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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的现状、亮点、问题与建议

□王波∗

　　摘要　通过书面咨询１５名活跃在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领域的专家,总结高校图书馆

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的现状、亮点与问题,提出改进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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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８月中下旬,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在教育部高教司的指导下,
就“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的现状、亮点、
问题与建议”这个主题,对活跃在高校图书馆古籍保

护与利用领域的１５名专家①进行了调研,兹结合专

家回复及笔者对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情况的

长期观察与了解,综述如下,以供关心这个领域的相

关方面参考.

１　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的现状

１．１　古籍保护日益受到党和国家重视

古籍承载了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提振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根基.以习近平总

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古籍保护与利用工

作.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系统梳

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１].”２０１６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被纳入国家“十
三五”规划纲要.２０２０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被写入国家

“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远景目标.
自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以来,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有

２０４家,高校图书馆为５１家,占２５％.北京大学图

书馆以１６０万册古籍线装书的收藏量,名列全国图

书馆第三位,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清

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古籍收藏量均超过３０万册.
一批古籍藏量可观的高校图书馆参与了古籍普

查登记、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的建

设、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遴选,不少善本入编

«中华再造善本»,以仿真形式问世,逐步建立了珍贵

古籍分级保护制度.并积极按照相关标准改善古籍

库房条件,逐步加强古籍修复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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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院系合作培养古籍保护专业硕士,开展古籍的

数字化和影印出版工作,加强与海外机构开展古籍

保护合作等,取得了较大成就.
１．２　古籍保护条件持续提升

许多高校图书馆探索建设相对独立的古籍收藏

场所及修复中心,提高了古籍保护的专业性.武汉

大学于２０１２年建成总面积９６０平方米的古籍书库,
于２０１６年启用３００平方米的文献修复中心.浙江

大学建成独立的古籍图书馆,建筑面积５０００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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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北京大学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日启用与沙特阿卜

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共享一

栋楼宇的古籍图书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

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专门订购樟木柜保护

古籍,有效改善了古籍保护条件.
一批一流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书库按照国家颁布

的«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进行设计,配备

了恒温恒湿的空调系统、防紫遮光窗帘及消防安全

系统.还布置了中国传统风格浓郁的阅览区及古籍

修复、编目、整理业务工作室,配置了低温冷柜和纸

张检测设备、文献预处理设备、文献修复专用设备

等,购置了零边距冷光扫描仪、古籍翻拍架、单反数

码相机、大容量移动硬盘等数字化设备.这些基础

设施的投入,标志着古籍原生性保护工作有了更好

的平台,极大地改善了古籍的藏用环境,加快了古籍

修复的速度,提升了古籍修复的质量.

１．３　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稳步发展

高校布局培养了一批从事古籍整理的理论与实

践人才.１９８３年教育部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古籍

整理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负责指导全国高校

古籍整理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目前,全国已

有近百所高校设立古典文献学本科或硕士、博士专

业,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２３所高校设有古籍整理

研究所,培养古籍整理与研究方向的硕、博士研究

生.同时,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设有

文物修复保护、古籍书画修复等专业.以上工作为

古籍保护和修复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１．４　古籍研究硕果累累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参与«全国

古籍总目»编撰,出版«全国古籍总目索引»等.北京

大学图书馆编纂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

库”书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图录»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北京大

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北京大学汉学图

书馆名家捐赠书籍特别展图录»«未刊清车王府藏曲

本»等.清华大学图书馆编纂出版了«清华大学图书

馆善本书目»«清代匠作则例»«清代缙绅书集成»等.
南京大学图书馆整理出版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

见方志丛刊»«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稿钞

本卷»等古籍丛书,正在整理待出版的还有«南京大

学藏稀见古籍目录丛刊»«南京大学藏古籍善本图

录»等.武汉大学图书馆编纂出版了«武汉大学图书

馆古籍善本图录»«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

刊»«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武汉大学图书馆卷»«武汉

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等.
１．５　古籍数字化和线上服务初具规模

不少高校图书馆自建古籍数据库,发布数字化

古籍资源.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扫描了２５６万叶

古籍,自建的“秘籍琳琅”数据库,可检索到１１万条

馆藏古籍书目记录、近３万条馆藏拓片记录,读者可

以在阅览室浏览３０００多种拓片和古籍的扫描图像.
清华大学图书馆自建馆藏古籍书目数据库、中国科

技史数字图书馆数据库和馆藏精品展示库.南京大

学图书馆扫描了１００万叶珍稀古籍.武汉大学图书

馆全文扫描了３４０余部古籍.
在教育部支持下,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联合国

内近３０所高校图书馆合建的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名
为“学苑汲古”,是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Ｇ
LIS)二期的专题特色数据库项目和 CALIS三期的

重点建设项目,于２００６年６月通过验收并投入使

用,汇集了６７万余条元数据、２８万余幅书影以及

８３５万册数字化古籍,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

古籍书目数据库之一.资源库包含基于云计算的著

录系统、发布系统、中心式共享服务平台,研发之前

先行制定了多种标准规范,在成员馆之间开创了全

国古籍联合编目、文献传递的先河.
在新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中,收藏古籍的高校

图书馆基本上都对古籍数字化的速度和规模提高了

要求.
１．６　古籍保护宣传活动丰富多彩

高校图书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古籍保护宣传活动:或举办“馆长晒宝”活动,以
视频、现场展示等方式讲解馆藏珍贵古籍;或举办展

览,展览本校图书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

籍中的精品的书影、代表性页面,以及部分堪称镇馆

之宝的实物,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为庆祝东楼重启,
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在古籍书库以外的大规模善本

展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稀文献展”和常设展览

“可爱的中国书———中国书史展”;或举办让师生体

验古籍修复、雕版印刷、石刻拓片、线装书制作、图书

装帧等活动;或指导学生成立古籍保护社团,在学生

中选拔古籍保护宣传推广大使;或开展经典诵读、比
赛等活动;或开放本校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
古籍的电子版,实现在线浏览;或利用微信公众号将

古籍修复过程以视频形式发布,吸引社会关注;或继

承传统,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六日举办晒书活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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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的亮点

２．１　一批高校成立古籍保护专门机构

一些高校设立兼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技艺传

承与创新的机构,如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２０１４年)、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２０１８
年)、贵州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院(２０２１
年)等.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设有文物修复保护、古
籍书画修复等专业.

中山大学图书馆成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２００９年)、“国家古

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

所”,以及联合培养古籍保护专业硕士的单位.复旦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被评

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四川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４年被评为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四川大学分中

心.建立一定规模修复实验室的高校图书馆有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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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图书

馆２０１９年设立古籍保护中心,２０２１年又发起成立

“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这些机

构以研究带服务、以研究带训练,既出科研和工作成

果,又培养了古籍保护与修复的理论与实践人才.
２．２　古籍保护的研究生教育多校起步,培训活动不

断开展

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倡导下,复旦大学(自设古

籍保护二级博士学位点、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中山

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参与古籍保护专业硕士和博

士培养,为古籍保护事业带来新气象.２０１９年全国

新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研究生３８人[２].
高校图书馆举办的古籍保护方面的培训活动也

越来越多.从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山大学图书馆与美

国、德国、荷兰等国家的古籍修复机构合作,邀请国

外专家来华与国内专家一起开展相关培训,已成功

举办各类培训班２０余期,培养了超过５００人次的古

籍修复人才,学员来自国内的图书馆、博物馆等系

统.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也举办过

类似的培训班.

２．３　古籍进课堂活动方兴未艾

高校图书馆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让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指示,主动联系涉

古、涉史、涉书等专业,开展了古籍进课堂或将课堂

搬进古籍阅览室、古籍书库的活动.
例如,北京大学在古籍图书馆启用后,改变以往

只能阅览普通古籍、申请提调善本的比较单一的利

用古籍的渠道,在高校图书馆率先创造性地开展了

主推动、有计划、大规模的助力课程、协作教学的古

籍服务,受到中文、历史、外语、信息管理、考古文博

等院系的赞赏,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文献检索、
语言学、科技史、艺术史、数字人文研究等课程的老

师都安排课时到图书馆的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上课,
这些具有“眼学”别称的课程,必须经眼大量古籍才

能加深印象和理解,实现快速精进.馆员老师不仅

热情配合,精心准备古籍,有的还受邀讲课,介绍馆

藏古籍规模、构成及其特色.课堂搬到图书馆,同学

们亲眼亲手接触古籍,辅以参观常设的书史展览,明
显提高了学习效果,成为一颗颗热爱传统文化的种

子.有的教师还和古籍资源服务中心约定,定时定

员派研究生到中心参阅馆员备好的古籍,直接开展

学术研究.这种古籍服务与教学科研的融合协作,
使古籍服务部门成为有关学科的教学和实习基地,
已经为十余位老师、十余门课程和近千人次的同学

提供了助益,对学科发展的推动是不言而喻的.
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保护中心,发挥古籍资

源优势与馆员业务特长,为师生教学科研提供实践

实习平台.每年协助历史学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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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师

生在利用古籍方面的信息素养.
不少高校图书馆,虽尚未开展这种有计划、大规

模、体系化的古籍进课堂活动,也针对有的授课老师

的要求为某一门课的学生集中调阅古籍,提供资源、
空间、教学服务.

２．４　依托古籍开发文创产品渐成潮流

许多高校图书馆开发了古籍文创产品,一般包

括环保袋、笔记本、文件夹、信笺、书签、便利贴、明信

片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利用古籍中的精美绣像、
花草画谱,开发系列文创产品;南京大学图书馆利用

馆藏胡小石翰墨,开发系列文创产品;四川大学图书

馆与本校历史地理研究所合作,开发“蜀江水道图”
等系列文创产品;山西大学图书馆利用珍本«淮河图

说»,开发系列文创产品;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依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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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所藏孤本———清代改琦的«先贤谱图»中的读书

图,开发系列文创产品.诸如此类的文创产品,
不胜枚举.但与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的文创产

品的知名度、影响力相比,高校图书馆在开发古籍文

创产品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其巨大潜力有待释放.

３　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３．１　古籍保护管理体系不健全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牵头单位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设在国家图书馆,各省的古籍保护中心也设在省

级公共图书馆,而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分属文化

旅游部和教育部管理.由于教育部没有设立与隶属

于文化旅游部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相衔接的机构,导
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高校图书馆缺乏顺畅的协作

机制,保护计划的经费、政策难以惠及高校图书馆,令
高校图书馆普遍感觉在古籍保护计划中贡献大、受益

小、被边缘化,缺乏持续参与的动力和财力.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由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邀请入

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４１家高校图书馆古籍

工作负责人召开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工

作研讨会”,大家认为迫切需要教育部门明确专门部

门牵头,加强与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进一步理顺古

籍保护的管理模式,成立统一领导全国高校古籍整

理与保护工作的机构,与文化和旅游部的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相衔接,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古籍保护与利

用事业.

３．２　专项经费投入不足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国家投入的专

项经费由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牵头预算和执

行,按照现行的行政体系和财务制度,此项经费无法

跨系统投向高校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下拨给

各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经费,也少有分配给高校图书

馆的.
高等院校中除设立古籍保护研究院的高校和中

山大学等个别学校外,投入古籍保护与利用的专项

经费很少,古籍保护的物质条件(馆舍、善本室的软

硬件环境和实验装备等)、理论研究、技术水平亟待

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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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校图书馆有５８所,占比不足３０％[３].
部分高校图书馆没有标准的古籍书库,古籍随意存

放在开放的书架上,长期蒙受日照、灰尘、霉菌的

侵蚀.

３．３　古籍保护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建设不到位

高校图书馆只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制定了一些标

准规范,在设施标准、人员资质、工作流程、古籍的定

级定损等方面缺乏规章制度、标准规范.古籍保护

与利用工作的标准化、专业化程度普遍较低.
３．４　古籍与古籍揭示和整理成果的全面普查有待

开展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了古籍普查,公共图

书馆全面参与,高校图书馆只是多数参与.据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统计,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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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未完成的多为高校图书馆.
２０２１年,全国有５５８家收藏单位出版古籍普查登记

目录１４２种,其中高校图书馆只有２７家[２].高校图

书馆收藏的古籍的总体规模和结构迄今还是笔糊涂

账.因缺乏普查压力和专项支持,一些图书馆数量

较大的古籍长期处于未编目状态.全国高校图书馆

的古籍揭示和整理成果也未曾进行过普查,导致重

复立项、重复研究、重复出版现象频发.
３．５　古籍全文数字化的大型数据库建设亟待推进

古籍数字化多停留在联机编目和书影采集层

面,大部分古籍还没有全文数字化.全国性的大型

古籍数据库建设缺乏投入,发展缓慢,除国家图书馆

在网上公开了上万种古籍的全文,其他公藏单位很

少在网上公布其古籍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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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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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

烈反响和一致好评,其中高校图书馆只有４家参与

发布[２].
我国的古籍数据库建设和美国、日本有较大差

距,美国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及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图

书馆、国立公文书馆、东洋文库等公藏机构都将所藏

中文古籍全文上网供读者无偿使用.如此导致国内

读者意见很大,戏称“哈佛/东京很近,北京很远”.
３．６　投入古籍保护的科研经费少,理论研究薄弱

基础研究薄弱,纸张的老化机理、修复材料(传
统纸墨、颜料等)的研发均不及欧美、日韩,甚至拿不

出一张代表中国的纸.当前复旦大学正在投入文理

工跨学科的力量复原中国最好的古纸———开化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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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古籍保护与利用的人才缺口大,学科建设分散

凌乱

据专家估算,全国除去寺庙、道观和个人等古籍

收藏者外,拥有古籍的公藏机构约３０００家,收藏古

籍总数约３０００万册件,其中三分之一存在不同程度

的破损.而目前从事古籍保护与修复的人员大约为

１万人,平均每个机构不到４个.国家图书馆在古

籍保护与修复方面的人员曾达到３００人,相当于１０
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在这方面的人员规模.建立古籍

修复实验室的高校图书馆,配备的修复人员数量绝

大多数仅为１０人左右.还有相当多的藏有古籍的

中小型图书馆,一名古籍保护与修复方面的人员都

没有.
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的从业者成才周期长、难

度大,再加上工作性质枯燥、工作环境堪忧,经常跟

病虫、霉菌打交道.如果不加以重视,在岗位、待遇

上适当倾斜,留住人才很难.目前古籍版本鉴定、古
籍修复、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缺口相当大,尤其是古

籍修复方面的高层次人才更属于凤毛麟角,应下大

力气解决人才断层问题.
目前我国在文物领域有比较成熟的修复专业,

在古籍保护与修复方面还没有独立性和专业性强、
成熟度高的专业,均为新办的挂靠在图书情报、古典

文学、历史、艺术、非遗文化、文物档案等相关学科的

专业方向.古籍保护与修复还是个学科跨度很大、
内容丰富庞杂的专业,不但要讲授目录学、版本学、
校雠学等传统的图书馆学和文史方面的知识,还涉

及物理、化学、生物、药剂等理工方面的内容.随着

数智时代来临,同时要加大在古籍数字化、数字人文

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力度.该专业在课程设置、人才

结构的谋划、积累、成熟、定型等方面都需要较长时

间的建设,故而当前的教学内容既不规范也不稳定,
加上缺乏实战训练,毕业生的行业认可度还不高,尚
难以真正解决人才培养问题.

当前高校的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的学科归类也

不明确,与图书情报、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科学保护

等专业存在诸多交叉,尽管学科特色明显,但没有被

提升到战略高度给予重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连续

多年召集专家讨论过古籍保护与修复人才的培养方

案,但因为缺少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进展缓慢.
３．８　民国文献、少数民族古籍、西文古籍及民间古

籍的保护状况堪忧

民国文献老化严重.少数民族古籍、西文古籍

(尤其是涉及中华文化的)的保护和开发不被重视.

４　开创古籍保护与利用新局面的政策建议

４．１　健全高校古籍管理体系,建立长效机制

古籍保护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建议成立教育系统的古籍保护中心,由教育部专门

司局指导,负责全国高校古籍保护工作,与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相对接,理顺全国古籍保护的管理模式,完
善合作机制,改变高校在国家古籍保护项目中因资

金和政策难以惠及而带来的激励不足等问题,提高

高校图书馆在各级各类古籍保护与利用项目建设中

的参与度.
在教育部高校图工委设立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

组,协助教育系统的古籍保护中心开展工作,建立高

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整体化协同推进的长效机

制,避免高校图书馆各自为政,减少重复劳动.
高校古籍保护中心应定期召开会议,以便各古

籍保护单位交流经验、学习前沿知识、了解最新动态

和技能,扬长避短,促进古籍保护工作更好地开展.
应动员各高校邀请海内外古籍工作领域的专家以客

座教授、短期教授身份讲授古籍保护知识,线下开放

参会,线上广泛分享.应动员古籍工作领域的专家

在国内主要在线课程平台开设慕课,广泛传播古籍

保护、修复与整理方面的知识.
高校古籍保护中心应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加强

同文化旅游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古籍保护协

会、优秀出版社等各方面的合作,进一步调动全社会

保护、研究、开发古籍资源的积极性,广泛吸收社会

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推进古籍整理、保护与利用

的跨行业、跨机构、跨地域的协同创新.
４．２　增加经费投入,保障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

建议教育系统设立专门项目,投入专项资金,优
化分配机制,下拨高校图书馆,尤其是国家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以加快书库的标准化建设,配备专业的保

护与修复设施,优先修复破损严重的古籍,继而对其

他古籍和民国文献进行原生性保护.
进一步加强对国家级和省级古籍保护单位以及

各级各类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的认定、建设和评估,
采用竞争性和指令性相结合的方式,给予相对稳定

的建设经费支持.
４．３　优化高校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方式,扩大人才规

模,完善用人机制

建议教育系统重视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充分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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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校的教学资源优势,设置专科、本科、硕士与

博士等各级各类古籍保护专业,并激励各高校创新

人才培养方式,为古籍保护领域输送既有较强的动

手能力又有扎实的学科背景的专业队伍,有计划地

做好人才储备工作.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可以依托

文、史、哲、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师资,以图书馆为

基地,组建研究团队,联合培养专门人才.
鼓励各教学点举办古籍整理与保护培训班、建

设古籍修复中心等,加快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建

设,多渠道培养能够对古籍进行鉴定、采访、编目、修
复、整理、导读的专业人才、大国工匠.

古籍保护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具有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属性,不仅包括原生性保护、再
生性保护,还包括传承性保护.建议整合当前的古

籍保护学科和古文献学学科,设立“古籍保护与古文

献学”一级学科,像建设国家保密学院、国家网络安

全学院那样,建设若干所国家古籍保护与古文献学

学院,作为新文科建设试点,打造成古籍整理、保护

与利用的研学和实践基地.
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相关专业,可广泛征召参

加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的大学生志愿者,以加快工

作进度,同时提高同学们的古籍工作素养及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热爱程度,从中发现有热情有天分、愿意

转向到古籍保护专业的可造之才.
扩大高校图书馆从事古籍工作人员的编制,必

要时可要求收藏一定数量古籍的高校给予专门指

标.古籍工作者长期接触尘土、霉菌等不良环境,应
加强装备方面的劳动保护,在待遇方面给予适当补

偿和激励.
古籍工作近乎冷门绝学,需要长期坐冷板凳,学

习、研究、实践的周期长,科研成果的产量低,对口的

学术期刊少,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职称、图书

资料系列职称等相关学科、行业职称的评审中,要坚

决破“五唯”,基于古籍工作的特殊性和专业性,科学

合理地设置职称评审条件.
４．４　大力推动古籍全文数字化,统筹建设全开放的

高校古籍资源数据库

利用是古籍保护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古籍保

护的有力手段.以数字化手段让珍稀古籍化身千

百,是当今技术条件下为古籍“续命”的有效方式.
应大力宣传古籍数字化既是古籍利用方式也是古籍

保护方式,数字化尤其有利于珍稀古籍的广泛流通

与使用的理念.

我国应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大力推动古籍

数字化,建议教育部首先动员高校图书馆尤其是部属

院校图书馆将所藏善本尽快实施无差别的数字化,统
筹建设全开放的高校古籍资源数据库,推进古籍资源

共知共建共享,为学界提供高水平的古籍保障服务.
建设高校古籍数据库,可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牵

头建设的“学苑汲古”数据库为基础,该数据库只进

行了三期便中辍了,参加的高校仅有２０余所,建议

号召藏有古籍的所有高校图书馆加入,全面升级数

据库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建设高校古籍数据库,应遵循共建共享的原则.

各图书馆已经数字化的古籍资源应及时发布,未数

字化的古籍资源,按照主题进行统一分工,进行众筹

式建设,建成一个发布一个.
在国家级的全开放的高校古籍数据库建成之

前,应调研、编制一套普适性强的基础古籍目录,以
满足设立文史类专业的高校的教学科研的基本需

求.依照基础古籍目录,先行建设全开放的基础古

籍数据库,供各高校免费利用.
继而可联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中国古籍保护

协会,发起成立“全国古籍数字化工程建设与开放服

务联盟”,建设国家级的古籍数字化加工、发布平台.
为解决收藏单位以维护物权和弥补收藏成本为由,不
愿公布高清图片的问题,平台可借鉴大型图片库的版

权物权保护方式,依据古籍的珍稀程度和保藏难度,
分层级制定像素精度和价格,通过区块链技术对古籍

逐页进行数字确权、数字存证.常见常用的基础古籍

可免费获取,珍稀古籍则由用户按需选择不同像素的

一页书、多页书还是整本书,支付合理的费用.交易

完全透明,收益实时按照约定比例分发给平台和收藏

的图书馆,这样既保障了用户使用古籍的权益,又提

高了收藏单位采购古籍、保护古籍、数字化古籍的积

极性,还保障了平台服务及升级优化的经费.
古籍资源库应划分专题板块,如易学、数术、舆

地、各朝文集等,各板块分合自如,以便开展跨专题、
跨学科研究.

古籍研究适宜应用大数据技术、数字人文技术,
应借鉴当代文献的引文数据库,以数字人文技术分

析古籍中的“注疏”等副文本,建设揭示古籍引用关

系的引文数据库,将中国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
镜源流”的功能发扬光大.

此外,版本数据库、刻工数据库等,也都是具有

较大开发价值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建设,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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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创造条件,极大地

推进对古籍的深度研究与利用.

４．５　建设云上共用的古籍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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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只是对外面向读者服务的平台,还
应该有对内面向工作人员的操作平台,两者缺一不

可,构成完整的古籍管理平台.在这一理念指导下,
武汉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１８年起开始建设“武汉大学古

籍保护信息管理平台”,目前已上线运行.该平台根

据安全性、易用性、开放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适应

集成化、数字化、网络化、多人协作的工作模式,理顺

古籍保护工作各环节,将古籍的庋藏、阅览、编目、修
复、整理、研究等工作内容全部纳入数字化流程,提
高协作效率,提升服务品质.该平台还落实全局安

全观,不但保证数据安全,还采取古籍流转全流程留

痕,管理员也不可删除记录等技术手段,杜绝古籍的

不慎流失和监守自盗.
建议CALIS或CADAL充分考察、评估武汉大

学古籍保护信息管理平台的理念和性能,若确有优

越性,可以其为基础,优化、升级为云上供全国高校

图书馆共用的古籍管理平台,以避免重复劳动,节约

大量经费,实现全国高校图书馆古籍管理的标准化、
一盘棋.古籍管理平台还应该增加复本交流功能,
便于各高校图书馆进行查重、交换或交易,促进古籍

的流通利用.
４．６　建立古籍工作标准和制度,制定高等学校古籍

工作规程

建议教育系统组织专家,制定古籍的管理、编
目、修复、定级、定损、数字化等业务方面的工作标准

和制度.制定古籍保护领域工作人员的资格证申

请、考核、发放与管理制度.修订完善«图书馆古籍

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定期巡查复检,督促不合格的

书库整改完善.
鉴于«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对高校图书馆

的发展所发挥的重要推进作用,建议教育系统借鉴

该规程制定的程序、经验,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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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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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先行的地方

性法规,如«镇江市古籍保护办法»(２０１７年)、湖南

省«古籍保护与服务规范»(２０２０年)等,制定«普通

高等学校古籍工作规程»(或«普通高等学校古籍工

作条例»),从经费、人员、环境、设施、技术、培训等方

面,向高校提出保障要求,向高校图书馆、高校古籍

工作者提出目标、任务,以全面、切实地落实“中华古

籍保护计划”.
４．７　全面普查高校图书馆的古籍资源和古籍揭示

与整理成果

建议教育系统给予专项经费支持,统一组织,以
“国家古籍普查平台”和“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

数据库”为基础,对全国高校图书馆的古籍资源进行

全面普查,尽快摸清高校收藏的古籍的家底.全国

古籍普查完成后,出版完备的«中文古籍总目».下

一步的目标自然是全球汉文古籍普查.对此目标,
山东大学已经以前瞻性眼光捷足先登,启动了 “全
球汉籍合璧”工程.这是一项宏伟工程,需要广泛参

与、久久为功.希望各高校图书馆积极关注、共襄盛

举,早日实现这一伟大梦想.
统一组织,全面普查高校的古籍揭示和整理成

果,设立查重审核机制,杜绝重复立项、重复科研、重
复出版.

鼓励突出地方特色、学科特色的古籍丛书、类
书、专著的整理出版;鼓励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及时

编纂出版以不同文化区、文化带为专题的古籍文献

集成,如«黄河文献集成»«长江文献集成»«大运河文

献集成»等,让分散收藏的特色典籍集中再生,既利

于保护,又便于使用,大力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
拨付专项经费,采取招投标的方式,遴选有资质

的出版社,影印出版高校图书馆收藏的未刊孤本及珍

本.影印出版应考虑团体和个人的需求及购买力差

异,既出版大套丛书,也出版适合个人购买的单行本.
４．８　设立和资助更多的古籍整理与保护方面的科

研项目

建议提高古籍整理与保护项目在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大、重点、一般项目中的比例.项目的设立,应
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当前热点与战略目标、行
业政策与管理创新、文献保护与资源开发、成果转化

与文化建设等,既照顾重点,又覆盖全面,依托高校

的科研机构、学术力量,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

成果.
整理是对珍稀古籍的重要保护方式,可使之化

身千百,增加流传后世的概率.一些重要的珍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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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亟待系统整理,如«永乐大典».大量的历史典籍,
比如历代会典、会要、实录等,多数都没有整理本,需
要投入更大的财力、物力来推动.高校古籍整理委

员会和高校图工委应该在统一的管理框架下,发挥

高校得天独厚的资源与人力优势,以项目、课题形式

来带动珍稀古籍的整理工作.
４．９　引导高校重视对民国文献和少数民族古籍、西

文古籍的保护

古籍保护应扩展至民国文献,因其老化程度已

经非常严重,建议制定“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加
强对民国文献的抢救、保护与整理.

目前的古籍保护,主要针对的是公藏汉文古籍,
对公藏少数民族古籍、西文古籍(尤其是涉及中华文

化的)的保护和开发重视不够,应引导高校图书馆提

高对此类文献的保护和利用的意识及力度,加强国

际合作,共同提高保护和开发水平.
还有大量的珍贵古籍藏于民间,价值得不到认识

和重视,残破不堪,濒临损毁.高校图书馆要不懈普

及古籍知识,加强对古籍保护的宣传,提高公众对古

籍的认知度和保护意识,鼓励藏家通过捐赠和售卖的

方式,将藏品归于高校图书馆,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和传承.另一方面,对那些藏品价值高而又不愿意归

公的藏家,高校图书馆可通过公益性或商业化的方

式,为其提供古籍编目、古籍修复等服务,在藏家许可

下,将其收藏的珍稀古籍加以揭示、整理和利用.
４．１０　围绕古籍,开展丰富多彩的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活动

动员各高等院校、相关教学指导委员会,充分依

托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学科和各级古籍保护单

位、图书馆,对古籍进行研究型、学习型利用,如开设

古籍鉴赏、古籍传播史、中国书史、中国版画史、中西

古籍装帧艺术比较等通识课程,或作为授课单元,列
入已有的通识课程.

动员相关院系和图书馆,定期开展与古籍有关的

讲座、知识竞赛、专题展览等传承、普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活动.在图书馆服务宣传月等活动中,纳入古

籍这一特殊文献,加大宣传力度.如同走入院系实验

室那样,图书馆应欢迎在校师生参观古籍修复工作

室,近距离了解传统古籍修复技艺.宣传推广古籍进

课堂、古籍管理员和教师协作教学等活动.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古籍工作组织,应定期选拔

一批内容丰富、生动有趣、参与性强的活动,向各高

校和全社会推广,让更多师生、民众了解、喜爱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为适应社会化媒体普及的时代特点,应与时俱

进,让古籍走进社会化媒体,引导民众利用线上线下

“碎片化”时间接触古籍,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
可引导高校组织力量加强线上“微经典”数据库、公
众号建设,线上古籍修复技艺和修复人才短视频宣

传,线下“微经典”图书出版,线上线下“微经典”文献

研究,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的大众化.
教育系统应为高校文化创意产品的营销创造合

法合理的市场机制,鼓励高校图书馆学习故宫博物

院、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的文化创意经验,像确立建筑

地标一样,确立古籍特藏中的“文化地标”,围绕“文
化地标”,加强创意,开发特色更加突出、品类更加丰

富的文创产品,既为本校师生所喜爱乐用,又能走向

市场,在社会上有一定销量,创造一些价值,回馈于

古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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