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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先待后　笃行致远

———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的探索

□王新才　周荣∗

　　摘要　高校图书馆是古籍保护的重要阵地.百年名校武汉大学有着良好的古籍保护传统,
在近２０年来的古籍保护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工作机制和方法,主要包括对校内古文

献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建立古籍保护工作的长效机制;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并

重;突出整理与研究,深入挖掘古籍的学术价值;积极服务社会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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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作为自晚清、民国延续至今的历史名

校,一直有着良好的古籍保护传统.新的时代,随着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武汉大学图书馆成为

全校古籍保护工作的承载实体.为了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决策,武
汉大学图书馆非常重视古籍保护工作,在按照国家

“十三五”“十四五”等中长期规划做好馆藏古籍保护

常规工作的同时,还结合本馆、本校的实际,努力创

新,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工作机制和方法.

１　重视机构和制度建设,建立古籍保护工作的长效

机制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古籍近２０万册,善本８００
余种,前后共有６６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２００９年,图书馆又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由于种种原因,在２０余万册古籍中,部分

古籍处境堪忧,有约三分之一的古籍亟待修复.面

对这种状况,武汉大学图书馆成立了以馆长任组长

的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随后又调整了图书馆领

导班子的分工,由馆长亲自分管古籍保护工作.考

虑到古籍保护工作的特殊性,图书馆又于２０１９年以

古籍部为基础,成立了古籍保护中心,成为与资源建

设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等相并列的五大中心之一.

在此基础上,学校分管领导和图书馆领导班子进一

步提高认识,将古籍保护定位为传承文脉、守护精神

家园的大事业.大家认识到,要切实保护和利用好

武汉大学的古籍,发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作用,必须高瞻远瞩,发挥高校的优势,整合全校

资源,建立起相应的机构、制度和长效的工作机制.
为此,图书馆领导班子和古籍保护中心人员在

认真学习«“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等
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法规政策的基础上,积极与学

校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沟通,结合本校古籍保护工

作实际,向学校申请成立“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

修复研究中心”,并向国家和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报

备.２０２１年７月,“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

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中心依

托武汉大学图书馆进行建设,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院管理,并受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和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中心的基本职能是对校内古

文献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建立校内各单

位古籍资源的共建共享机制,为“涉古”专业的教学

科研提供有力的文献保障.这一机构和机制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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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有助于形成全校古籍保护和管理的合理结构,提
升全校古籍特藏文献保障与服务水平,为学校的相

关学科建设提供有力的文献支撑.

２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原生性保护的硬件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是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的物质保

障.自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以来,武
汉大学图书馆一直重视对古籍保护环境与硬件设施

的改造和更新.２０１２年,与新馆建设相配合,图书

馆建成总面积９６０平方米的古籍书库,新的古籍书

库按国家颁布的«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来
设计,配备了恒温恒湿的空调系统、防紫外线遮光窗

帘及消防安全系统.与此同时布置了宽敞、雅致、舒
适的古籍阅览区及古籍修复、编目、整理业务工作

室,配置了低温冷柜和基本的修复设备,还根据书影

采集的相关标准和实际需求,先后购置了零边距冷

光扫描仪、古籍翻拍架、单反数码相机、大容量移动

硬盘等设备,为古籍数字化影像的采集和存储提供

了物质条件.

２０１６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开始筹建面积约３００
平方米,集中西文古籍、民国文献修复及技术研究于

一体的文献修复中心.２０１８年,为建设文献修复中

心,图书馆向学校申请专项经费２００万元,配备国内

一流的硬件设施,新购入各类纸张检测设备７台、文
献预处理设备６台、文献修复专用设备３３台及西文

古籍、精平装书修复设备４台等,全方位提升修复中

心硬件水平.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投入使用,标
志着古籍原生性保护工作有了更好的平台,极大地

改善了古籍存藏环境,有利于加快古籍修复的速度,
提高古籍修复的数量,提升古籍修复的质量.

３　全方位推进古籍数字化,形成再生性保护的合理

流程

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以古籍书目

的数字化为先导.武汉大学图书馆曾参与制定“中
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古籍联机合作编

目规则”,并使用 CALIS古籍编目专用客户端,向

CALIS特色数据库项目“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

资源库”提交书目记录近２万条.２００９年,武汉大

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的编目也被纳入 ALEPH 自

动化集成系统,古籍编目人员在利用该系统进行编

目时,除了著录行款版式、批校题跋、藏书印章等信

息外,还专门设计了两个特定字段,分别用于记录古

籍定级和古籍破损定级信息,为馆藏古籍分级保护

与修复做好了书目数据准备.２０１３年,按照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的要求,依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手

册»的著录规范,武汉大学图书馆集中力量,对馆藏

１９１２年之前刊刻、抄写的古籍进行了全面调查,在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平台上传书目数据共８０３３条.
到目前为止,武汉大学图书馆已积累了各类馆藏古

籍书目数据８万余条,由于近年来新购入古籍和影

印本线装书数量的增加,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长.
在进行CALIS古籍联机编目的同时,武汉大学图书

馆的古籍书影采集工作也同步启动,并且从单纯扫

描首页、内封或序跋等少量特定书叶,逐步转向对整

部古籍所有书叶的全文影像采集,迄今已完成３４０
余部古籍的全文书影扫描工作,图片存储总容量超

过５TB.武汉大学图书馆还积极参与“武汉大学边

海文献服务平台”等资料平台的建设和服务工作,为
其提供古籍书影.

在近２０年的古籍数字化实践中,武汉大学图书

馆的古籍保护团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与全球的

古籍爱好者、研究者和工作者共建、共享古籍数字资

源,是大势所趋.但古籍数字化不应仅仅停留在联

机编目和书影采集的层面,甚至 OCR文字识别、数
据库建设、知识挖掘与组织等数字人文技术,也无法

全面概括古籍数字化的完整内涵.古籍数字化,应
该是古籍收藏、保护、整理、阅读、研究、利用等各阶

段全领域、全流程、多纬度、多层次的数字化.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２０１８年,武汉大学图书

馆顺应智慧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以古籍保护专项建

设为契机,联合校外专业公司,共同创建“武汉大学

古籍保护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此平台

旨在打通古籍保护工作各环节,根据安全性、易用

性、开放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打造集成化、数字

化、网络化、可多人协作的古籍工作模式,将古籍庋

藏、阅览、编目、修复、整理、研究等日常工作内容,全
部纳入数字化流程,理顺工作程序,提高协作效率,
提升服务品质.

平台设计伊始,武汉大学图书馆便确定了一个

基本原则,即所有古籍工作都必须以庋藏为核心.
馆藏古籍是阅览、编目、修复、整理等所有古籍工作

的出发点和物质基础,如果不能很好地守护这些珍

贵的中华文化遗存,那么古籍特色资源建设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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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工作都无从谈起.因此,平台格外重视古籍

的出入库管理.无论何人、何时、因何事调用古籍,
都必须通过书库管理员,在平台上登记相关信息,这
些登记信息可以查询、统计和输出,而且即使是平台

管理员也无法删除,这就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古籍出

入库追溯机制,从制度和技术两个方面保障了馆藏

古籍的安全.

２０２０年,平台的内部管理模块正式投入使用,
将古籍工作的五项主要内容:庋藏、阅览、编目、修
复、整理,纳入同一个平台进行管理,从而实现了对

古籍工作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

２０２１年４月,珞珈文华———武汉大学古籍保护

网(即“武汉大学古籍保护信息管理平台”的对外服

务模块)与武汉大学图书馆新版主页同步上线发布,
该网页提供馆藏古籍检索、数据库导航、古籍数字资

源、古籍阅览预约、古籍整理成果、古籍保护技术和

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可以为校内外古籍爱好者与

研究者服务.至此,武汉大学古籍数字化已基本形

成“一个中心”“一网两库三平台”的新格局:“一个中

心”即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一
网两库三平台”的“一网”即武汉大学古籍保护网,
“两库”即 ALEPH 自动化集成系统和CALIS项目,
“三平台”即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平台、武汉大学古籍

保护信息管理平台、全文影像采集平台.
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中心的主要职责

之一,便是依托“一网两库三平台”推动武汉大学各

单位所藏古籍的数字化工作,武汉大学的古籍数字

化事业将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未来的目

标将在全校范围内建立院系、院馆合作机制,发挥武

汉大学的科研优势,进一步提升古籍数字化和数字

人文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将更多的图书馆馆藏古籍

以多种多样的数字化形式呈现给读者.

４　突出整理与研究,深入挖掘古籍的学术价值

“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１９８１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就已

经很精准地总结了古籍整理的意义和工作规律,“整
理古籍,需要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

连续的核心力量”.武汉大学既有丰富的古籍藏量,
也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学术重镇.“章黄学术”在文

学院和古籍研究所代有传人,“五老八中”留下了厚

实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传统小学研究和古籍整理

相得益彰的学术特色.在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理念

的感召下,近年来,武汉大学古籍整理专家团队,先
后完成了«汉语大字典»«故训汇纂»«古音汇纂»等大

型攻关项目,在业界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成立的

一个重要宗旨即在于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些优良传

统,促进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与

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历史学院、信息管理学院、中国

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密切联系和协作,一方

面使古籍整理成为武汉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建

设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古籍整理成为一项“存
亡继绝”的文化工程.以这种思想为指导,近年来,
武汉大学图书馆加大了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力度,并
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图书馆党政一把手的亲自主

持下,古籍整理团队立足馆藏,积极配合国家“十一

五”“十二五”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将馆藏珍

本和稀见古籍进行影印和整理,推出了一系列的成

果(如:王新才、楚龙强主编:«中国古籍珍本丛刊
武汉大学图书馆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６;王新

才、楚龙强主编:«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

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６;王新才、楚龙强主编:
«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等);大力推进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了平台数据的提交,将武汉大学图书馆所

藏１９１２年以前的古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编目,并出

版了普查登记目录(详见王新才、尤传明主编:«武汉

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２０１９);积极参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将收藏

于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民国时期武汉大学讲义进行编

校整理,并全文影印出版(详见周荣主编:«民国时期

武汉大学讲义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８);积
极参与“国家清史工程”“中华大典”等国家重大文化

工程,配合院系专家完成了一批文献整理和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项目,编纂了一些专题性通史(详见«中
国财政通史明代财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晚清财政说明书»,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中华大

典地学典测绘分典»,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５;«中国

阅读通史清代卷(下)»,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
积极参与“荆楚文库”等地方文献整理项目,整理出

版了一批乡邦文献(如:吴芹芳点校«大冶旧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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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汉出版社,２０１４;周荣主编:«皮高品集»,武汉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黄正雨、王心裁辑校«米芾集»,湖
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０);将传统典籍与阅读推广相结

合,点校、整理了一批古典诗词和阅读引领读物,并
入选“新编学生国学丛书”“全民阅读经典臻享”丛书

(如:谢灼华、黄正雨、吴芹芳、谢泉编著:«中国藏书

楼的故事»,山东书画出版社,２０１９;王新才校订«陆
游诗»,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２０;戴蕾校订«李后主词

苏辛词 周姜词»,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２０;黄鹏著:
«书法与绘画»,青海民族出版社,２０２０).古籍保护

团队的成员们还利用业余时间,对馆藏古籍进行多

纬度、深层次的研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表了一

批学术论文,出版了一些学术专著(如:周荣主编:
«明清以来的国家与基层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李玉安著:«中国图书散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吴芹芳、谢泉著:«中国古代的藏书印»,武汉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此外,由王新才教授牵头点校的«武汉大学图书

馆藏晚清名臣手札»已获得湖北省的出版基金资助,
即将出版.

５　服务学校和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积极发

挥古籍资源优势与业务特长,为师生教学科研提供

实践实习平台,协助开展教师教学实践活动,支持学

校的科研和教学.中心每年协助历史学院“民间文

献”与“中国经济史”本科实践课,“中国社会史专题”
的研究生实践课;协助文学院的“古代文学”课程;协
助信息管理学院的“图书的学问与艺术”课程,并开

设介绍馆藏和普及古籍知识的９０分钟讲座(如:“嫏
嬛福地 缥缃珞珈———揭开馆藏古籍的神秘面纱”)
等,加强与古籍相关的信息素养教育.

中心一向坚持服务至上的理念.本着这一理

念,中心工作人员利用本馆古籍进行了一系列的服

务和推广活动.如２０１３年的“校庆１２０周年馆藏特

色古籍展”、２０１５年的“我与中华古籍———馆藏古籍

精品书影展”、２０１６年为“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

提供素材、为图书馆官方微信“古籍寻宝游戏———认

藏书印大神”活动提供藏书印图片、２０２１年为图书

馆年俗庙会及官方微信的电子贺年卡提供古籍书

影.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师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普
及了古籍保护知识,而且对图书馆的古籍文创产品

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古籍修复团队除了完成日常的原生性保护修复

工作以外,也积极承担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使命.例如,举办了“武汉大学２０１８年西文

文献保护与修复研修班”,邀请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图

书馆资深文献保护专家、副研究馆员米歇尔布朗

(MicheleBrown)女士和帕特福克斯(PatFox)女
士担任授课教师,来自清华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

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学员近３０余人参加;参与

武汉大学核心通识课程“图书的文化与艺术”的实地

教学,通过讲解和现场观摩的形式让同学们现场感

受古籍修复技艺.此外,还参与了２０１６年武汉大学

读书节系列活动之一———“古籍寻宝游戏”,并与国

家古籍修复技艺中心湖北传习所联合举办了古籍装

帧体验活动等,让师生近距离感受古籍之美.中心

还与武汉大学印刷包装系印刷研究室联手举办了

“挑战杯”科技竞赛研习活动,助力武汉大学学子冲

刺湖北省的比赛;参与了武汉大学文学院２０１９级专

业必修课“古典文献学”的作业展,指导同学们制作

线装书.
在服务社会方面,图书馆曾以馆藏两个版本的

古籍«说文解字»为素材,协助河南电视台、漯河电视

台拍摄«说文解字»纪录片.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连续两

年参加湖北省图书馆举办的“馆长晒宝”活动,以视

频、现场展示等方式讲解馆藏珍贵古籍,２０２１年,与
湖北省图书馆携手成功组织和举办了«永乐大典»巡
展活动.这些活动影响面广,受到业界人士和大众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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