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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发展思考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

□张艳霞∗　吕晓芳

　　摘要　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近年来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业务模式.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北京大学图书馆将古籍修复科学发展、馆藏古籍破损调查和现场

应急修复等列为“十四五”期间重点业务规划,探索创新发展之路.文章对主要高校图书馆的古

籍修复业务模式进行总结,详细阐述北京大学图书馆具有创新性的规划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国

内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的未来发展提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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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古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我

国文化传承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自２００７年“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各高校纷纷加大了对古籍

资源开发和古籍保护方面的投入,作为古籍保护核

心的古籍修复技艺也越发受到重视[１],并于２００８年

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２].纵

观全国,２０２１年７月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

研究中心揭牌,将牵头全校古籍保护、文献修复及整

理研究工作,以提升全校古籍特藏文献保障、服务与

研究水平[３].２０２１年５月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馆

开馆,并同步举行了浙江大学图书馆－中元古籍修

复中心成立签约仪式[４];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

贵州民族大学先后成立古籍保护研究院[５－７],兼具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等功能,致力于推动

我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中山大学、
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高

校陆续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成立“国家级古籍

修复技艺传习所”[８],探索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新模

式,推动古籍修复技艺传承发展.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９].在

此背景之下,为更好地发展古籍修复业务,传承古籍

修复技艺,笔者对国内主要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业

务工作模式进行总结,结合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

复业务现状和“十四五”期间重点业务规划,对高校

图书馆古籍修复业务未来发展提出思考.

２　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业务模式概况

十几年来,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业务蓬勃发展,
在我国古籍保护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笔者从修复队伍组成、修复对象选择、现场应急修

复、馆藏破损调查、科学实验分析等５个方面对国内

比较有代表性的高校图书馆进行总结,由此了解国

内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业务常见工作模式.
在修复队伍组成方面,受学校人事编制的限制,

多数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为３－５人,中山大学

图书馆作为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中唯一的高校

图书馆[１０],其修复人员达到１０人;还有部分高校图

书馆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会通过“外包”的形式与

修复公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修复人手紧缺的

情况.在修复对象选择方面,国内高校图书馆目前

多以零散修复为主,主要包括编目、阅览、数字化扫

描、展览中发现的破损古籍.在现场应急修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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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高校图书馆会在数字化、展览、读者阅览等过程

中有紧急修复需求时开展现场应急修复业务,业务

模式各有不同,但整体需求不多.在馆藏破损调查

方面,多数高校图书馆都没有开展系统的破损调查

工作.中山大学图书馆曾对善本库进行摸底调查;
部分高校图书馆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

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等在普查时对破损情况进

行了记录,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会根据普查结

果指导修复规划.在科学实验分析方面,由于没有

专业的古籍保护人员,多数高校图书馆只能进行白

度、厚度等简单分析,而古籍修复过程中非常重要的

纤维成分分析、酸化程度分析等项目多无法开展.
有的图书馆通过建设实验室、与院系合作等方式将

古籍科学分析纳入未来发展规划,如浙江大学图书

馆新建古籍修复实验室,配备１名专业保护人员;南
京大学图书馆在文献修复中心设立专门的实验检测

区;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建有古籍保护实验室和古

籍 修 复 实 验 室,用 于 古 籍 保 护 研 究 生 教 学 实

践[１１－１２];经调研得知,四川大学图书馆与校内文物

保护实验室开展合作尝试;清华大学图书馆正着手

开展保护实验室建设工作等.

３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业务发展规划

古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总
量达１５０万册,其中善本２０余万册,列全国高校图

书馆之首,庞大的古籍收藏量自然决定了古籍修复

任务之艰巨.近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业

务一直在探索以实验数据为支撑的科学发展道路,

２０１８年古籍图书馆开馆之际建立新的古籍修复室

和古籍保护实验室,２０１９年古籍保护实验室正式开

始运行,２０２１年通过重组和扩建初步形成了一支结

构层次合理的古籍保护人才队伍,古籍修复力量得

到极大提高.
在“十四五”期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

延续原有业务发展趋势,将古籍修复科学发展、馆藏

古籍破损调查和现场应急修复等列为重点业务工作,
开拓创新,取长补短,继续推动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

和发展,在传承与创新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３．１　坚持古籍修复与保护实验室紧密结合,持续推

动古籍修复科学化发展

古籍修复技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在科

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新环境下,积极引入科学方

法、挖掘内在科学原理、寻找技术突破是古籍修复行

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意见»第九条也明确指出,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完善理论研究体

系”“加强专业研究力量”“建立多学科研究平台”.
受古籍的特殊性所限,对古籍进行研究分析时,

只能采用无损或微损检测,目前主要应用于酸碱度

检测、纸张纤维成分分析、古籍纸张性能检测、修复

用纸性能检测和生物病害分析等方面,这在一些古

籍修复过程中已经得到良好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李玮在修复清代古籍«重刊灾赈果报录»的过

程中,将修复用纸的适配性原则贯穿于纸张形态观

察、纤维检测与试验、修复实践工作中,使得配纸工

作有“数据可查、依据可证”,是科学分析与古籍修复

的一次有益探索[１３].吴小兰等将现代检测手段与

传统修复手法相结合,对馆藏酸化严重的明正统十

二年司礼监刻本«书集传»进行研究分析,包括表面

pH 值检测、纤维成分分析及厚度检测等,以此探讨

酸化古籍的修复处理方法[１４].李贤慧等在修复善

本古籍«释名»时,阎琳在修复南监本«隋书»时,都对

古籍纸张和修复用纸进行了相关分析检测,根据检

测结果 选 择 匹 配 的 修 复 用 纸,保 证 古 籍 修 复 质

量[１５－１６].国家图书馆在修复馆藏西域文献[１７]和三

件早期雕版印刷佛经[１８]的过程中,对纸张厚度和纤

维成分进行抽样分析,为制定科学有效的保护方案

提供科学依据.天津图书馆在修复馆藏敦煌遗书残

片时,对珍贵文献进行了完整系统的科学检测,为修

复过程中补纸的选配提供参考[１９].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大致始于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２０],在坚持修复技艺传承、保护古文献资

源的基础上,努力推进传统修复技艺的科学化和规

范化发展.自２０１３年起着手古籍保护实验室的设

计规划工作,至２０１９年初正式运行,历时６年建成

了全国高校首个与馆藏古文献保护业务紧密结合、
为修复业务提供科学支撑的研究型实验室[２１].实

验室配备先进的仪器设备３０余台[２２],硬件设施在

国内高校图书馆中处于领先水平,并有２名研究人

员专门从事古籍保护科学研究工作,在古籍纸张分

析[２３－２４]、古籍脱酸方法研究、修复用纸性能表征等

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索.在今后的业务发

展中,北京大学图书馆将始终坚持古籍手工修复与

保护实验室紧密结合的业务模式,逐步完善现有的

修复流程,将科学分析研究贯穿于整个修复工作流

８９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发展思考/张艳霞,吕晓芳
　　　　ThoughtsontheDevelopmentofAncientBooksRestorationinUniversityLibraryUndertheBackground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ZhangYanxia,LvXiaofang



2022

年
第2

期

程中,真正实现现代科技与非遗传统技艺的融合.

３．２　开展系统的馆藏古籍破损调查工作,推动古籍

修复业务向专题模式转型

对馆藏古籍开展破损调查,可以系统、准确地掌

握馆藏古籍的破损情况,是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古籍

进行修复和保护,最终实现分级保护的基础[２５],可
极大提高古籍修复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使古籍

修复技艺真正做到物善其用.«意见»第十二条要

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促进合理利用”,在有效保

护前提下,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受到重视程度不够、人手不

足、调查人员专业度不够、破损调查与实际修复工作

脱节等因素的影响,目前高校图书馆在馆藏古籍破

损调查方面,以及根据调查结果指导古籍修复规划

方面的工作开展较少.王枫等对上海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的１０１０３部３５７８５册中医药古籍进行了破损普

查,建立了完整的古籍档案;以此为基础,今后的修

复工作将坚持“抢救为主,治病为辅”,以破损原因作

为选择修复对象的第一指标[２６].李玉娥对复旦大

学图书馆所藏５２２种４１４４册明别集的破损状况进

行调查,发现破损率约为３２．６７％,主要破损类型为

断线、老化、书口开裂、水渍、虫蛀、酸化、鼠啮和磨

损等[２７].
北京大学图书馆此前在修复对象选择上与国内

主要高校图书馆一样,以零散修复为主,主要来源为

读者阅览和数字化扫描中发现的破损古籍.这种业

务模式下,部分破损严重的古籍会因为未被发现而

持续老化、破损,错过最佳“抢救”时间.为真正摸清

馆藏古籍的保存现状,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十四五”
期间将破损调查列为重点业务工作之一,根据破损

调查结果将馆藏古籍按照历史价值、破损类型和破

损程度进行分级,制订出切实可行的长期修复规划,
真正提高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推动古籍修复技艺的合理、高效利用.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文献收藏具有规模宏大、
种类齐全、特藏丰富、珍品众多的特点,馆藏来源以

李氏、马氏、程氏、燕京大学、大仓文库、艺风堂、柳风

堂等特色专藏为代表,不同专藏的来源不同,破损情

况也存在较大差别.由于人手有限,我们按照古籍

分级保护原则,以专藏为单位进行分期分批调查;在
同一专藏内,再按照朝代、版本不同加以划分,形成

不同专题.“十四五”期间,首先以李氏专藏为首批

破损调查工作的重点,目前已完成李氏明稿抄本专

题的调查.李氏专藏中在架明稿抄本共１２６种９４２
册,其中无破损古籍２３５册,占总量的２４．９％;五级

破损古籍２３２册,占２４．６％;四级破损古籍４１９册,
占４４．５％;三级破损古籍４８册,占５．１％;二级破损

古籍５册,占０．５％;一级破损古籍３册,共占０．３％.
主要破损类型包括书口开裂、虫蛀、鼠啮、断线、书衣

破损、酸化、霉蚀、水渍等.
以全面的破损调查工作为基础,我们后续将对

破损古籍进行科学分析,综合考虑古籍本体特征及

破损类型、破损程度等信息,制定以科学数据为基础

的长远修复规划,并将破损调查专题延伸为修复专

题,避免出现破损调查与修复工作相脱节的情况.
今后古籍修复对象的选择将同时兼顾读者服务、项
目扫描的短期任务和古籍动态破损的长远考虑这两

个角度,逐渐向专题修复模式转型.通过专题修复

总结修复经验,完善修复流程,推动古籍修复技艺

“高质量发展”.

３．３　完善现场应急修复业务,为馆藏古文献资源的

开发利用提供有力保障

现场应急修复业务主要针对读者阅览和数字化

扫描中发现的破损古籍,为避免阅览和扫描时发生

进一步损伤,在交接间内快速完成修复,省去了书叶

清点、交接等常规修复的流程,可有效减少读者和扫

描人员的等待时间.应急修复中遇到的古籍破损状

况各不相同,简单者如换皮订线、局部回贴,复杂者

如折页平整、缺损掏补等,要求修复人员在短时间内

采用最合理的方式进行最为必要的处理,对修复人

员的修复技术和综合能力都有较高要求,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古籍修复技艺“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图书馆坚持“用户导向、服务至上”的

服务理念,致力于为校内外读者提供高质量的阅览

服务,古籍年度总借阅量一直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２０１９年度为１５５７７册次[２８],２０２０年度为２０７７０册

次[２９],２０２１年１－８月为１１２２０册次.同时为了加

大古籍专项研究和深度揭示,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致

力于古籍数字化工作的推进.与之相承的,针对读

者阅览和数字化扫描工作的现场应急修复需求量非

常大,在修复人员人手紧缺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图书

馆２０１９年度应急修复古籍共计４８４册,２０２０年度

共计３２５册,２０２１年１－８月共计３７６册.通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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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修复,读者因古籍轻微破损引起的阅览等候时间

由原来的数周缩短为几天,有效提升读者满意度.

２０２１年９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队伍得

以扩充,目前共有不同技术层次和不同专业特长的

古籍修复人员５名,人员配置得到基本保障.在“十
四五”期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将继续坚持以用户为中

心,夯实基础业务工作,从修复技术、业务流程等方

面对应急修复业务加以完善和规范,从而更好地为

读者阅览提供服务,为数字化扫描工作提供支撑,全
力保障北京大学古文献资源体系建设.

４　关于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业务未来发展的思考

在全国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

下,高校图书馆应深刻理解«意见»的要求,自觉坚守

高校图书馆的初心,承担起图书馆员和教育工作者、
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职责[３０],积极推动古籍修复技艺

的长远发展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笔者根据

«意见»要求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创新发

展规划,对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未来发展有以下三

方面的思考.

４．１　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优势,促进古籍修复技艺

广泛传播

«意见»第四部分要求“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播普及力度”,其中第十四条提到要“丰富传播手段,
拓展传播渠道”,利用图书馆等设施开展“培训、展
览、讲座、学术交流等活动”.第十五条指出,要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民教育体系”“鼓励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校园”.
高校图书馆作为古籍的重要收藏地,收藏着大

量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古籍[１],在古籍修复技艺广泛

传播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承担着义不

容辞的责任.高校图书馆在做好古文献整理、利用

和保护,为学校古文献资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硬件资源,发挥修复人

员技术优势,通过展览、讲座、助力教学、学术交流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在校师生宣传展示古籍修复技

艺.近年来,很多高校图书馆已经开展了各具特色

的推广活动,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通过嵌入教学和“文
化工作坊”等方式带领学生体验线装书装订,让同学

们从全新的角度领略古籍之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将古籍修复技艺体验作为重要专题融入“世界读

书日”活动中,让更多师生感受古典文化的魅力,并

开设线装书装帧实践课,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得
到相关院系师生高度好评[３１].未来,高校图书馆应

继续开拓思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更多古籍修

复技艺相关的宣传推广活动.高校图书馆还可以因

地制宜,建设古籍修复技艺传承教育实践基地,使更

多学生有机会近距离深入了解这门非遗传统技艺,
使古籍修复技艺在高校得到更长远的传承和发展.

«意见»第十六条还指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要“加强对外和对港澳台交流合作”,高校图书

馆应充分发挥高校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对外交流的

方式,学习国外先进的保护技术,同时“向国际社会

宣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古籍修复技艺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发展贡献力量.

４．２　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推进古籍修复技艺高质量

发展

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古籍修

复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３２]:一种是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各级各类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以短期在职培训为主;另一种是教育部各类院校开

设的古籍修复相关专业,采用实训与理论相结合的

方式,培养具有研究生、本科、专科、中专等不同学历

层次的古籍修复和保护人才.这两种培养途径极大

地充实了我国古籍修复行业的人才储备,但不可否

认的是,由于行业发展所处阶段的限制,目前国内古

籍修复人员或多或少存在专业基础不够扎实、操作

技能不够全面、理论素养不够深厚等问题.
«意见»第二十条指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要“实施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队伍能力提升

工程”.各高校图书馆应坚持教书育人的初心,立足

本馆修复业务实际需求,统筹考虑修复人员的学历

层次、专业方向、技能特长等因素,因人制宜打造培

养方案,为修复人员提供充分的技能提升和职业发

展空间.通过实际修复工作的不断锤炼,培养一批

各有专长、互为补充的高质量修复人才,形成具有各

馆特色的、结构层次合理、可持续发展的专业修复队

伍,推进全国范围内古籍修复人才队伍能力提升.
北京大学图书馆“十四五”期间要实现的主要目

标之一是,构建馆员全面发展培训体系,培养和造就

一支品德高尚、业务精良、素质过硬、发展有道、规模

适度、结构合理的专业馆员队伍.北京大学图书馆

馆藏古文献以古籍为主,同时收藏有数量丰富的拓

片和舆图,亟待修复的古文献数量众多,立足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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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在学校大力支持下,自２０２１年初着手修复队

伍扩建工作.目前修复人员数量已由１人增加为５
人,其中１人具有文献保护学科研究生学历,具备较

强的理论基础和修复实践能力,在承担各类型古文

献修复工作的同时,负责馆藏古文献修复统一规划

和质量控制等管理工作;３人具有５年以上古籍和

拓片修复经验,１人具有５年以上书画修复经验,可
针对不同类型馆藏开展具体修复工作;另外还配备

有２名古籍保护人员,具有化学和文物保护学科背

景,在开展古文献科学保护研究的同时,承担相关分

析检测工作,为古籍修复提供有力的科研技术支撑.
未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将根据业务发展需求进一步

充实修复人才队伍,完善修复队伍结构,同时在实际

修复工作中加强修复人员个性化培养,充分发掘修

复人员个人经验优势和技术特长,为修复人员提供

完善的培训和学习通道,既要“走出去”“请进来”加
强技术交流,也要营造团队内互助互学和自主学习

的氛围,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和职业素质,造就一支专

业的修复人才队伍,不断推进古籍修复技艺高质量

发展.

４．３　加强组织领导,推动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整体

发展

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促使我国古

籍保护工作的局面大有起色[３３].然而,由于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由文化旅游部领导,许多高校图书馆特

别是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图书馆无法享受到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的各项政策和资金支持,各高校图书馆之

间也缺乏有效组织和充分沟通,形成了各自发展的

现状,给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的长远发展带来

一定的阻碍.
«意见»第十七条要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在此背景之下,高校图书馆需要集体行动[３４],健全

工作机制,形成合力,共同开创古籍保护的新局

面[３５].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高校图工委)作为全国高校图书馆整体化

建设的管理、协调机构,成立４０年以来,很好地实现

了对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事业的咨询、研究、协调

和业务指导,成为保障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有力支撑[３６],在全国高校图书馆界具有极大的影响

力.未来,应由高校图工委组建古文献整理与保护

工作组,联合教育部所属高校图书馆,着重突出高校

图书馆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统筹协调高校图书馆古

籍整理、数字化、修复、保护及资源共享等工作.
在高校图工委的组织领导下,各高校图书馆应

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充分发挥不同修复人才的技

术专长,充分利用不同高校的硬件优势,通过学术研

讨、技术交流、资源共享等方式共同发展.以古籍科

学修复为例,开展古籍科学分析需要大量资金购买

仪器设备,也需要专业人才运行维护,准入门槛较

高[２２],目前国内仅有少数图书馆设立了专门的古籍

保护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为使更多重要古文献得

到科学修复,各高校图书馆应加强合作,充分利用现

有古籍保护实验室的资源,打破校际限制,共同推动

古籍修复工作科学化进程,推动高校图书馆古籍保

护事业整体发展.

５　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北京大学图书馆

将古籍修复科学发展、馆藏古籍破损调查和现场应

急修复等列为“十四五”期间重点业务工作,致力于

推动古籍修复技艺科学化发展,保障古文献资源体

系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未来,高校图书馆

应深刻理解«意见»的要求,在现有业务稳定发展的

基础上开拓创新,通过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优势、优
化人才队伍结构、加强组织领导等方式,共同推动高

校图书馆古籍修复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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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ontheDevelopmentofAncientBooksRestorationinUniversity
LibraryUndertheBackground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

—TakingPeking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ZhangYanxia　LvXiaofang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restorationofancientbooksinuniversitylibrarieshasdevelopedvigorＧ
ously,andarelativelystableworkingmodelhasbeenformed．Inthecontext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
protection,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haslistedthescientificdevelopmentofancientbooksrestoration,
damageinvestigationofancientbooks,andonＧsiteemergencyrestorationaskeyworkingplansduringthe
“１４thFiveＧYearPlan”period,inordertoexploretheroadofinnovativedevelopment．ThispapersummariＧ
zestheworkingmodelofancientbooksrestorationinmajoruniversitylibraries,elaboratesthecontentsof
theinnovativeplans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andputsforwardsomethoughtsonthefuturedevelopＧ
mentofancientbooksrestorationindomesticuniversitylibraries．

Keyword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UniversityLibrary;AncientBooksRestoration;
PekingUniversity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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