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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高校古籍保护工作的思考

———基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业务

□李云∗

　　摘要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１５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结合本馆业务需求在馆藏古籍保

护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根据经验,我们提出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应当遵循３项原则:与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推行的业务不交叉;结合高校图书馆的古籍工作现实,推进古籍保护业务的开

展;调动高校图书馆古籍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广泛参与,早出成果.高校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之初

应当尽快推进各高校图书馆古籍资源数字化建设;提倡联合协作,整理编辑出版«全国高校图书

馆所藏未刊善本古文献丛刊»;推动各高校利用馆藏古籍开展协同服务教育教学;组织研发适用

于各馆实际业务需求的“高校古籍资源服务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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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从２００７年实施到现在已

近１５年,此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诸如古籍普查目

录陆续出版,古籍修复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项目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古籍数字化成果面

向社会开放,受到各界用户的广泛好评;等等.作为

全国范围的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应当涉及各系统

的古籍收藏单位,但由于始终是由与国家图书馆相

同建制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来领导,业务内容的设

置、项目的运行和推广、资金的分配与使用都被赋予

了浓郁的公共图书馆色彩,而作为全国图书馆重要

服务体系组成的高校图书馆,结构特点和业务需求

则因“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缺乏顶层设

计而被忽视,这就导致教育部所属的高校图书馆经

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进而也就逐渐失去了共同

参与该项工作的积极性.
本文基于我们这些年来从事图书馆古籍业务的

真实体会,就即将开展的高校古籍保护工作谈一些

不太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指正.

１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前１０年,北京大学图

书馆所取得的成绩

２００７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作为

第一批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全

力投入到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导的这项工作中.
我们五次参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４６２部入选;
两期«善本再造»共收录馆藏珍本８８部.两项均居

高校图书馆首位.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购入了留存在日本一百多年的“大仓藏书”,计９３１
部、２８１４３册.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国有收藏机构

首次最大规模地回购留存在海外的我们自己的典

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古籍收藏实体的成功

回购.由此,２０１４年经教育部推荐,北京大学图书

馆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７年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１０周年之

际,我们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

状况进行了仔细回顾和认真思考,发现有两个现实

问题导致我们无法持续参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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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所布置的工作与北京大学

图书馆业务需求存在明显差异;另外就是业务人员

配备长期不足,北京大学图书馆藏１６０万册件古籍,
业务人员配置只有２０至２４人(包括聘用制),而国

家图书馆古籍馆近３００万册件的收藏(古籍约１９０
万册件,民国文献９０多万册件),配备正式在编业务

人员１６０名,可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业务的人均

业务压力是相当大的.当时,在某个阶段我们业务

人员的工作状态也只能是疲于应付,由于本馆业务

不能与古籍保护中心安排的工作有机结合,许多业

务推进节奏出现混乱,甚至本馆某些基础业务出现

停滞,人员矛盾增多.
对此我们试图做出一些调整,希望在本馆业务

有序进行的基础上,采用外聘退休业务人员的形式

继续推进古籍保护中心安排的工作,但由于本馆返

聘人员工资较低,考虑到工作强度可能会较高,因此

期望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能为返聘人员每月补贴

２０００元工资,但几次协商无果.后来我们也曾就相

关工作开展的方式及种类设置进行多次交流沟通,
也均无任何成效.在经费方面,“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实施１５年来,国家平均每年投入资金２０００万元

左右,而作为高校第一大古籍收藏单位的北京大学

图书馆却没有得到任何经费的支持.因此,我们只

能回归到本馆业务.
随着近些年古籍业务的稳步开展,特别是为贯

彻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指示精神,我们的

业务不断创新,有力地提升了古籍对本校的科研与

教学的保障力度,走出了一条适合北京大学图书馆

馆情、符合北京大学教学与科研需求的馆藏古籍保

护和利用之路.

２　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应当遵循的业务原则

首先,我们高度赞同由教育部所属的相关部门

牵头,组织设立全国高校古籍保护中心.我们认为,
由于目前图书馆仍属行业垂直管理,因此高校古籍

保护中心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业务上不应该是上

下级隶属关系,它应是一个组织办事机构,负责与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沟通协调,组织领导教育部所属高

等院校图书馆制定馆藏古籍保护规划,推动业务开

展和相关学术研究,并有步骤地推进实现各高校图

书馆馆藏古籍资源共享,以此在系统内使馆藏古籍

对教学与科研的保障合力得以迅速提升.我们建

议,在高校古籍保护中心的领导规划协同下,高校图

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应在遵循以下原则的基础上

展开.
(１)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所推行的业务不交叉,

着重突出高校图书馆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对高校成

立的诸如保护中心、古籍修复传习所等与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有关联的机构不予干预.“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自２００７年实施以来,在全国古籍珍本名录评

选、各系统馆藏古籍普查登记、标准规范建设、数字

化研究与实践、开放古籍数字资源、手工修复人才培

养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
就１５年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导推行的古籍保护

工作的种类来看,涉及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多层次、
多方面的古籍保护业务内容,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已

得到充分发挥.此间部分高校图书馆或参与其中,
对本单位所藏古籍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所以,高校古籍保护工作具体业务的设置与推行,应
当在充分总结１５年来高校图书馆参与“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经验的基础上,以尽快补齐相关业务短板为

宗旨,充分发挥高校学科设置齐备、科研能力强、施
教育人便捷等资源优势,开展一些与公共图书馆能

形成互补的业务.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业务种类

日趋完善.
(２)结合高校图书馆的古籍工作现实,推进古籍

保护业务工作的开展.高校古籍保护业务的开展一

定要在了解高校图书馆古籍业务工作现实情况的基

础上进行.同公共图书馆相比,目前高校图书馆古

籍业务的人员配置缺口大,馆藏古籍数字化程度低,
古籍业务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馆际业务交流与合作

需要有一个长足的进步.我们希望高校古籍保护业

务能在增强责任意识、提高管理能力、改善古籍业务

工作现状等方面为高校图书馆业务人员创造机会,
即通过从事高校古籍保护工作,能够推动各高校图

书馆古籍业务在夯实基础的同时,尽快提高协同创

新、共享合作等新型业务的保障能力.
(３)调动高校图书馆古籍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广

泛参与,早出成果.如果高校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

作从现在开始,从总体上看我们这项业务已经比公

共图书馆晚了１５年,因此我们有快出成果的迫切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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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因为只有取得有影响力的业务成绩,我们在全

国古籍保护业务行动中才能有进一步的话语权,从
而推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向着均衡协调、共同参

与、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在针对各个高

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业务内容的设计上,首先要尊重

该馆古籍业务人员的业务意愿,把他们的业务推进

需求纳入到高校古籍保护业务工作规划,给予必要

的资金支持和相应的业务督导,使古籍保护工作不

再是业务人员的额外负担,而是能够取得一举双赢

的结果,我们相信以充分调动高校古籍业务人员积

极性为初衷的工作模式,是我们高校古籍保护工作

持续发展、多出成果的内在原动力.

３　结合实际业务谈高校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

高校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之初当有４件紧迫工作

要立刻开展.

３．１　全面推进高校图书馆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建设

馆藏古籍资源数字化是高校古籍保护与利用的

基础,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的先决条件.同公共图书馆比较,高校图书馆馆

藏数字化程度总体上还是相当落后的.据了解,国
家图书馆馆藏古籍数字化工作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到目

前为止３４万册件善本古籍全部有数字图像储备,而

１６０万册件普通古籍其数字化程度也已达到３０％.
在国家图书馆的示范下,各大公共图书馆均在其后

有步骤地展开了馆藏古籍数字化的进程.
与之相比,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数字化工

作虽然也是在２０年前随着影印项目的开展而开始,
但因没有任何专项投入,所以并未形成规模.截止

到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馆藏古籍数字化共计６１２２３
册,３３８８５６５拍;按照精确清点的数据,到目前为止,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共２４８３９２册.暂且将已

有数字化古籍均按善本计,那么我们的馆藏善本数

字化程度不到２５％.如果按每册平均４０个筒子页

算,那 么 未 完 成 数 字 化 的 １８７１６９ 册 善 本 则 有

７４８６７６０个筒子页;若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

文库”数据库»的数字化速度来看,每位扫描人员每

天能完成１０００个筒子页的数据提取,４人从事该项

工作,完成馆藏剩余善本数字化工作还需１８７２个工

作日,最少也要７年半的时间.
据我们大概了解,高校图书馆所藏古籍数字化

工作,基本上也都是依托影印出版项目或其他带有

阶段性特点的业务进行的,由于缺少固定资金的支

持,时断时续,进展速度缓慢就成了这项工作的鲜明

特点.而作为馆藏古籍保护,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将它们的文物价值与使用价值采用复制的方式进行

剥离,使得在不影响为广大读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前

提下,将馆藏古籍原典妥善地永久保存.所以,馆藏

古籍数字化是古籍保护工作开展的第一步,也是其

他保护业务开展的基础.对高校图书馆来讲,这项

业务的推进已是刻不容缓.建议高校古籍保护中心

成立后,对教育部所属的各高校图书馆所藏古籍,特
别是善本古籍,有计划、按年度提供必要的资金支

持,尽快开展无差别的数字化工作.

３．２　提倡联合协作,整理编辑出版«全国高校所藏

未刊善本古籍丛刊»
影印馆藏古籍丛书已经有了近３０年的繁盛期,

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策划,全国各类型图书馆参

与的“馆藏稀见系列”影印丛书的陆续编辑出版,则
从选题的角度向我们预示着这样一个由市场起决定

作用的影印书大兴期即将结束.影印丛书的出版开

始进入一个由地方政府宣传资金支持、以整理地方

文献和弘扬区域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在

这一过程中,任何一个图书馆所藏古籍都将由以前

的主角逐渐向拾遗补阙的配角转化,此间除让图书

馆业务人员体会到“为人作嫁衣”服务理念带来的平

淡无奇的奉献情怀外,有时还会因无法进一步增强

馆藏古籍总体社会知见度而感到一些失落.但是我

们发现,在不停地为他人提供馆藏底本的同时,似乎

忽视了一些深藏库中从未露面的典籍对学术研究所

起到的支撑作用.如果在高校古籍保护中心的组织

安排下,各高校图书馆将这些典籍各自整理出来,采
用招投标的方式联合出版,不仅能最大限度地提升

高校图书馆对中华传统学术研究的古籍保障合力,
还能从整体上提升高校图书馆馆藏稀见善本古籍的

社会知见度,而且是见效最快的全国高校古籍保护

成果.
经过多年的努力,北京大学图书馆从馆藏善本

古籍中整理出１３９７种未刊古籍,其中７１４部为孤

本,可以以此为基础,联合其他部属兄弟院校,共同

整理编辑出版«全国高校图书馆所藏未刊善本古籍

丛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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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推动各高校利用馆藏古籍开展协同服务教育教学

对馆藏古籍实施保护,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长久

有效地利用,特别是高校图书馆更是肩负着人才培

养、服务教学和支撑学术研究的多重任务.从我们

的经验看,在完成与人才培养和教学相关任务、实现

馆藏古籍协同服务教育教学职能的过程中,日常利

用大致有以下３个层次.
最基础的是利用馆藏古籍进行展示教学,比如

北京大学图书馆利用馆藏古籍常设“可爱的中国

书———中国书史展”,用以开展中华传统文化中图书

发展史的知识普及,在进行相关专业教学时向同学

系统展示中国文字、写刻技术、图书材质、装帧形式

等的变化演进历史.
再高一个层次就是把馆藏原版典籍嵌入古文献

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学.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６日,在
北京大学人文学部组织召开的古籍助力文史哲专业

教学讨论会上,一致推荐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

作为学校相关专业的实习基地.会后古籍资源服务

中心对有关院系古籍利用的需求进行调查,制定了

助力教学初步计划,正式开始推行该项创新服务.
从２０１８年底至２０２１年底,３年的时间里,古籍资源

服务中心与信息管理系、中文系、历史系、外国语学

院、考古文博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等合作开

展古籍嵌入教学系列活动３０余场,参与学生１０００
多人次,其中很多同学是第一次与馆藏善本古籍原

本有实际接触.
第三个层次就是利用馆藏专藏或专题善本古籍

开设研究型课程.例如,作为“太湖流域民间宣卷活

动的调查研究”“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的调

查研究”两个国家课题的子课题内容,由中文系民间

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所整理撰写的“北京大学

图书馆藏宝卷研究项目”提要,就是利用馆藏专题善

本古籍协同教学、深化教学成果的具体体现.目前,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已成为学校古典

文献专业、古代文学专业、中国古代史专业、图书馆学

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不可或缺的人才培养基地.
我们在此提倡,凡有古籍收藏的高校图书馆都应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利用馆藏古籍与学校相关专业

协作,开展助力教育教学业务.这是高校图书馆实施

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高校图书馆古籍

业务人员的本分所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愿意与兄弟

院校图书馆就此项业务相互交流经验,同时提供嵌入

式教学所需的馆藏部分善本古籍高仿品.

３．４　组织研发适用于各馆实际情况的“高校古籍资

源服务管理系统”
由于高校图书馆从行政建制上均为学校所辖二

级单位,学校在人员配置上会从全局统筹,不可能完

全满足其业务所需,而复杂的业务需求也要求图书

馆古籍业务人员一岗多能、身兼数职.为确保图书

馆的古籍工作紧凑有序、平稳安全地运行,业务管理

的系统性、长效性和及时性就成为最迫切的需求,经
过认真调研与讨论,我们期望这种需求能通过研制

一套适应各高校图书馆古籍服务与保护业务的管理

系统而得以满足.
“高校古籍资源服务管理系统”是集书库运行、

古籍利用、数字资源采集与保管、项目运作与协调、
修复与实验等多项业务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智能

化实时管理服务平台.该系统是一个集内部管理和

读者服务于一体的网状、交叉系统,将整合图书馆古

籍业务工作已有的读者服务平台、书目检索数据库、
数字资源.该系统能定位单种古籍的存储状态,查
询古籍的流通历史;读者可快捷阅览馆藏古籍数字

资源;实时跟踪项目进展,统计拍数册数;书库管理

更便捷地上传下达;全面记录古籍修复过程,了解馆

藏古籍修复情况.搭好系统框架后,还可以根据业

务发展需要添加其他应用功能模块.
“高校古籍资源服务管理系统”将由多种业务管

理模块组成,不同的高校图书馆可根据自身的实际

业务需求选配对应的业务管理模块,每个模块均设

有相应的功能,系统通过对各个模块功能的实现来

达到规范馆藏古籍各项业务、实现整齐划一的作用.
这个系统将为高校古籍保护工作持久有效地开展奠

定基础.

相信在教育部所属的高校古籍保护中心的领导

下,全国高校图书馆一定会充分发挥人才、科研优

势,为尽早建立高校古籍保护与利用的长效机制而

协同努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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