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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文献的源流与学术价值探析

□何玉∗　蒋耘中　袁欣　董琳　董锦

　　摘要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时期文献主要来自历史积累,与清华大学的百年历史息

息相关,具有馆藏结构合理,版本样态丰富,馆藏源流渠道广泛等特征;就资源类型而言,清华大

学图书馆收藏的民国刊物稀见性强,民国图书签名本多,清华大学学生毕业论文、图书馆史档案、
民间契约文书与老照片各具特色.这些民国时期文献是研究清华大学图书馆史、校史以及中国

近代教育史的重要史料,逐渐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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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文献”是“民国时期文献”的简称,目前国

内学术界尚无统一标准的书面界定[１].本文论述的

民国文献是指“１９１２年１月至１９４９年９月这一特定

历史时期专门记录、传播知识的一切载体”[２],并不

仅仅是中文文献.种类包括图书、期刊、报纸、手稿、
革命文献、历史档案、海报、老照片、电影,以及非正

式出版的日记、传单乃至商业契约和票据等特种文

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的民国文献伴随着清华的百

年历程,馆藏结构合理,版本价值高,馆藏源流丰富,
是研究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史、校史、中国近代教育史

的重要文献与一手史料.

１　清华大学图书馆民国时期馆藏的形成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文献,包括图书、期
刊、报纸、民国期间清华学生毕业论文、清华图书馆馆

史文献、山西文书资料,以及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名人

手稿等.线装民国图书与线装古籍统一混排,目前还

在清点过程中.西文民国文献尚未统计,其他民国时

期的馆藏规模如下:中文图书１６０００余种,中文期刊

３３００余种,中文报纸１００余种,清华学生毕业论文８００
余册,清华图书馆馆史文献５０００余件,民国山西文书

１００００余件.山西文书资料是近几年外购而来,其他

文献大部分是本馆百余年形成的历史馆藏.

１９１１年清华学堂创办后,在教务内设置了图书

管理员,负责管理学校的公有图书.１９１２年１０月,
学校向外交部递交了将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的呈

文.清华学校建立后,正式建设小规模的图书室,称
为清华学校图书室.当时图书室所藏图书,中西文

共仅２０００余册.１９１４年夏,清华学校图书室成为

学校独立行政单位,发展迅速,“购书经费增加至每

年５０００元”.据学校档案资料记载,到１９１７年６
月,校 图 书 馆 有 西 文 图 书 ５０００ 余 册,中 文 图 书

３３０００册.图书馆的图书分为四部分:英、法、德、中
文及少年丛书.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清华图书馆已经初具规

模,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引进了西方图书馆的管

理模式,建立了图书馆的各项管理制度.图书馆主

任下设参考出纳股、中文编目股、西文编目股、管理

股四个部门.其中管理股负责购置书籍杂志,编制

图书预算.１９２５年,清华学校添设大学部和研究

院,图书购置经费比以前增加了５倍.

１９２６年,学校成立了由图书馆主任担任主席,
各学科派代表参加的图书购置委员会,负责决定图

书预算支配及购书事宜.凡各学科应该购置的专业

图书与杂志,只要得到该学科教授的同意,并且书价

未超过图书委员会预算,就可以由各科教授推荐代

表一人,直接与图书馆主任接洽购置.至于普通参

考书,图书馆主任可酌情自行负责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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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清华国学院教授梁启超向图书馆荐购图书

左图文字为:“大正大藏经 日本东京某书局印 预约六百元　梁

启超推荐”.

右图为吴宓写给图书馆主任的信函,提到梁启超推荐了六种

书,建议图书馆登录后“送下研究院转交梁先生备用”.

朱自清在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７日«清华周刊»提到

“图书馆概况”“本馆历年增置图书”,至当年４月底,
馆藏中日文书２１４１００余册,西文书６２７００余册,装
订本中日文期刊６４００余册,西文期刊２３７００余册.
至抗战前夕,馆藏书刊已极为丰富,计３６万余册.

１９３７年８月５日,日本军队进入清华园,霸占

校舍,劫掠、毁坏学校的资产,包括图书馆的藏书,数
十万册藏书被劫掠一空.１９４２年,梅贻琦校长在

«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提及故园情形:“清华园仍

为敌人占作伤兵医院图书馆之出纳部分为会客

室,阅览室为食堂,书库内藏书,西文书之贵重部分

被掠一空,运往敌国;中文部分近年出版之各种期

刊,悉遭焚毁.其他中西典籍,于去秋扫数移至伪北

京大学,于是插架琳琅之书库,已告一空矣.”
据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９日“清华大学图书损失简

报”统计,抗战期间,除自伪北京大学、伪近代科学图

书馆等处查得尚存１７４２７１册图书外,清华大学图书

馆共损失书刊达１７５７２０册.抗战胜利后,清华图书

馆陆续从各大敌伪机构追讨回来.
表１　至１９４７年４月,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列表[３]

来源 中日文书 西文书 期刊 总计册数

北平收回 １３５４２２ ４３５５５ ２１５７５ ２００５５２

昆明运回 ７８６ １９５３ ２２０ ２９５９(未完)

联大分书 ３２２ ２４８ ５７０(未完)

新购 ２０５８５ ４３６０(未全到)３７８２(散册) ２８７２８

赠书 １４７６ ２６３３ ４８９２(散册) ９００１

总计 １５８５９１ ５２７４９ ３０４７０ ２４１８１０

　　自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到１９５８年,清华大学根据

国家统一安排,先后将当时清华调整的各专业图书

随系调出,调拨给一些新建的学校,或者革命老区馆

藏资源不足的学校,共向外校调拨图书１８万余册.
除了外调之外,清华图书馆也接收了部分外校图书,
以及校内各院系资料室转来的图书,例如“一二
一”图书馆的藏书.

２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文献的特点与学术价值

２１　馆藏民国书刊的馆藏结构合理、质量高

清华馆藏民国时期的中文图书,主要按照八大

类分类法进行编目(清华馆员施廷镛等人发明,将图

书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大类)(１１９０９
种),也有«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５种)、«大型图书

馆图书分类法草案»(３５４２种)和«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的图书(９２３种).从现有民国图书馆藏主体八

大类分类法图书来看,中文方面,馆藏总量较多的是

语文(语言学、文学)(４２０８种)、社会科学(３２２６种)
与历史地理类(１６２５种),分别占图书馆民国馆藏的

３５３％、２７％和１３６％.
表２　清华大学图书馆现有馆藏八大类分类法图书

分类号(八大类) 类别 数量(种)

甲 总论 ８４１

乙 哲学宗教 ６８１

丙 自然科学 ２５０

丁 应用科学 ７７４

戊 社会科学 ３２２６

己 史地 １６２５

庚 语文 ４２０８

辛 艺术 ３０４

合计 １１９０９

２２　馆藏民国图书版本样态丰富

据特藏部馆员初步考察,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

民国书籍里,初版书７１６种.例如,朱自清的«欧游

杂记»(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４年初版);陆小曼编«志
摩日记»(上海晨光出版公司,１９４７年初版);林语堂

的«翦拂集»(北新书局,１９２８年初版).
馆藏里还有特别的版本,如照相本、油印本、手

写缩印版、影印本等;纸张材质丰富,有正中纸本、粉
报纸、土报纸、渝版溥泉纸、渝版熟料纸、渝版漂白

纸、渝版浏阳纸、赣版手工纸等.如«良友文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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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９３７年６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出版,以收入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

他各派作家的作品,共４０余种.该丛书一律采用布

面软精装本.据丛书主编赵家璧说,书籍用封套(护
封)从日本学来.现在市面上已很少见,藏之于家的

有不少,但都不投于市,如想得,价贵而难求,即使得

到,品相好的极少.清华馆藏２６种,可惜封套都已不

存.１９４４年潘光旦的«优生与抗战»,是赣县初版,由
手工纸制作而成.«民国廿九年云南螳螂川及南盘江

流域水文资料»是油印本.这些特殊的版本,对于研

究抗战时期的图书出版与发行是很有价值的.

２０１３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举办“馆藏民国图书

珍品展”[４],展出了朱自清先生的«欧游杂记»亲笔签

名本,书上留有“国立清华大学圕 惠存 朱自清敬赠

二三十二四”,该书是１９３４年９月初版;«中国

伶人血缘之研究»是潘光旦的亲笔签名本,书上留有

潘光旦的墨迹“清华大学图书馆 著者敬赠”,该书是

１９４１年９月初版;鲁迅的«彷徨»既是名家著作,又
是名家刘半农的旧藏,该书是１９２６年初版.何应钦

编著的«八年抗战之经过»,由陆军总司令部１９４６年

５月印行,照片及降书影印件共９页,正文２２６页,
附各类统计表２１张.由于何应钦抗战期间担任军

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之职,能够站

在全局的高度把握全国抗战的总情况,掌握别人无

法掌握的军事情报和内部统计资料.他虽然军务繁

忙但仍逐年整理战史,８年来抗战之经过均有记述,
对于了解和研究抗战具有重要价值.馆藏此书附有

１９４８年何应钦致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公函,盖有

国防部印章.

２３　馆藏来源渠道丰富

清华大学图书馆民国书刊来源渠道丰富,除了

采购、调拨、征集等渠道外,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就

是捐赠.自１９１２年清华图书馆成立之日起,清华图

书馆就陆续收到各种各样的捐赠.图书馆最早的英

文图书财产账显示,编号为０１号至０５号的英文书

HistoryofPhilosophy 等就来自于唐国安校长的

遗赠.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年,图书馆最早的中文书财产

账中,除了购进的图书之外,清华图书馆既收到过来

自总统府、外交部、农商部等机构的赠书,也收到过

董绶金、梅贻琦、梁启超、戴志骞、吴晗、郭沫若、陈梦

家等知名人物的赠书,还有许多普通学生的赠书,这
些学生中不乏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共产主

义战士与国家栋梁之材,如冀朝鼎、施滉、程树仁等.
早期的捐赠信息,除了读者自己签名题赠、图书馆篆

刻印章盖在赠书上之外,当时的学生报纸«清华周

刊»屡有“赠书鸣谢”“赠书致谢”或“赠书志谢”文章

进行专门介绍.
西南联大期间,清华图书馆仍在继续坚持服

务[５].清华大学南迁至昆明后,设立清华办事处,机
构有校长办公室和教务处,下设注册部、图书部、体
育部和秘书处.潘光旦以教务长兼任图书部主任.
清华有４位图书馆职员,随学校南下,他们隶属于清

华办事处下的图书部,主要工作是收受及清理北平

转来的图书期刊.虽然馆员不多,但仍旧“刚毅坚

卓”,采购、与社会各界的捐赠与交换等业务并未停

止.１９４０年的«图书馆工作报告»显示[６],至１９４０
年３月,馆员已发出订单２３３件,计图书１５００余种,
期刊３００余种,已到新书１４００余册,期刊约达４０００
余册.由于购书主要偏重理科方面,外文系陈福田

先生介绍美国斯坦福大学筹赠文学书籍２４５册,章
元羲先生介绍康奈尔大学赠送装订本期刊«美国土

木工程学会会刊»与«美国促进工程教育学会会议

录»７５册.馆员制作了专门的藏书票,将“国立清华

大学图书馆接收捐赠图书纪念章”粘贴于赠书之内.
在西南联大期间,清华图书馆与西南联大、西南联大

图书馆之间都存在着图书的流通服务.清华图书馆

借给西南联大各系图书５６６１册,期刊９８４册,共计

图２　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馆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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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７０００余册.在昆明订购西文书４０００余种,西
文期刊３００余种.复校前,西文新书登录３８６７册,
中文９６１册.

根据工作人员研究发现,馆藏民国书刊里还有

相当规模的西南联大时期的藏书(见表３).
表３　馆藏民国书刊里的西南联大时期藏书

馆藏章 藏书量

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 ９册

西南联大图书馆 ４８４册

清华图书馆(昆明) ６５册

图３是最早盖有馆藏章的图书,即清华学堂图

书馆 (第５９册图书)

图３　清华大学图书馆最早的馆藏章:清华学堂图书馆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接收了一批由“平津区敌

伪图书处理委员会”分配的图书,共计数千册,这批

图书大都是抗战胜利从敌伪政权手中缴获并重新分

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清华图书馆在抗

战期间遭受重大损失的补偿.当时,清华图书馆在

思想进步的图书馆主任潘光旦的主持下,收藏了不

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译著与进步的小册子,如

１９３２年版的«资本论»,这是译者王慎明的签名本.
清华园里还有学生自己主持的一个“一二一图书

馆”,为了掩护这个进步的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书库

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４８年,“一二一图书馆”收到

兵团政治部赠送的两本图书«毛泽东选集»(上下

册),这是清华园里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工作人

员在书库里找到了４４４册盖有“一二一图书馆”馆
藏章的图书.

２４　民国刊物稀见性强

清华图书馆珍藏有近６００种期刊是本馆所独

有,或者本馆收藏最完备的刊物.经查询«全国中文

期刊联合目录(１８３３－１９４９)»,我们发现,不少刊物

在国内图书馆界收藏较少,某些年、卷、期为本馆独

有,诸如:«一二一二周刊»(１９３７年)、«一 般»
(１９３６年)、«八德杂志»(１９４７年)、«力行»(１９４０~

１９４４年)、«三民周刊»(１９３９年)、«广肇周报»(１９２０
年)等.在民国期刊的稀见性开发与读者服务方面,
我们做了如下探索.

(１)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申请民国文献保

护项目,影印出版«现代中国之记录:中国报刊情报

集　一九二四—一九三一»(８９册).该书原名«现
代支那之记录»,为中文报刊资料集,由民国时期的

日本驻华机构燕尘社发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

桂生认为,此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中文情报文献汇

编,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从１９２４年７月

到１９３２年５月,«现代中国之记录»的编辑出版从未

间断,总计约有２７００万字.该书保存了很多历史细

节,目前国内仅见于清华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少数几家图书馆.此次影印被列

入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所用底本为清华大学图

书馆藏本.
(２)馆藏的«清华周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清

华年刊»«清华副刊»«清华旬刊»«清华消夏周刊»«清
华进步丛刊»«清华学报»英文版等十几种记载清华

历史的独有性刊物,是研究清华校史,以及近代中国

教育史的重要史料.
对馆藏«清华周刊»“留美通讯”栏目进行辑录.

由于清华的留美使命,在校的学生需要了解美国的

情况,为他日赴美游学做好准备.为此,«清华周刊»
特开辟“留美通讯”专栏,请学长以书信的方式,介绍

美国见闻、所思所想.该栏目从１９１６年一直持续到

１９３０年,有３５５篇报道.已经整理著录了５５万字

(待出版),为了解民国时期的教育、清华大学海外留

学生的心态与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
(３)«清华周刊»数据库建设与“清华印记”互动

体验空间展示.特藏部与信息技术部合作,建立了

«清华周刊»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６００多期内

容,著录了２３万余条数据,提供了关键词、作者、题
名等多种检索途径,深受广大研究者欢迎.

２０１７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开辟了“清华印记”互
动体验空间.在这个互动体验空间里,«清华周刊»
数字版被投放在８块电子屏上,３０多年的清华历史

按照时间轴展开,每一期伴随着封面,还有特藏馆员

提取的«清华周刊»“大事记”,随着历史年代而缓缓

流动.通过数字化技术,老旧的民国期刊可以在屏

幕、手机等各种终端上翻阅与分享,为读者带来了耳

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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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清华校刊»特色数据库建设.«清华校刊»
«清华学校校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人民清华»与
«新清华»,是清华历史上重要的校刊,虽然«人民清

华»与«新清华»不属于民国的时限,但是从内容的角

度来看,这几种校刊涵盖了清华学校时期的初创阶

段,到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蓬勃发展,院系调整的转

型期,一直到调整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发展

过程,对于整个清华大学的历史而言非常重要.«清
华校刊»(１９２６１１~１９２７０５),共１６期.«清华学校

校刊»(１９２７０９~１９２８０６),共３６期.«国立清华大

学校刊»(１９２８１０~１９４８１２),共８８８期.«人民清

华»(１９５０１１１~１９５１１０１８),共２４期.«新清华»
(１９５３０４０２~)自２００７年１月份开始,有全文数据

库.因此,特 色 数 据 库 的«新 清 华»起 讫 时 间 为

(１９５３０４０２~２００６１２３１),共１６７０期,以及专刊

１７５期.五 种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的 校 刊 合 计 数 据 量

５８９１８条,该特色数据库正在建设过程中.

２５　馆藏民国图书签名本多

签名本图书有两种,一种是名家自署、题跋及藏

书印记,还有一种是名人的著作再由名人签名题赠,
并加盖印鉴.特藏部工作人员经常在读者服务过程

中,翻到朱自清、郭沫若等名人亲笔签名的图书,由
此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地毯式查找签名本与特殊印章

图书的工作,收获颇大(见表４).

表４　馆藏民国图书查找工作量统计

查找库、类 馆藏数量(册) 签名本完成量(册)

库存本八大类 约４万 １３２５

闭架库八大类 约４万 ３２４３

合计 约８万 ４５６８

２５１　制定“签名本数据库”的元数据

签名本数据库的元数据由特藏部具有编目经验

的馆员提出,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予以完善,包括索

书号、题名、条码、签名内容、印章内容、赠言、笔记或

书信内容、备注等８项元数据.其中“索书号、题名、
条码”可以从图书馆的后台系统中抓取.

２５２　举办签名本或相关主题图书展览

在整理、研究签名本图书的基础上,清华大学图

书馆通过举办“馆藏珍品图书签名本暨印章展览”等
活动,将特藏整理结果与读者进行分享,反响良好.
例如有读者反馈“在这里我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感,感
受到伟人的足迹,那种莫名的感动,那种厚重,在我

心上沉淀.”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

广案例大赛决赛暨研讨会召开,清华大学图书馆参

赛项目“在这里,我们横扫清华图书馆———寻访、阅
读老馆珍贵图书系列活动”获一等奖,从２７万馆藏

中找到１万多册签章本珍贵图书(其中民国时期签名

图４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签名本数据库”的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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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书４５６８册),并围绕这些珍贵书籍,建设签名本

图书数据库,举办馆藏章珍本展览等多种展览.利

用清华图书馆老馆书库开放日、剧演和专题报告会

等形式,引导读者关注民国文献、阅读经典,发挥图

书馆启迪学术、弘扬文化、传承精神的文化育人

作用.

２６　本馆民国文献种类多样

除了民国时期的图书、期刊、报纸外,清华图书

馆的民国文献还有一部分特种文献,主要包括毕业

论文、馆史档案、民国文书、老照片等.

２６１　民国期间清华学生毕业论文

从清华学校到国立清华大学期间,包括西南联

大时期,留下了学生论文８００余册.早期的纸本论

文均由清华学子手写完成,论文体例不一、长短不

齐.不同的纸质、各异的笔体;有的厚达四五百页,
有的只有寥寥十几页.随手翻阅,其间不时闪过梁

思成、林徽因等人的导师签名钤印.这批论文的作

者,来自全校包括文、理、工、法、医等２０多个院系,
从侧面反映出清华大学在民国时期历史发展过程中

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学科、院系设置的演变.在诸多

论文中,不仅指导教师声名赫赫,论文作者中也不乏

日后的名家大师.这批历经劫波的珍贵史料,已经

图书馆系统整理和数字化,可供读者馆内阅览.葛

兆光曾以清华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期间学位论文为基

础,编著«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

科毕业生论文选»(１９９８年).

２６２　民国期间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史档案

清华图书馆藏有与本馆相关的早期档案资料

(含手稿)６３８０件,其中绝大部分为抗日战争之前民

国时期馆史资料,反映了图书馆在民国期间对内、对
外各项业务往来的情况.对于了解和研究清华图书

馆发展的历史、业务组织的变迁过程、图书馆与教授

和学生的学术联络状况以及清华图书馆在中国图书

馆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进而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各学科专著,研究民国时

期社会文化等方面而言,都是珍贵的第一手文献.

２６３　民国文书

民国文书是图书馆收藏的以山西地区为主体的

４万余件历史文书中的一部分,其中民国时期的文

书共计１万余件.这批文书的数量较大,品相保存

较好,时间跨度较长(自明嘉靖至民国),种类多样,
内容涵盖领域广,并且区域相对集中,较全面记录反

映了民间社会历史生活状况,是了解中国封建社会

后期农村社会实态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文

献价值,同时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受到业内专家学

者的大力推崇.

２６４　赵元任生前老照片

２０１７年底,赵元任家人将赵元任先生生前拍摄

的照片、底片、幻灯片共计２万多张捐赠给清华大学

图书馆,包括照片８７７８张、底片３０４６张、幻灯片

８２５５张,以及相应的电子扫描图片、目录文档等.

３　关于清华大学馆藏民国文献保护、整理与研究的

思考

对于图书馆而言,无论多么珍贵的文献,提供读

者使用才是最终目的.民国文献虽然具有较高的历

史价值,但是由于民国时期的工业造纸过程中化学

药剂的大量添加,导致出现不同程度的酸化现象,随
着时间的推移,与古籍相比,民国文献“灰飞烟灭”的
时间会更早,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清华大学图书

馆在民国文献保护、整理与研究方面主要进行了如

下思考.

３１　改善民国文献的保存条件,加强民国书刊的原

生性保护

在民国文献保护工作中,酸化和修复是两大公

认的难题.原生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延缓文献原本

的寿命.在日常的读者服务过程中,民国时期的书

刊纳入本馆的“珍稀文献”范畴,不再允许外借,只提

供馆内阅览,而且不允许静电复制,只能拍照.由于

历史原因,目前清华大学图书馆民国时期的图书、期
刊与报纸,与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之前的文献在书架上混

排陈列,常温存放,计划藉由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维

修的契机,将民国时期文献搬入恒温恒湿书库,改善

其物理保存条件,并在光线、空气质量、防虫杀虫、文
献保护装具方面有所改进.

３２　购进大型民国文献数据库,同时建设本馆特藏

数据库,促进民国文献再生性保护

近年来,清华大学图书馆积极推动馆藏珍贵资

料数字化工作,馆藏民国文书、珍贵期刊、民国论文、
馆史档案等,都已完成数字化工作.读者可直接使

用电子版,以减少翻阅纸本资源带来的耗损.同时,
试用并购买大型民国时期数据库“大成故纸堆数据

库”,其中的子库“大成民国图书数据库”收录４万多

种,５２万余本民国图书;“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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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录清末到１９４９年近百年间中国出版的７０００多

种期刊,共１４万多期;“大成申报数据库”收录晚清

和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报纸«申报»全部电子版２７万

多期.引导读者使用电子资源,可减少馆藏民国图

书与期刊的借阅所导致的磨损.

３３　以出版促进保护

全国范围内民国文献的影印出版,自新中国成

立以来就已经开始,２０００年后进入了繁荣期.清华

图书馆根据自身的馆藏特点,兼顾学科发展与用户

需求,以民国文献保护项目等方式,对民国文献进行

深层次开发,提炼和挖掘民国文献的内涵,影印出版

或整理出版民国时期的重要资源.已经影印出版

«现代中国之记录:中国报刊情报集　一九二四—一

九三一»,并计划陆续将重要资料辑录或整理出版,
让学术界使用更方便.同时希望加强与其他高校或

公共图书馆的合作,联合出版相关领域的民国文献.

３４　特藏馆员对民国文献的专题开发工作

民国文献保护工作急需专门的文献修复与文献

保护人才,也需要文献内容的整理与研究人才.在

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岗位聘任中,有６~７名特藏馆员

的岗位职责跟民国文献有关,除部门主任外,还有２
名博士后(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２名硕士(图
书馆学),她们对于民国文献的开发与研究各有专

长,将有利于民国文献的深度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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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llection．Intermsofresourcetypes,thecollectionofjournalsoftheRepublicofChinaisprettyrare,

whilethecollectionofbookswithsignaturesisveryrich．Therearealsodissertations,archivesoflibrary
history,thecivilcontractsandoldphotographswiththeirowncharacteristics．ThesecollectionsoftheReＧ
publicofChinaareimportanthistoricalmaterialsforthestudyofthehistoryofTsinghuaLibrary,universiＧ
tyandmodernChineseeducation．Theyhavegraduallyattractedtheattentionof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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