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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化与发展

□林明∗

　　摘要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高校系统在古籍特藏普查登记、保藏条件改善、抢救

修复、再生性保护、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时代推动高校古籍保护工

作的深化与发展,要进一步扎实做好古籍保护基础性工作、加强古籍数字化和影印出版、加强古

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推动古籍的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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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７年１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０７]６号)总
体部署并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在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的统筹与协调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包括:全面开展了古籍普查登

记工作,建立了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

库;先后公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逐步建立

了珍贵古籍分级保护制度;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出台相关标准和要求促进古籍收藏单位库房

条件改善,为古籍提供了更好的存藏环境;建立国家

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

中心及传习所,举办古籍修复、普查、鉴定、管理等各

类培训班,与多所高等院校合作培养古籍保护专业

硕士,增加了古籍保护从业人员的数量,提高了从业

员的学历和专业水平;命名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全
面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开展古籍数字化和古籍影印

出版工作,加强海外古籍保护合作等.全国古籍保

护从业人员以“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为宗旨,投身古

籍保护工作,民众对古籍保护的热情也得到了激发.
更多人关注、参与古籍保护的推广工作,在展览、讲
座、媒体报道中感受中华悠久文化、获取相关知识.

中山大学作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

地”、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附设的传习所,
以及联合培养古籍保护专业硕士的单位,一直重视

古籍保护工作,近２０年来在古籍藏量、特色资源、
保藏条件、服务质量等方面都有较大提升,在古籍整

理、抢救修复、再生性保护、古籍保护人才的引进和

培养、古籍整理与保护的学术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举办各类培训班２０余期,学员超过

５００人次.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高校系统积极

参与,国务院公布的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共

２０３家,其中高校有５８家.截至２０２１年,全国已有

５１８家收藏单位出版古籍普查登记目录１２５种,其
中高校图书馆有７６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分别于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８日、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５日、２０１８年９月

２８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举办四次古籍数字资源联

合发布活动,联合省市区县级公共图书馆、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博物馆系统等４４家古籍收藏单位在

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超过２万部,得到社会各界的

一致好评,其中高校图书馆有４家参与发布[１].
高校系统所面临的情况和公共图书馆有所区

别,高校图书馆的参与虽积极性很高,但因管理体制

等方面的原因,以致参与度不一,有的参与度很高,
有的则参与得很少,所取得的古籍保护成果与公共

图书馆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古籍普查、库房建

设、保护修复等方面,高校图书馆系统的力量总体偏

弱,在古籍的展览展示、宣传推广方面也做得不够.
因此,高校系统应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古籍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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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基础上,在教育部系统内

成立相应的机构统筹领导整个高校系统的古籍保护

与利用工作非常有必要.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

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

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提出了

古籍事业繁荣发展的目标:古籍工作体制机制更加

完善,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工作水平有效提升,
古籍保护传承、开发利用成效显著,人才队伍发展壮

大,古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地位更为凸显、作用更加突出,并就完善古籍工作体

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
化古籍工作保障提出了具体要求.

高校图书馆系统馆藏古籍数量庞大,是我国古

籍保护工作的重要力量,加之高校系统独具的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优势,在已经取得的古籍保护工作

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大

有可为.

１　进一步扎实做好古籍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古籍存藏条件改善、古籍普查登记编目、破损古

籍修复等都是古籍保护工作的基础.要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尤其是库房环境控制、存放装具配套、修复

人员和实验室等基本工作,为古籍的原生性保护提

供坚实基础.

１．１　改善古籍存藏条件,推进库房标准化建设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１５年来,２０３家“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完成了古籍书库的标准化建

设.这些单位不仅存藏了大量珍贵古籍,也是基础

设施建设达标的示范地.其古籍书库数量、古籍书

库总面积、古籍阅览室数量、古籍阅览室总面积、古
籍阅览室总座位数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书库的空

调系统、温(湿)度监测仪、空气净化装置、防紫外线

措施、消毒杀虫设施、水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库房监控报警系统、灾害

预防应急措施、库房管理制度、书柜书架书箱等装具

设施、防虫措施等设施一应俱全,古籍书库的温湿度

控制也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其中,高校图书馆有

５８所,占比不足３０％.部分高校图书馆在库房环境

控制、装具配套等基础工作没能完全达到相应的要

求,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２].

１．２　继续做好古籍普查,编制高品质目录

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统计,“截至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底,全国古籍普查完成总量２７０余万部另

１８万函(含部分少数民族古籍数据,个别省份上报

数据含民国数据),占预计总量的９０％以上.２７６０
家古籍收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占预计总

量的９２％以上”[１].大部分的高校图书馆也参与其

中,有一定的基础,但还不够全面.在全国古籍普查

成果的基础上,高校图书馆应进一步彻底“摸清家

底”,并编制高校古籍收藏联合目录和专题目录.这

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高校系统古籍收藏的

实际情况,也为日后开展学术研究和活化利用打下

基础.

１．３　建立古籍修复实验室,开展古籍修复工作

我国公藏古籍大概４０００万册,其中超过四分之

一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和自然老化,亟待修复.高校

系统古籍修复机构和人员严重短缺,完全不能满足

需要.目前,建立一定规模修复实验室的高校仅１０
余所,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复旦

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
开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
厦门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配备的修复人

员数量大部分在１０人以下,其他少数高校图书馆即

使配有修复人员,也都是１－２人左右,完全满足不

了需要.所以高校系统古籍收藏单位修复实验室和

修复人员缺口极大,急需建立符合要求的修复实验

室,配备具有合格修复技能的专业人员,开展破损古

籍的修复工作.

１．４　明确机构设置,充实专业人员数量

目前,高校图书馆负责古籍保护的部门设置不

一、名称各异,古籍编目整理人员、保护人员、修复人

员相对较少,尤其是在高校图书馆人员编制和用人

方式控制较紧的大背景下,想引进配备具有专业知

识的保护、修复人员是非常困难的.
«意见»也明确提出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古

籍存藏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专业机构建设,扩大古

籍保护修复人才规模,完善用人机制.教育部系统

成立相关机构后,建议对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机构

设置和人员配备数量提出明确要求,使古籍保护在

具体工作中有所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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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加强古籍的数字化和影印出版工作

数字化是古籍保护和利用的基础,是一种非常

重要的再生性保护手段,也是古籍利用非常重要的

手段.目前,各高校图书馆都开展了一些数字化项

目,也有学院、机构联合建设的古籍数据库,但尚难

满足读者的利用需求,在宣传推广方面也存在一些

不足.现有的古籍数据库所能提供的信息较少,有
些古籍的影像数据清晰度也不够.这和国外一些古

籍数据库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只有当浏览或下

载的数据库图片都能高质量复原古籍原貌,读者利

用的时候,才不需要翻看古籍原件.这样的数据库,
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而我们现有的数据库,有的

能提供书影图像,但图像的分辨率、清晰度达不到要

求,读者经常需要再翻看原件核对,这其实对原件保

护也是不利的.
现有的影印古籍,基本上都是比较大套的出版

物.这些大套影印出版物,对图书馆收藏来说是比

较方便的,但是,对学者和普通读者的个人收藏及利

用来说,则是非常麻烦的.整套书的售价一般较高,
给个人购买带来不小的压力,而且,其所涵盖的内容

较多,学者无法从中挑选真正需要的少部分进行购

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国学基本典籍丛书»值得

借鉴,他们把国学基本典籍中重要的、版本价值较高

的古籍做成平装书或典藏精装本,扫描清晰,用纸和

装帧质量也非常高,而且可单种购买,价格亲民.这

对于推广利用是非常有益的.当然,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的这些书比较偏重于国学的基本典籍,是比较

大众化的图书.高校图书馆在加强古籍影印出版工

作时,应关注一些受众比较集中的、学术性的、小规

模的、或单种古籍的高质量影印出版工作,满足学习

和研究的需要.这些典籍的出版,也要注重纸张、油
墨的选择和书籍装帧质量,不仅要完整体现古籍的

原貌和内容,也要满足长期保存的需求.

３　加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２００７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逐步形成“培训基地、高等院校、传习所”三位一体的

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大量的古籍保护人员.但现

有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与现实需要还存在较大的差

距.«意见»也明确提出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进
一步优化我国古籍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加强课程体

系建设,完善涵盖古籍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和

数字化的古籍相关学科专业体系.

２０１５年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中山大学、复
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始培养古籍保护相关

专业硕士,但这是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或文物与博物

馆学专业硕士下设的研究方向,其课程设置和培养条

件受到很多限制,导致培养的方案不一,就业也受到

专业名称的约束.为解决这个问题,探索古籍保护人

才的针对性培养,建议设立独立的古籍保护学科和专

业,开展学术研究,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３].

４　推动古籍的活化利用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的

通知»(国办发[２０２１]４３号),再次明确要“大力推进

让文物活起来,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全面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十四五”时期,古籍的活化利用将成

为古籍保护工作的一个重点.高校系统可以依据自

身的特殊优势和现实需求,在古籍的活化利用上做

出特色,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４].

４．１　“古籍活化”的四个层次

“古籍活化”的层次根据面向群体的不同,可以

分为研究型活化、传承型活化、学习型活化、普及型

活化四个层次.
研究型活化是高校系统的特长.在原件保护、

数字化、影印出版等工作的基础上,高校图书馆不但

要为学者(读者)提供文献保障和便利的文献检索条

件,还要在上述工作之外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并形成专题数据库.例如,针对古籍载体的一些特

征开展相关研究,包括古籍上的印章、装帧版式、印
刷字体等,并将其建成数据库,供研究者和学习者使

用.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古籍内容的研究.这些数

据库的内容越丰富,对古籍研究工作越有利.当这

些成果形成一定的规模,不但为数字人文研究打下

了基础,也为包括古籍鉴定和使用在内的工作打下

良好基础.研究者在判断鉴别书籍版本时,不再需

要从基础工作做起.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古籍内

容的研究,并设立相关专题研究的项目,供大家申请

及共同完成.这是研究型活化的一个基本切入点,
也是新文科研究的重要增长点.

传承型活化是古籍相关技艺的传承需求.传承

型活化需要加强古籍相关学科建设,这既是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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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问题,也是技艺传承问题.不仅要设立技艺传承

的相关机构,也要探索传承机制,使与古籍相关的传

统技艺能够很好地传承下去.
学习型活化也可以发挥教育系统的特长和优

势.例如,现行的教材中有很多涉及古代成语、历史

史料、典制掌故等知识的内容,但往往只有释义和现

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改进教材的编写方式,将
成语、史实、典故和对应的出处———原版古籍联系在

一起,在教材编写或教学的同时,展示古籍原文原

貌,可更好地吸引大中小学生了解古籍,激发他们学

习、利用古籍的兴趣.同时,在大中小学开设古籍相

关专业课程,如古籍制作、古籍修复技艺课程等,供
学生选修,也能使与古籍相关的知识活化并为大家

所掌握.
普及型活化主要面向全社会.高校图书馆可以

发挥专长,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展此类活动,例如开设

各种兴趣班,或者编辑出版普及型读物等.

４．２　“古籍活化”的两个角度

“古籍活化”的角度包括两个方面:内容的活化

和技艺的活化.
内容的活化包括文本内容的研究及解读,还可

以利用一些数字人文手段对古籍内容做一些关联式

的研究与开发,形成专题性的新成果.
技艺的活化,包括古籍制作技艺、鉴定技艺、修

复技艺、古籍艺术元素的应用等.其中,古籍制作技

艺、修复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和活化得

到了较多关注,而古籍鉴定技艺、古籍艺术元素的应

用往往被大家所忽略.尤其是古籍中的艺术元素,
包含着优秀的传统艺术、元素理念,不应仅仅在文创

产品中“活起来”,还可以做更深入的挖掘.

４．３　“古籍活化”的多样化形式

在明确活化层次、注意活化角度的基础上,还要

探索活化形式的多样化.活化的形式是多层次的:
可以设立一些全国性的孵化项目,包括科研型、学习

型、普及型的;也可以采取知识竞赛的方式,促进古

籍的活化利用.例如,中山大学从２０２０年开始与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合作举办的“全国

大学生中华典籍文化保护与传承大赛”,分成学术论

文单元、提案单元、创意设计单元,从论文撰写、海报

制作、创意设计等不同方面进行评比,成功吸引了各

地大学生参与其中.多措并举、异彩纷呈,才有助于

将古籍的活化利用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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