缩微人员进行系统学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

文献原件的伤害.长期来看,加强古籍保护专业人

员培训是建立格式转换中文献原生性保护机制的必

要条件.目前对古籍保护专业人员的认知往往局限

于“古籍修复”,在各种培训及学历教育中对文献的

预防性保护、系统保护的理论学习不足,未来对专业

人员的培养应该兼顾“修复”与“预防”两方面的

教育.

４．３　建立多方协作的工作模式

由国外经验可见,有效的格式转换工作机制必

须由文献资料管理部门、数字化作业部门、文献保护

部门三方共同参与.其中文献保护部门处于中心位

置,起枢纽作用,负责权衡数字化推广与保护两者之

间的利害关系.国内格式转换项目欠缺的正是本应

处于关键地位的文献保护部门.这与国内图书馆一

般不设立专门的文献保护部门有关.在这种情况

下,需要充分重视文献保护专业人员的意见,即重视

古籍修复人员的意见.任何格式转换项目都应有修

复人员参与其中,而不能仅由古籍研究人员、管理人

员判定是否对某些文献进行格式转换.
文献保护专业人员需要在格式转换项目进行前

对文献的状况加以评估,并且在格式转换前后恰当

地加工处理原件.具体工作包括:项目开展前,对纸

张、装帧、破损情况等进行评估;过程中负责全程监

督,建立三方定时沟通的机制,随时联络管理人员和

数字化操作人员,采取适当的临时加固、修补技术,
以利于格式转换质量的提高;转换后,选择合适的保

存方式与环境,对需要修复的资料进行恰当修复.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基层图书馆的格式转换项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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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部分采取外包的形式加工.专业技术公司在设

备、技术上更新较快,但人员的文献保护意识薄弱.
格式转换项目与外包公司合作,有利于考察每种数

字格式的优劣特性,加快项目进度,但原件的损害风

险加大.故而在选择外包公司时,应格外考察公司

的资质与人员素质,更加注重三方协作的工作机制,
尽量采取人员到馆的形式开展项目,避免原件损伤.

综上,由于国内古籍保护的经费、人员有限,使
得文献的格式转换面临一定的原件损毁风险,现阶

段可通过规范管理流程、健全制度方法、整改工作模

式,实现格式转换中的文献原生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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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formattingisthemainwaytopreserveancientbooksandliteraturesoftheRepublicof
China．Butcurrentlythedamagecausedbyitoccursfrequently．BasedonIFLAPrinciplesandcombining
withtypicalforeigncasesofpractice,thisarticleputsforwardtheestablishmentoftheoriginalprotection
mechanismofthedomesticformatconversionthroughthestandardizedmanagementprocess,thesound
system methodandtherectificationwork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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