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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技术应用策略及实现途径∗

□王国强

　　摘要　可逆性原则是古籍修复的主要原则,旨在为未来古籍修复提供便利,有利于古籍修复

的可持续性发展,促进古籍修复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减少修复性破坏.文章分别运用归纳法和案

例法研究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内涵、技术及其应用策略.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具有丰富的内

涵和重要的实践价值.古籍修复界已经发明和应用了较多可逆性技术,这些技术只有通过科学

的应用才能收到更好的可逆性效果.可逆性原则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修复过程管理、修复观念转

变、修复方案制定、修复技术应用实施和修复质量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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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最小干预原则、可识别原则和可逆性原则是意

大利学者布兰迪在２０世纪中期提出的文物修复三

大原则[１](９０),这些原则在国际性文物保护文件中得

到了体现,且已经彻底融入西方文物修复理论和实

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１９８６年,英
国学者费尔顿在中国发表了介绍欧洲文物建筑保护

修复观念的文章[２],其中涉及可逆性原则,这是国内

文献中关于修复可逆性原则的较早介绍.随着西方

文物修复理论的输入,可逆性原则逐渐获得中国文

物修复界的认同,并写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

国家委员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２０００年)[３].
中国古籍是较早接受并践行修复可逆性原则的

文物类型,究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古籍的物理特性及

其传统修复技术有关.中国古籍的载体———纸张,
以轻薄柔软为主,书叶以单面抄写、印刷为主(也有

双面抄写、印刷的),装订成册时,书叶需要折叠,并
利用浆糊粘结或纸捻、丝绵线装订,单叶(帧、幅)古
籍在保存过程中也常被卷起或折叠,容易开裂、断线

和散叶,导致古籍需要经常修复;传统古籍修复材料

和修复技艺也适应古籍经常修复的实际,具有较强

的可逆性.１９９１年,国家图书馆在借鉴欧洲敦煌遗

书修复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制定敦煌遗书修复方案.
方案包括四个原则,其一是“在保留处理上,要求修

复工作本身是可逆的”,即修复不会对敦煌遗书造成

不可逆的变化和损伤,如果未来产生更先进的修复

技术,可以去除现有的修复状态,恢复原状[４].国家

图书馆在修复敦煌遗书时,使用传统手工纸和浆糊,
添加的包首和拖尾不与原件粘连[５],便于分离,有意

识地按照可逆性原则开展修复.
此后,不少学者在讨论古籍修复原则、技术或规

范时涉及了可逆性原则.２０００年,马海鹏强调了修

复材料不能对古籍产生副作用,粘合剂应具有可逆

性,以便恢复古籍修复前原貌或对古籍实施再修

复[６].２００１年,张志清提出可逆性原则已成为国家

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原则[７].２００７年,杜伟生指出古

籍修复可逆性原则包含技术措施可逆、修复材料可

逆和慎用新技术、新材料[８].２００８年,邢雅梅讨论

了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９].

２０１０年,张平提出修复过程可逆,并列举古籍修复

中几种不可逆现象[１０].２０１２年,林明等讨论了修复

可逆性原则应用的原因及应用过程中 “度”的把

握[１１](１５４).２０１４年,童芷珍提及古籍托补用纸必须

考虑到再次的修复[１２](３).２０１５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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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委托天一阁博物馆主持编写的«古籍与文书修复

导则»把可逆性作为古籍修复原则之一[１３];朱煜强

调了古籍修复浆糊必须具有可逆性[１４].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９年,宋玥、陈家欣分别简要介绍了古籍修复可

逆性原则及应用[１５－１６].２０２１年,师有宽强调了可

逆性原则是古籍修复的重要原则[１７].
十几年来,遵循可逆性原则的古籍修复案例逐

渐增多,初步完成了从可逆性概念到可逆性技术应

用的转变,朱振彬、曹晋、许彤、崔志宾、董捷、吴小

兰、彭道友和李长红等分别介绍了有关案例[１８－２５],
尤以万群的描述最为具体、详悉[２６](３３－３４).２０２０年９
月１日,国家图书馆举办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

成果展[２７],多数展品不同程度地应用了可逆性技

术.国外修复的一些中国古籍,则兼用中外可逆性

技术[２８].
综上所述,可逆性原则已经成为古籍修复界较

为关注的对象,在涵义、内容和技术方面形成了初步

的研究成果,一些大中型古籍收藏单位的部分古籍

修复实践也已经遵循可逆性原则开展工作,但是目

前学术界却没有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相关问题的专

题研究和系统讨论,全面遵循可逆性原则的古籍修

复成果也不多见.因此,本文拟讨论古籍修复可逆

性原则的内涵及其价值,梳理剖析古籍修复可逆性

技术,揭示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应用策略,并探索

可逆性原则的实现途径.

２　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内涵及实践价值

２．１　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内涵

古籍修复可逆性是指确保在未来将古籍恢复到

采取某种修复措施之前的状态[２９](１６３),即在采取相

应措施后,能随时从古籍上去除现有修复技术且不

因去除它们而有损于古籍.
布兰迪将修复可逆性原则视为涉及未来的问

题:“所有的修复干预都不应该使未来的任何干预不

可能再进行下去,相反,应为它们提供便利[１](９０).”
“修复的本体目的不仅在于确保作品的当下实存,而
且也要确保将它传承下去.而且,由于从来没人能

肯定将来无需对作品再进行其他干预,即便只是简

单的保护处理,因此我们的干预必须有利于,而非妨

碍任何可能的后续干预[１](１８０).”«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准则»(２０００年)第２１条要求“一切技术措施应当不

妨碍再次对原物进行保护处理”[３].依据这些论述,

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内涵应主要包括以下四个

方面.
(１)可逆性原则旨在为未来的古籍修复提供便

利.修复是使古籍得以长存的重要方式.古籍在数

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生命周期中,少则数十年,多则二

三百年,大都会经历一个修复周期[１０].可逆性原则

认识到修复技术的历史局限性、修复的阶段性特点,
要求古籍修复不妨碍日后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为未

来留下可工作的空间[２９](１７１).
(２)可逆性原则注重维持古籍的真实性.２０世

纪中期以后,古籍修复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转向维

持古籍的真实性,关注古籍历史见证的价值,可逆性

原则力求修复后的古籍在采取措施后还能够恢复到

修复前原貌,有利于维持古籍的真实性.修复可逆

程度越高,古籍美学和历史价值的留存就越多,后人

获取的古籍真实信息就越丰富.
(３)可逆性原则是相对的.绝对可逆性修复是

不存在的[３０],可逆性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一方面,
无论在科学定义中,还是在实际情况下,修复过的古

籍完全恢复至修复前的状态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
修复材料的可逆不等于能够完全去除这种材料或这

种材料对古籍的影响,如小麦淀粉浆糊是可逆的,但
是当它渗透入纸张纤维中,就不可能完全去除,遑论

那些难以溶解的材料,因此可逆性原则是相对的.
(４)可逆性原则优先服从古籍修复目标.古籍

修复的主要目标是缓解古籍损伤,最大限度地延长

古籍生命周期.在古籍抢救性修复中,一旦修复技

术与可逆性原则发生冲突,即可逆程度较弱的技术

甚至不可逆性技术是唯一能够实现修复目标的技术

时,应首先考虑修复目标,探索修复技术与古籍材料

之间的兼容性,弃置可逆性原则,而不能让可逆性原

则凌驾于修复目标之上,不能不计代价地追求可

逆性.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有关修复可逆性原则的争

论,进一步加深对其内涵的理解.这些争论主要集

中在以下两点.
一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以来,有的学者以绝

对的可逆性并不存在为理由否定修复可逆性原则,
主张代之以不太严格的可去除性原则或可再处理性

原则[２９](１６５);有的古籍修复师认为可逆性原则就是

可再处理性原则[２６](３３).可去除性原则或可再处理

性原则追求古籍修复技术更加实际的可行性[３１],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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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修复可逆程度,在修复实践中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可去除性原则仅关注未来修复技术去除的可能

性,至于去除到什么程度以及去除过程中是否损伤

古籍,存在着不确定性;可再处理性原则强调修复后

的古籍可以再修复,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可逆性,但只

是要求目前的修复技术不会妨碍未来的修复,并不

太关注可逆程度高低,不免过于宽泛,没有多少实际

意义,因此这两个原则目标不太明确,不确定性因素

较多.事实上,历史上修复的部分古籍,并不符合可

逆性修复原则,但是仍然可再处理,可见可再处理只

是可逆性原则的基础,可逆性原则包括了可再处理.
例如,近期国家图书馆修复完成的“天禄琳琅”专藏,
修复过程中遇到大量清代中后期的修复遗存,其中

有衬纸与书口或书脑相连、粘合剂过于浓稠或过量

使用等非可逆性技术,在揭取过程中分离困难,但是

修复专家对于这些修复遗存都进行了再处理[２１],并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是有的学者认为可逆性原则主要基于西方石

质文物建筑,未必适合中国木质为主的文物建筑,以
及其他类型的文物.其实,当布兰迪提出可逆性原

则等文物修复原则时,并不是基于西方建筑的,而是

所有作为历史的实物见证的文物,其«修复理论»所
讨论的是所有类型文物的修复理论,是一般的文物

修复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适性,并未考虑修

复对象、修复对象外形和材质的差别.
可逆性原则从不追求绝对的可逆性,表述清晰

准确,内涵丰富,更能有效提高古籍修复质量,只要

辩证地、弹性地、相对地理解可逆性原则[３０],可逆性

原则无疑是最准确的表述,也正因为这样,可逆性原

则目前仍是古籍修复界的主流观念.由于修复技术

的局限及其操作的偏差,在古籍修复实践中可逆程

度可以有一定的弹性,但是修复原则是理论性的,不
能降低标准,不能遇到困难就修改或者取消原则,原
则“并不针对各种实践细节”[３２].

２．２　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实践价值

(１)保障古籍修复活动的可持续性.古籍生命

周期中所实施的每一次修复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

件,而是古籍历史的一部分,既连接着过去,又连接

着未来.修复活动并非一劳永逸,后续干预是必然

的,可逆性修复能够使未来的修复方便进行,使修复

活动得以伴随着古籍的存在一直持续下去.
(２)提升古籍修复技术的效能.古籍修复原则

的提出使古籍修复摆脱单纯的修理、维修概念而成

为高度专业化的活动,修复是为了重构古籍美学和

史实潜在的一体性[１](７５).不同的修复原则导致不同

的修复目标和修复方式,可逆性作为高层次修复效

果,可以附加于任何古籍修复技术上,提升古籍修复

技术的效能,即施加于古籍的修复技术除了实现修

复的基本目的(加固)外,还尽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性,便于去除.
(３)减少古籍修复的副作用.修复是古籍处于

危险状态下被迫实施的行为,是对古籍材料的干预,
带有一定的风险.古籍修复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两

方面:一是任何修复活动都会对古籍产生影响,干扰

古籍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减少古籍承载的意义;二是

古籍修复材料、方法及操作都有历史局限性,可能导

致修复性破坏[３３].可逆性原则要求随时安全去除

目前的修复状态,可以有效减少古籍修复的副作用.
(４)提高古籍修复的伦理水平.修复师扮演着

拯救古籍生命的角色,是古籍历史的参与者[３４].可

逆性原则曾被明确写入最早的美国历史艺术品保护

协会、加拿大文化财产保护协会和加拿大职业保护

师协会的道德准则中[３５－３６],说明可逆性原则不仅是

修复质量问题,也是修复伦理问题.古籍修复伦理

是古籍修复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可逆性原则要

求修复为古籍的命运作长远的考虑,体现修复活动

对修复本身和古籍原状态的尊重,对修复行为进行

一定的控制,可以有效降低修复活动的风险,丰富古

籍修复伦理内容,提高古籍修复伦理水平.

３　中国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范围及示例

３．１　中国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范围及层次

中西方古籍的制成材料、装帧形式、损坏原因和

状态存在差异,修复可逆性技术也有同有异,各具特

点.敦煌遗书中古代修复遗存的粘合剂有两类:一
类是小麦淀粉浆糊,可逆性强;一类是植物胶类粘合

剂,非常粘稠且难溶于水,可逆性差[１０],明清以后即

很少使用.西方古籍修复在使用日本生产的小麦淀

粉浆糊前,一直使用水溶性较好的天然原料的粘合

剂(如面粉浆糊)和可逆性差的化工粘合剂(如胶

水)[３７].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中,既有传统技术也

有现当代技术;可逆性技术主要是物理技术,包括传

统修复材料、以传统技术制作的修复材料、传统修复

工艺方法以及现当代发明的古籍修复物理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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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技术相较,这些技术可逆性较强,安全可靠.
目前,中国古籍修复界对可逆性技术的理解不

尽一致,在表述中存在宽严不等的现象.能否准确

地界定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范围,取决于对古籍

修复技术可逆性概念是否有正确的理解.古籍修复

技术可逆性概念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要素:一是能

随时从古籍上去除的修复技术,二是去除的同时不

会损伤古籍的修复技术.一项古籍修复技术是否属

于可逆性技术,判断的依据就是是否同时具备这两

个要素.根据古籍修复技术可逆性概念,其范围可

能就没有一些学者认为的那么宽泛,例如,古籍书叶

锤平、压平后,对多余的托补纸按书叶最大尺寸留下

１－２cm 余量裁切,以为未来修复留下余地,这项技

术被有的学者称作可逆性技术[２５].但是这项技术

只是对古籍书叶多余的托补纸的裁切,而不是把书

叶上的托补纸去除(取下),更不存在去除过程中是

否损伤古籍的问题,与古籍修复技术可逆性概念关

联的两个要素都没有关系,因此不属于严格意义上

的可逆性技术.实际上,这项技术属于古籍修复最

小干预技术.
依据可逆程度的高低,中国古籍修复可逆性技

术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１)便于去除的修复材料和

方法.①便于去除的修复材料.修复材料性状稳

定,无论是在修复过程中,还是在修复后,修复材料

都可以随时去除,且不损伤古籍.所谓修复过程中

去除修复材料,是指古籍修复操作中修复师发现材

料性质不稳定,会损伤古籍,或者不利于古籍的长期

保存,为了及时改正错误[３８],随时可以去除的修复

材料;所谓修复后去除修复材料,是指在未来现有修

复出现损坏,需要重新修复,或者现有修复虽然没有

损坏,但是应该被更先进的修复材料所取代,便于去

除的修复材料.②便于去除或重复操作的修复方

法.如为了加宽书脊而添加某些材料,其修复材料

和粘贴方法能够随时去除或与古籍分离,可以反复

操作.(２)去除有一定难度,但去除过程中基本上不

会对古籍造成损伤的修复材料和方法.(３)去除困

难,或去除过程中会对古籍造成轻微损伤的修复材

料和方法.
第一层次的修复技术可逆度高,属于非常可逆

的,第二层次的修复技术可逆度中等,属于较可逆的

或在一定程度上可逆的,第三层次的修复技术可逆

度较低,属于有些可逆的.实际上,多数修复可逆性

技术属于第二层次.第一、第二层次的修复技术,符
合可逆性原则,第三层次的修复技术,也不违背可逆

性原则.

３．２　中国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示例

技术是多元性的,既表现为有形的工具、仪器和

设备等实体,也表现为无形的工艺、方法和规则等工

艺技巧,还表现为图纸等文献[３９].古籍修复可逆性

技术主要包括可逆性材料和可逆性方法,具体来说,
主要有可逆性修复材料的应用方法,以及古籍修复

设备、工具,修复材料及其制作,修复材料应用中的

工艺技法,修复成品的检验设备和方法,等等.中国

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示例详见表１.

４　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应用策略

若要收到更好的修复可逆性效果,除了利用可

逆性技术外,还必须对可逆性技术进行合理的选择、
整合和科学的操作,这涉及可逆性技术的应用策略

问题.

４．１　正确应用传统可逆性技术

中国传统古籍修复技术是伴随着古籍保护的需

求而产生和发展的,经过了长期使用和实践验证,安
全可靠,其中多数技术具有较强的可逆性,这些技术

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正确应用.部分

修复材料如补裱纸可以反复取下使用,这一方面是

因为托补纸与传统造纸原理是一致的:古籍修复托

补过程是用浆糊使纸纤维疏松膨胀,将托补纸与古

籍用纸纤维结合,晾干水分,恢复纸张的平整[１２](２);
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手工托补纸具有良好的可逆

性.可逆性强的传统古籍修复技术是传统优秀古籍

修复技术的代表,是应该优先选择、应用的技术,也
是目前古籍修复实践中应用的主要技术.西方古籍

修复应用的可逆性技术,也以传统技术为主,例如小

麦淀粉浆糊,日本、中国或韩国手工纸[３７].西方修

复中国古籍时,尊重中国古籍特点,使用小麦淀粉浆

糊以及来自中国或日本的传统手工纸[４０].英国国

家图书馆从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１０年重新修复敦煌古籍

«金刚经»,使用传统手工构树纸、淀粉基料浆糊等可

逆性材料[４１].

４．２　科学操作可逆性技术

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操作是复杂的技术实践,
既需要技术工艺明确的规定,也需要操作者系统地

学习和长期的反复练习,技术工艺要求准确、定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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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示例

修复技术 可逆性原因 可逆性效果

小麦面粉或淀粉浆糊
小麦面粉或淀粉浆糊呈中性或弱碱性,粘性适中,修补后的纸张柔

和.浓度宁稀勿稠[６],遇水则粘结牢度下降

粘结的补裱纸用水喷湿即可揭开,浆糊易

去除,且不损伤古籍

石花菜浆糊
石花菜浆糊流行于广东,主要成分是琼胶,也可掺入小麦淀粉调

制[４２],粘度适中,修补后的纸张柔软性好,遇水则粘结牢度下降

粘结的补裱纸用水喷湿即可揭开,浆糊易

去除,且不损伤古籍

传统手工制补纸
补纸的制作原料、生产工艺、厚度、色度、纹理及物理性能最大程度

接近古籍纸张[４３]

有利于取下补纸,便于再利用,且不损伤

古籍

传统手工制溜口纸 粘接开裂或接近断裂的书口所使用的传统手工薄纸,以薄皮纸为主 便于去除溜口纸,且不损伤古籍

传统手工制托裱纸
托裱纸的制造原料、生产工艺、厚度、色度、帘纹及物理性能应最大

程度接近古籍纸张[４３]

便于取下托裱纸,便于再利用,且不损伤

古籍

传统手工制衬纸
不平整的古籍,较薄或破损严重的书叶,需用传统手工制衬纸增厚

书册、隔离纸张或增加纸张张力[２１]

有利于取下衬纸,便于再利用,且不损伤

古籍

浆糊适度使用
用蘸上浆糊的毛笔在破损处涂刷,浆糊用量和涂抹范围适度,宁少

勿多,涂抹均匀[２４]
便于取下修复材料,且不损伤古籍

安全揭取补纸、溜口纸和

托裱纸

揭取古籍修复遗留的补裱纸、溜口纸时,以清水闷湿以便分离,避免

发生上下揭离层、揭薄或纸张褪色现象[２６](１１９);勿多次用水,防止形

成新的水渍[２６](７９)

便于取下修复材料,且不损伤古籍

金镶玉装的铺纸不点浆

法和镶衬法

铺纸不点浆法:在镶衬纸上扎针眼,以作为铺放书叶的准线,把要镶

的书叶铺放在镶衬纸上[４４](１８４).镶衬法:量好镶衬纸尺寸,以一张

书叶为标准,依此尺寸把镶衬纸四周预先折好,再折成筒状双叶,逐

张衬镶到书叶中[４４](１８７－１８８).这两种方法都可随时去除衬纸[１８]

有利于取下修复材料,便于再修复,且不

损伤古籍

纸浆补书机
通过一系列操作将事先制作的呈悬浮状的纸浆附着于破损、虫蛀的

古籍书叶,填充破洞[４５]
便于取下修复材料,且不损伤古籍

协调的动作,适应变化的条件.在可逆性技术实施

过程中,规范的操作,尤其是“度”的准确把握,是实

现良好可逆性效果的重要因素.修复技术是通用

的、常规的,但技术应用总是特定的个案,操作过程

中存在着诸多变量,可能出现实时调整,以采取适应

性措施,这是修复师操作过程中根据个人经验、古籍

具 体 情 况 和 修 复 技 术 知 识 形 成 的 “微 观 决

策”[２９](１１８),如浆糊使用应该注意以下问题:(１)浆糊

浓度和粘度与修复用纸和古籍纸张匹配,宁稀勿稠;
较薄、老化或弹性较差的书叶不能使用粘性太强的

浆糊,以免再修复时揭薄或损伤书叶.(２)浆糊涂抹

应均匀,宁薄勿厚,宁少勿多,切忌堆积或超面积涂

抹,以降低去除修复材料的难度.(３)涂刷的方向和

遍数要适宜.
４．３　遵循最小干预和可识别原则应用可逆性技术

古籍修复原则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古籍的原真和

安全,防止修复活动的随意性,降低修复活动的风

险,提升古籍修复伦理水平,可逆性技术的应用应该

在古籍修复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修复可逆性原则、

最小干预原则与可识别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共同应用的整体,应用修复可逆性技术时应遵循最

小干预原则和可识别原则.由于修复可逆性技术随

时可以安全去除,可能会导致古籍修复者随心所欲

地增加修复的规模,而这样做就违背了最小干预原

则.最小干预是指在必要的修复部位,以最小的修

复规模、最少的修复工序和最少的修复频次进行,并
尽可能多地保留古籍的原构件和材料,遵循最小干

预原则所修复的古籍,在新的修复周期所去除的修

复技术最少,可逆性就更容易达到[１１](１５５).可识别

原则是指修复技术与原件之间既要整体协调,又要

有所区别,遵循可识别原则所修复的古籍,在新的修

复周期容易辨识修复技术及其所在部位[４６],精准去

除修复技术.
４．４　结合古籍具体状态灵活应用可逆性技术

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为技术

选择和应用提供了多种可能,技术选择和应用的基

本依据是修复对象本身.最适合待修复古籍的可逆

性技术才是最应该选择和应用的技术.因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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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科学检测和评估古籍,科学的检测数据是

选择和应用可逆性技术的基础.每部待修复古籍的

制成材料、流传过程、损坏情况、外在形态和修复标

准都具有独特性,应该灵活应用匹配的可逆性技术,
采用相应的修复方式,如对局部糟朽酥脆、书品太小

和天头有批注等情况的古籍一般采用金镶玉装修

复[１８],但是因为古籍损坏情况不同,金镶玉装也有

多种形式,其可逆程度也有所差别,如表１所显示

的,由于铺纸不点浆法和镶衬法的衬纸可以随时去

除,因此可逆性较强,而粘镶法(连粘带镶)和裱镶法

(把镶衬纸直接裱镶在书叶上)的衬纸难以去除,可
逆性就较差[１８].

在古籍修复实践中,可逆性概念包含许多复杂

的因素,可能与某种修复措施的恰当性或适合性并

无直接关系.可逆性技术不一定是最好的修复技

术,最好的修复技术也不一定具有较强的可逆性,也
许判断修复技术适宜与否的标准是能否在实现修复

主要目标的同时具有较强的可逆性,即具体古籍的

修复效果[３１].

５　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实现途径

中国目前只有少量古籍修复成果能够全面遵循

可逆性原则,制约了中国古籍修复质量的提高和古

籍修复的可持续发展.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涉及古

籍修复管理的全过程,主要有以下实现途径:
(１)古籍修复过程管理强化可逆性要求.古籍

修复的科学化管理有助于实现古籍修复由经验修复

到科学修复的转化[４７].古籍修复单位要加强古籍

修复全过程的科学管理,完善古籍修复工作流程,在
所有修复环节明确可逆性要求,保证修复过程中任

何环节都充分考虑可逆性原则.
(２)古籍修复观念上增强可逆性意识.修复工

作者应该转变传统修复观念,认识到可逆性修复是

先进的修复理念,古籍修复是阶段性行为,每一次古

籍修复活动都不是修复的终结,而是下一次修复周

期的起点,应该为下次修复周期提供便利.树立可

逆性修复观念,应用即使老化也不会留下难以清除

的后遗症的修复材料,远比应用耐损或耐老化的修

复材料更为重要,所有添加的修复材料都要能够有

效去除.
(３)古籍修复方案制定贯彻可逆性原则.古籍

修复方案包含了指导原则、古籍和修复材料的数据

检测和分析、修复目标和技术选择等若干要素,在其

制定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可逆性原则,保持所有必

要或不可避免的干预措施尽可能的可逆[３０],以最广

泛的科学依据谨慎选择可逆性修复材料和方法,专
家组在审核古籍修复方案时,把是否体现可逆性原

则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即使特殊情况下未选择可

逆性技术,至少也是在充分考虑了可逆性原则之后

作出的决定.
(４)古籍修复技术应用遵循可逆性原则.在古

籍修复技术应用过程中,注重技术应用策略,把可逆

性原则外化到每一个操作细节,以可逆性为目标,精
细操作,灵活实施,使修复技术在需要时可以从古籍

中安全去除,或者与古籍安全分离.
(５)古籍修复质量评价标准体现可逆性原则.

古籍修复质量评价既是对古籍修复原则、技术和工

艺的检验,也是对古籍修复原则、技术和工艺的引

领.国家标准 «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
(GB/T２１７１２－２００８)规定了修复工艺要求、检验和

质量等级[４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如古籍修复质量的评价指标较少,评价标准模

糊,评价指标体系简略,没有涉及可逆性修复材料、
方法及操作.可逆程度是体现古籍修复质量的重要

内容,应在国家古籍修复质量评价标准中得到充分

体现,并将可逆程度和技术的可重复操作次数作为

古籍修复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这里的可重复操作

次数是指安全取下古籍修复材料,并再次用新的修

复材料修复,以及取下和再次修复的措施,且全程对

古籍本体安全无损的可行次数.可逆程度的高低与

重复使用次数的多少密切相关:可逆程度越高,修复

技术取下或利用就越便利和安全,可重复操作次数

就越多,修复质量等级也越高.古籍修复机构在古

籍修复质量评价中,也应该把可逆程度作为重要的

评价指标,以切实指导古籍修复工作.

６　结语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４９].”可逆性原则着眼

于古籍修复的未来,追求为未来的古籍修复留有余

地,注重古籍修复活动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实践

价值.可逆性原则是古籍修复理念和技术进入科学

发展阶段的产物,又进一步引导和增强了古籍修复的

科学性.古籍修复界发明和应用了比较丰富的可逆

性技术,提高了古籍修复质量,减少了古籍修复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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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为了实现更好的可逆性效果,在应用修复可逆性

技术时,应结合具体古籍的状态,审慎选择和整合可

逆性技术,科学操作,服从修复目标,在修复过程管

理、修复观念转变、修复方案制定、修复技术应用实施

和修复质量评价等途径上实现可逆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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