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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图书馆西文古籍

保护与修复情况调查

□张靖∗　张盈　林明　邱蔚晴

　　摘要　对西文古籍的收藏、整理及保护等情况进行调查,是保护西文古籍的第一步.在分析

国内外１９８５至２０１４年间３１个文献保护与修复相关调查的范围、内容及各级指标的基础上,拟

定调查指标并依之设计调查问卷,从可能藏有西文古籍的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四种类型７１家图

书馆中选择４０家发放问卷进行调查.根据１５份有效问卷,论文分析了古籍及善本的界定、收藏

与整理、管理、保护与修复及需求等西文古籍保护现状,指出目前相关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西文

馆藏家底不清,更进一步的保护和修复基本未曾展开;根据当前情况以及需求,建议为推动西文

古籍保护事业,首先应从古籍普查和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人才这两项工作开始.
关键词　西文古籍　古籍保护　古籍修复　文献保护与修复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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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中国,文献的传承从古至今未曾间断,因此,
在很多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里,均有专门的

中文古籍收藏,馆藏中文古籍的保护与修复工作也

向来受到重视.近年来,在国家政策[１]和项目[２]的

引导和支持下,中国的古籍保护事业更是蓬勃发展,
展开了古籍普查、制度化常态管理、保护与修复、人
才培养、整理研究以及特色古籍保护等多方面的工

作,取得了许多标志性成果,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
全国古籍收藏机构的普查工作全面铺开,所有古籍

按照一至四档定级.并分别在２０１０年８月及１０
月,制定了«汉文古籍定级标准»以及«中国少数民族

文字古籍定级标准»,为古籍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标准

化的依据.现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已进入成果揭

示阶段,目前首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天
津图书馆藏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已正式出版,共收录

古籍数据３１８１２条,包括珍本、善本、普本、方志及特

藏等古籍类别.此后预计将有数十家收藏单位的古

籍普查登记目录陆续出版,为古籍保护、利用工作提

供重要依据.二、已建立完善的“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制度,采取定期申报

与审批流程,截至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分四批公布了共

１１３７５部珍贵古籍和１６６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促使古籍保护成为全国各地公藏机构的一项常

态工作.三、在全国各地设立１２家国家级古籍修复

中心,组织实施各类型的古籍修复项目,目前国家图

书馆已完成«赵城金藏»«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

贵古籍的修复,正在修复敦煌遗书、宋元明清善本、
金石拓片、舆图、馆藏清宫“天禄琳琅”等特色藏品.
四、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展古籍保护相关的全国培训

班逾６０期,培训内容包括汉语及少数民族语文古籍

的鉴定与保护、古籍普查、古籍编目、古籍修复技术、
碑帖整理与修复等.五、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带

领下,组织和参与众多国内与国际的研讨会,并通过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再生性保护手段,将善本古

籍系统地复制出版(一期已出书 ７５８ 种,共 ８９９０
册),使古籍的鉴定整理、保存与保护的研究更为深

入.六、开展特色古籍保护,组织编撰«中国古籍总

目»«中华医藏»和«民国文献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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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关注的中文古籍范围不

断扩大,从善本古籍、普通古籍再到民国文献,古籍

保护的对象日益多元化.图书馆古籍藏品中的西文

古籍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但与其他类型古籍相

比,西文古籍在中国图书馆界和文化遗产保护界的

受关注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
文献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学界关于西文古籍收

藏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主题.第一,关于西文

古籍、西文善本和西文新善本等概念的界定与区分

标准[３－５].第二,关于西文古籍保存和整理现状的

总体描述和建议:王雨卉讨论了非善本西文古籍的

开发整理工作重点及建议[６];张丽静界定了西文善

本的收藏范围、标准和价值,介绍了国内西文善本保

存现状并提出建议[７].第三,关于具体图书馆西文

古籍收藏与整理情况的介绍:如北京图书馆外文藏

书[８]、北京大学图书馆部分西文善本书[９]、大连市图

书馆欧洲语言古籍[１０]等.第四,关于中西文古籍修

复技术的简单比较[１１].总体而言,中国学界关于西

文古籍收藏的研究还处于探讨概念、介绍馆藏、宣传

价值、呼吁重视的起步阶段,与业界对于西文古籍保

护的关注程度大致相当.
随着中国古籍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同民

国文献的保护快速升温一样,西文古籍的保护也将

很快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为此,笔者对中国大陆

及港澳地区图书馆的西文古籍的收藏、整理、保护与

修复情况展开基本调查,以了解现状,找准发展的

方向.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概念界定

诸如西洋、泰西、西文等,均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政治文化概念,类似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远东、近东、
东亚语言等.在中国图书馆界,一般将以欧美为主

的西洋国家所使用的文字统称为西文.西文古籍便

是承载了西文作品的符合各馆古籍界定的文献.前

句所谓“各馆”,是指目前在中国图书馆界还没有一

个关于西文古籍的通用概念,此外还有西文古籍、西
文善本及西文新善本的区分.当前图书馆较普遍的

做法是将１９１１年及以前的文献视作西文古籍,将

１８００年以前的西文古籍视作西文善本,将１８００－
１９１１年间具有特殊价值的西文古籍视作西文新善

本.但这一划分标准并非绝对,各图书馆还会结合

收藏情况作具体规定,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将１８５０年

以前的西文文献视作善本.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

调查之前并未对“西文古籍”作出界定,而是将这一

问题纳入了调查内容,因此,此次调查对象所指“西
文古籍”,是指接受调查的各图书馆根据馆内政策所

界定的“西文古籍”.

２．２　相关调查

笔者采用文献保护、文献修复、古籍保护、古籍

修复、“PreservationOR Conservation”和“InvestiＧ
gationORSurvey”等检索词在 CNKI和 EBSCOＧ
Host两个数据库中进行检索,筛选出文献保护与修

复相关调查３１个.表１对这３１个调查所涉及的文

献类型、范围和内容进行了分析,并按文献类型进行

了分类.
表１　文献保护与修复相关调查情况

no

调查

文献

类型

调查范围 调查内容
调查一级

指标
调查二级指标

调查实施时间

及文献出处

１
馆藏

文献
中国大陆图书馆 灾难预案

保护情况

①馆藏类型;②文献保护部门;③保护人员数量;④环境控制(数量、

对象);⑤保护内容(古籍修复、图书装订与修补、脱酸、缩微、数字

化、影印出版、特藏规定、数字资源保存、相关培训)

遭遇灾难

①自然灾难(突发事件类型、发生时间、严重程度、受灾文献册数、文

献损毁和恢复情况);②日常突发事件(突发事件类型、发生时间、严

重程度、受灾文献册数、文献损毁和恢复情况);③灾后情况(人员伤

亡、受灾文献处理与效果)

应对灾难 应对措施(保险、灾难预案)

灾难预案
①预案意识;②专业人员;③设施;④指引的获得;⑤预案内容与

执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参考文献[１２]

００１

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图书馆西文古籍保护与修复情况调查/张靖等
ASurveyofPreservationandConservationPracticesofWesternRareBooksinLibrariesinMainlandChina,HongKongandMacau/ZhangJing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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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调查

文献

类型

调查范围 调查内容
调查一级

指标
调查二级指标

调查实施时间

及文献出处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馆藏

文献

美国密歇根州

公共图书馆

保护现状

与需求

保护现状 ①技术与培训;②材料与设备;③外包服务;④资金支持

保护资源

需求
①技术与培训;②材料与设备;③外包服务;④资金支持

２０１０年
参考文献[１３]

美国马萨诸塞州
公共图书馆、学
术图书馆、专业
图书馆、博物馆

保护需求 保护需求
①设施设备;②环境控制;③防火装备;④修复情况;⑤非善本图书

的图书装订;⑥特藏、本地历史文献及档案的保存情况;⑦灾难预

案;⑧机构信息

１９９０年

参考文献[１４]

美国 佛 罗 里 达

州学术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保护需求 保护需求

①装订服务;②修复的流程与制度;③馆藏的年代及酸化程度;④处

理脆弱文献的流程及微缩处理;⑤馆员接受文献保护相关培训的情

况;⑥文献保护计划;⑦馆藏保护措施;⑧图书馆对于文献保护与修

复的意识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

参考文献[１５]

美国 小 型 公 共

图书馆
保存

脆化藏书

情况
①藏书脆弱程度;②与大型研究图书馆馆藏损坏程度的对比;③保

护制度
１９９０年２

参考文献[１６]

撒哈 拉 沙 漠 以

南林 波 波 河 以

北非洲大学

保护实践 保护
①当地及国际的文献保护历史;②非洲气候;③生物、物理、化学损

害;④灾难预案;⑤材料的处理;⑥非洲保护与修复的方法;⑦补救

性修复措施

１９９３年２

参考文献[１７]

美 国 独 立 图

书馆
建筑

建筑对文献

保护的影响
①图书馆设施;②供暖、供冷系统;③邻近馆藏的管道系统;④安保

系统;⑤防火装置;⑥墙体附近堆叠的馆藏;⑦灾难预案
１９９０年２

参考文献[１８]

东欧 三 大 主 要

学术图书馆(来
利沃夫,乌克兰

和索菲亚,保加

利亚)

保护实践 保护情况

①藏量;②资金、法律支持;③专业人员(数量、方向、接受培训程

度);④文献保护项目的开展情况及实践成果;⑤保存及破损情况
(脆化、酸化、装订、错误堆叠、缺乏装具);⑥馆藏建筑、设施设备情

况;⑦文献保护政策及执行情况;⑧修复材料供给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参考文献[１９]

美国 堪 萨 斯 大

学图书馆
馆藏保护

流通馆藏

保护情况
①图书纸张情况;②装订;③长期保存计划

总体馆藏

保护情况
①图书纸张情况;②装订;③长期保存计划

１９９７年２

参考文献[２０]

美国 研 究 图 书

馆协会成员馆

纸质馆藏

情况

需数字化

保护的纸质

馆藏目录
①需数字化保护的馆藏;②电子资源管理指南;③编目政策

１９９９年２

参考文献[２１]

美国 研 究 图 书

馆协会成员馆
保护

保存现状

与保护措施
①损坏评估;②目录研究;③替换;④影印;⑤微缩

１９８９年２

参考文献[２２]

美国 布 法 罗 州

立大学图书馆
保存 保存状况 ①出版年代;②酸化、脆化、残缺程度;③流通对书况的影响

１９８８年２

参考文献[２３]

美国 耶 鲁 大 学

图书馆系统
保存

部分馆藏

状况
(３６５００册)

图书破损与酸化
１９８５年２

参考文献[２４]

美国５０个州及

哥伦 比 亚 地 区

联邦 图 书 馆 信

息中心

机构整

体情况

机构整体

情况
①馆藏;②人员;③服务;④自助设施;⑤技术;⑥文献保护等

１９９４年

参考文献[２５]

美国 国 家 档 案

馆、加拿大国家

图 书 馆、１２ 所

美国 州 立 档 案

馆及图书馆

机构整

体情况

机构整

体情况
①馆藏;②人员;③参考咨询服务;④复印制度;⑤文献保护方法等

１９９０年２

参考文献[２６]

尼日 利 亚 广 播

图书馆

机构整

体情况

机构整体

情况
①人员;②图书馆发展;③文献保护与修复实践;④馆藏发展;⑤书

目控制;⑥空间;⑦经费
１９９５年２

参考文献[２７]

１０１

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图书馆西文古籍保护与修复情况调查/张靖等
ASurveyofPreservationandConservationPracticesofWesternRareBooksinLibrariesinMainlandChina,HongKongandMacau/ZhangJingetal．



2
0

1
7

年
第2

期

no

调查

文献

类型

调查范围 调查内容
调查一级

指标
调查二级指标

调查实施时间

及文献出处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中文

古籍

吉林省 收藏保护

收藏状况 ①藏量;②收藏机构;③收藏情况(地域、机构类别、品种、源流)

保护状况
①专用书库;②保护设施(恒温恒湿、樟木柜/板、安防、防紫外线等

设备);③专业人员;④经费;⑤意识

２０１１年２

参考文献[２８]

吉林省 修复 修复状况

①收藏机构类型与性质(公共馆、高校馆、科研机构馆、博物馆;是否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②藏量;③破损情况(破损比例、主要破损

类型、破损主要原因);④修复人员情况(数量、学历、年龄结构、是否

接受专业培训、编制状况);⑤设施设备(实验室面积、修复设备种

类、修复材料购买渠道);⑥经费投入

２０１３年２

参考文献[２９]

陕西 省 基 层 公

共图书馆
保护

人力资源
①人员数量;②比例:人员数量/古籍数量;③人员结构(性别、年龄、
学历、职称、人员来源);④人员培训(工作热诚度、工作努力程度、提
升自我意愿、培训程度与期望、激励制度)

保护状况
①古籍管理规章制度(有否建立、建立时间、馆员对其了解程度、遵
守程度);②存藏条件(库房、装具、防尘、防盗、防火、防潮、防蛀、温
湿度)

专项基金 ①数额;②筹集渠道

２０１０年２

参考文献[３０]

浙江嘉兴 保护利用

保存情况

①收藏机构类型与性质;②藏量与版别;③来源(历史遗留、政府转

交、单位收购、民间捐赠等);④保存硬件状况(专用书库、空调、温湿

度监测仪、灭火器材、除湿机、报警监控系统设备、专用书橱/夹板/
函套);⑤专业人才(数量、编制、技术能力:鉴别、定级、版别确定、修
复技术);⑥经费投入

利用情况
①整理(编目、登记、造册、建立目录数据库、整理出版);②古籍服务
(为学者、机构提供)

２０１１年２

参考文献[３１]

辽宁 省 高 校 图

书馆
保护 保护情况

①藏量与其特色馆藏;②古籍阅览服务(提供对象、限制);③保护条

件(专用书库、书柜、函套、防火、防虫、防盗监控、温湿度监控、防紫

外线灯设备);④专业人才(数量、学历、工作经验);⑤保护政策与措

施(制定、实施、执行、意识);⑥破损情况;⑦再生性保护

２０１４年２

参考文献[３２]

２２
西文

非古籍

图书

美国雪城大学 保护修复 保护修复
①出版日期、国别;②文献类型;③流通政策;④封面类型(皮、布、
纸、木、小册子、函套、混合);⑤需要修复的部分(封面、书脊、书芯、
装订、书页);⑥脆化、酸化、破损程度;⑦环境控制

１９８５年

参考文献[３３]

２３

２４

２５

图书馆

档案

美国 学 术 图 书

馆、公共图书馆
物理性保护 保护现状 ①纸张酸化;②温湿度及环境控制;③修复培训情况

１９９６年２

参考文献[３４]

英国 国 家 文 献

保护办公室

文献保护

调查模型

评估文献

保护需求

的标准化

方法

①保护需求评估;②档案管理
２００３年２

参考文献[３５]

美国 保护 保护实践
①管理设置;②馆舍规模;③保护深度;④专业知识;⑤经费预算;⑥
环境控制

１９９０年２

参考文献[３６]

２６
民国

时期

文献

中国大陆图书馆 保护修复

收藏情况
①类型与数量;②装帧形式;③破损情况(破损类型和程度、纸张类

型、破损原因)

保护情况
①保护工作的开展(有否、部门、员工人数、基本保护措施、重视程

度);②库房(单独、共用);③环境控制(温度、湿度、光线、空气质量、
防虫);④利用(使用限制、服务方式、载录格式转换、数字化)

修复情况
①急迫程度;②修复工作的开展(有否、没有开展的原因、开展意

愿);③修复人员(人数、专/兼职、满足程度、人才缺乏原因);④修复

实践(方式、材料、技术);⑤民国时期与现代文献的比较

２０１４年２

参考文献[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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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调查

文献

类型

调查范围 调查内容
调查一级

指标
调查二级指标

调查实施时间

及文献出处

２７
满文

文献
中国大陆 收藏保护

收藏状况
①版本;②分布状况(收藏地、机构、数量);③整理史;④出版年代;
时间跨度;⑤文献内容(儒家经典、满语文的教科书和工具书;通俗

文学作品;宗教有关的图书等);⑥文献价值

保护状况
①破损情况调查;②修复现状;③保护措施(数字化);④专业人员
(编目、修复);⑤库房条件

２０１３年２

参考文献[３８]

２８
中医

古籍

中国 大 陆 中 医

专业图书馆、公
共 图 书 馆、博

物馆

保存保护

保存情况
①调研机构(中医专业图书馆、公共馆、博物馆);②藏量;③分布;④
破损情况;⑤来源(国家调拨、社会征集、购买、接收、捐赠等)

修复情况
①人员(数量、职称、学历、经验);②设备(机器、手工修复工具);③
档案(建立与规范化);④环境控制(温湿度、防火、防盗、防酸脱酸、
防虫、防潮、防尘、再生性保护)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参考文献[３９]

２９

法语历

史与文

学类

书籍
(１８６０

－１９１４)

美国 威 尔 逊 图

书馆

纸张质

量变化

纸张质

量变化
文中没有详细说明

１９８３年２

参考文献[４０]

３０
珠宝研

究历史

文献

美国 ６ 家 相 关

图书馆

保存保

护利用

保存与

保护现状
①馆藏;②微缩保存;③损坏程度

１９９２年２

参考文献[４１]

３１
学位

论文

美国 俄 亥 俄 州

授予 博 士 学 位

的１５家机构

保存
保护意识

与现状
①标准;②意识与责任;③保存状况

１９９０年２

参考文献[４２]

注:２文中未清晰列出调查实施时间,此时间为根据文中内容及出版时间估算.

　　如表１所示,国内相关调查,在调查范围上主要

限于大陆地区,或较全面覆盖,或集中于部分省市;
在文献类型上,以古籍为主,或以时间为限(如民国

时期等)、或以主题为限(如中医、满文等);调查内容

涵盖文献的收藏、保护和修复等情况.国外相关调

查,与国内相比,体现出对于特定文献的关注,如图

书馆档案、学位论文、期刊合订本、法语历史与文学

类书籍、珠宝研究文献等;在调查内容上,则涵盖文

献损坏状况、环境控制、保护与修复需求、修复措施

与实践、数字化保护等.

２．３　调查指标与问卷设计

参考上述相关调查,拟定调查指标体系,见表

２,并设计问卷.

表２　调查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问卷题项

文献收藏

机构情况

收藏机构名称、类型、设立时间 第一部分

收藏机 构 规 模 (馆 舍、藏 书、人

员)
第一部分

文献收藏

情况

西文古籍、善本等相关界定 第二部分５
西文文献的主要年代、最早的西

文藏品
第二部分１、２

西文文献类型与数量 第二部分３、４

西文古籍来源 第二部分６

西文古籍类型及数量 第二部分７、８

西文古籍装帧形式及数量 第二部分９

西文古籍保存状况 第二部分１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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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问卷题项

文献管理

情况

文献保护计划(是否有,其中是

否有西文古籍相关内容)
第三部分１、２

文献保护灾难预案(是否有,其

中是否有西文古籍相关内容)
第三部分３－５

是否启动专门的西文古籍保护

项目(时间、基本描述)
第三部分６

负责西文古籍保护的部门和人

员情况
第三部分７－１２

西文古籍保护相关政策(经费、

规章制度等)

第三部分

１３－１６
是否启动其他古籍保护专项(时

间、基本描述)
第三部分１７

近期是否有西文古籍保护专项

启动计划
第三部分１８

管理层对于西文古籍保护与修

复的认知和重视情况
第三部分１９

文献整理

情况

西文古籍目录整理 第四部分１
西文 古 籍 编 目 及 建 立 专 门 数

据库
第四部分２

西文古籍专题/专藏管理 第四部分３

西文古籍载录格式转换 第四部分４

文献保护

情况

西文古籍日常维护 第五部分１－４

西文古籍环境控制 第五部分５－９

西文古籍服务政策 第五部分１０－１２

文献修复

情况

西文古籍批量脱酸 第六部分３

西文古籍修复技术 第六部分２、４

西文古籍修复设施 第六部分５

西文古籍修复材料 第六部分６、７

文献保护

与修复需求

需求急迫性 第七部分１

具体需求(经费、人员、其他) 第七部分２－１０

２．４　调查对象

调查样本框包括大陆省级图书馆、港澳地区图

书馆、曾有教会背景的大学图书馆以及其他办学历

史悠久可能藏有西文古籍的大学图书馆,共四种类

型７１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是国内首办并唯

一举办西文修复技术培训班的机构,迄今已举办４
期西方文献修复技术培训班和３期西方文献修复技

术提高研修班,面向具有西文古籍保护与修复需求

的图书馆提供培训.７期培训的参加单位总名单,
可以说比较全面地涵盖了国内主要的西文古籍保护

与修复单位.因此,笔者结合中山大学主办的四期

全国西方文献修复技术培训班学员情况,从调查样

本框中选择了４０家图书馆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包括

２５家大陆省级图书馆、５家港澳地区图书馆、８家曾

有教会背景的大学图书馆和２家其他大学图书馆.

截至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日,共有１９家图书馆返回了问

卷,其中２家反馈没有西文馆藏、２家因为西文文献

整理工作尚未开展或尚未完成而无法填写问卷,因
此,共回收１５份有效问卷.具体情况见表３.问卷

主要由图书馆此事文献保护与修复的相关负责人填

写,或由其指定具体从事文献保护与修复工作的馆

员填写.
表３　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样本

总量

抽样

数量

回收数量

(回收率)

有效问卷数量

(分布)

大 陆 省 级

图书馆
３１ ２５ １１(２７．５％) ９(６０％)

港 澳 地 区

图书馆
６ ５ ４(１０％) ３(２０％)

曾 有 教 会

背 景 的 大

学图书馆

２６ ８ ３(７．５％) ３(２０％)

其 他 大 学

图书馆
８ ２ １(２．５％) ０(０％)

总计 ７１ ４０ １９(４７．５％) １５(１００％)

３　调查反馈

该部分主要依据１５家西文文献收藏单位的反

馈问卷整理.由于回收问卷均存在对于某些具体问

题回答不明确的情况,笔者还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

作了后续沟通.
为保护调查对象的隐私,论文隐去所有图书馆

的名称.仅以表４反映１５家受访馆的在类型和地

域上的分布情况.
表４　１５家受访馆的的类型和地域分布情况

图书馆类型 １５家受访馆的分布 地域 １５家受访馆的分布

公共图书馆 １０ 华北地区 １

大学图书馆 ５ 华东地区 ６

华南地区 ３

西南地区 ２

港澳地区 ３

３．１　古籍及善本的界定

本次调研中,６家图书馆反馈对馆藏西文文献

中的古籍作了明确规定.其中,有３家图书馆将馆

藏中１９００年以前的西文文献定为西文古籍;有２家

图书馆则以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为限界定馆藏西文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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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１家图书馆以１９４９年为界,作为其馆藏中、西
文古籍的统一界定标准.

３．２　收藏与整理情况

３．２．１　收藏情况

８家图书馆反馈了其馆藏西文文献的主要年代

分布,各馆虽存在差异,但主体均为近现代馆藏.９
家图书馆反馈了其西文馆藏的最早年代,最早的西

文藏品可追溯至１４９３年.８家图书馆反馈了馆藏

西文文献的具体数量,平均馆藏达到１０万册/件.
这８家图书馆还反馈了文献语种,数量从多到少依

次为: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其他

西文语种.
问及西文古籍的收藏情况时,虽然有６家图书

馆反馈对馆藏西文文献中的古籍作了明确规定,但
仅有３家图书馆对其馆藏西文古籍的类型、数量、语
种和装帧形式等情况比较清楚,类型主要为图书,语
种主要为英文,装帧形式以册页装和软皮装较为常

见.馆藏西文古籍的来源方面,多为历史遗留(４２．
１％)和民间捐赠(３１．６％),此外还有单位收购和政

府转交.４家图书馆反馈馆藏西文古籍来源不详.

３．２．２　保存状况

纸张类型方面.以机器纸为主,其中:５家图书

馆馆藏全部为机器纸;７家图书馆机器纸、手工纸兼

有,但机器纸占多数;１家图书馆机器纸、手工纸、羊
皮纸兼有,且手工纸占多数.

古籍破损方面.５家图书馆的西文古籍纸张老

化程度达到严重级别,其中１家纸张严重老化的馆

藏占５０％－６０％;５家纸张老化程度达到一般级别,
其中１家纸张一般老化的馆藏达７０％.８家西文古

籍装帧结构破损程度达到严重级别,其中２家装帧

结构严重破损的馆藏占５０％;３家装帧结构破损达

到一般级别.１１家图书馆西文古籍存在封面破损

情况,其中２家封面破损严重的馆藏占３０％,８家封

面破损达到一般级别.各家图书馆均存在轻微级别

的虫蚀鼠啮、霉烂等破损情况.

９家图书馆(６０％)反馈馆藏西文古籍的破损程

度与中文古籍相当,５家(３３．３％)反馈西文破损程

度较中文低,另有１家图书馆(６．７％)反馈破损程度

未明,无法进行比较.
自然老化(１３家)、保存环境差(１１家)、使用磨

损(１０家)、纸张质量差(９家)、装订结构不合理(８
家)、装订材料差(７家)均是造成上述破损情况的

原因.

３．２．３　整理情况

６家图书馆(４０％)反馈已经开展了西文古籍的

清查与目录整理、编目并建立书目数据库等工作;３
家(２０％)反馈对西文古籍进行专题/专藏管理.５
家(３３．３％)明确表示尚未开展西文古籍整理工作.
未有图书馆开展西文古籍载录格式转换工作.

３．３　管理情况

３．３．１　相关政策及项目

１３家图书馆(８６．７％)反馈制定了文献保护计

划,其中８家的计划包含西文古籍保护相关内容.

１１家图书馆(７３．３％)反馈制定了文献保护灾难预

案,其中４家图书馆的预案包含西文古籍保护相关

内容.５家图书馆(３３．３％)反馈制定了西文古籍保

护政策,但政策的被了解程度和执行力度均不理想.
多家图书馆开展过古籍保护项目,如数字化图

书、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相关项目、古籍特藏书库

改造、修复室建设、古籍资源再生性保护等.但受限

于专项经费不足,受访的图书馆大多没有或没有计

划开展西文古籍保护项目;仅１家图书馆早于２００２
年便启动了西文古籍保护项目,外派人员进修,并设

置了专门的西文文献修复馆员岗位,还定期举办培

训班;另有２家计划年内启动西文古籍保护专项.
各图书馆均无西文古籍保护专项经费.

３．３．２　相关部门与人事

１３家图书馆设立了专门的文献保护部门(如历

史文献中心、历史文献部、特藏文献中心、特藏部、古
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中心、文献修复组、馆藏维护

组、古籍特藏组、外文部等),其中１家设立了独立的

西文古籍保护部门.
工作人员方面.７家图书馆反馈馆内从事文献

保护的人员规模为１－１０人,４家反馈为１１－２０
人,１家反馈达５０人,另有３家未反馈确切数字.
其中,２家反馈有专人从事西文古籍保护,分别为３
人和４人;这些人员参加过专门的修复技术培训,但
未接受过相关的学历教育.除１家图书馆反馈其管

理层对西文古籍保护与修复完全不了解外,反馈管

理层非常重视或一般重视该项工作的图书馆各占

一半.

３．４　保护与修复及需求情况

日常维护方面.１/３的图书馆反馈采用单独库

房存放西文古籍,２/３反馈馆藏西文古籍与其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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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如中文古籍、民国图书甚至流通图书等,共用库

房.超过８０％的图书馆反馈没有采用特殊的书架

或书柜存放西文古籍,２家图书馆(１３．３％)反馈使

用花梨木、铝等特殊材质的书架或书柜专门存放西

文古籍.六成图书馆进行书库清洁、文献表面除尘

的日常维护工作;４家图书馆还开展了文献表面除

霉工作.
环境控制方面.大部分图书馆开展了库房温湿

度控制、光线控制、防虫与杀虫等环境控制工作,但
对库房空气质量的控制,相对以上三项而言关注较

少.温湿度控制主要采用普通空调加抽湿机的方

法,有５家图书馆使用了恒温恒湿空调.光线控制

主要采用封闭门窗或封闭式书柜的方法,有５家图

书馆采用了无紫外线照明.７家图书馆使用中央空

调过滤空气以控制空气质量,另有１家图书馆使用

了室内空气过滤器和独立风柜.大部分图书馆采用

控制库房温湿度的方法进行防虫控制,另有樟木书

柜、防虫草药和定期杀虫等方法.
服务政策方面.各馆对古籍的使用均作了一定

程度的限制,大部分采取原件馆内阅览的服务方式.

２家图书馆计划购买部分西文古籍的复印件或数字

化产品,代替原件的使用.

５家图书馆反馈开展了西文古籍文献的修复工

作,修复方式主要是原样恢复、脱酸和制作书盒或书

套.脱酸大多采用修复时水洗脱酸的方式,仅１家

图书馆反馈进行了单册喷雾脱酸,未见批量脱酸.５
家图书馆均采用了纸张去污、纸张加固和纸张修补

技术.修复设备方面,５家图书馆均有基本的配置,
包括古籍除尘修复工作台、纸浆补书机、机器/手工

切纸机、压书机、纸张测厚仪、清洗水槽、冷冻设备和

常用手工工具等.修复所需材料以国内外采购为

主,部分材料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配发,或有人

赠送.
需求方面.５家图书馆认为西文古籍修复工作

十分急迫,６家反馈一般急迫.大部分图书馆认为

西文古籍所需材料的国内供应、修复技术(如纸张脱

酸、双面文字纸张修复、装订结构恢复等技术)以及

人才状况均无法满足需求.相关专业高等教育、系
统培训以及高水平师资的缺失使得人才方面的困境

尤为突出.大部分图书馆反馈,较之西文古籍保护,
他们更重视中文古籍保护,其原因主要是对西文古

籍了解不够,且受经费、人力、馆舍、技术等条件的制

约,暂时无法顾及.其中８家图书馆反馈若有条件,
会开展西文文献的修复工作.

４　讨论

４．１　西文古籍保护现状

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图书馆的

西文古籍保护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西文馆藏普遍

存在“家底不清”的情况,因此更进一步的保护和修

复工作基本未曾展开.
总体而言,港澳地区的图书馆较之大陆地区的

图书馆,对西文馆藏的情况较为了解,且大多已开展

清查、整理和编目工作,半数以上已经开展西文古籍

修复工作.受访的港澳地区图书馆在西文古籍保护

与修复方面的主要经验包括:对文献的破损类型、程
度与数量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情况制定适用于本馆

的文献保护计划;编制文献保护灾难预案;对馆员进

行宣传教育,使馆员了解文献保护计划、政策和灾难

预案等文件的内容,提高馆员的文献保护与管理意

识;馆内设有专门的文献保护部门,负责包括西文古

籍在内的所有馆藏的保护和管理;定期开展文献日

常维护工作;配备基础的修复设备.
而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在西文古籍保护

工作上并未发现明显差异.大陆地区一些曾具教会

背景的大学图书馆的西文文献馆藏量大,类型丰富,
但仅有１家受访的该类图书馆开展了西文古籍修复

工作.该馆配备专门从事西文古籍保护的人员,且
比例达全馆修复人员的４０％;该馆对西文古籍所采

取的保护措施包括环境控制、使用限制、修复及脱酸

处理等,配置了设备较为齐全的专业修复实验室,采
取纸张去污、加固和修补等多项技术,对馆内的西文

破损古籍进行专业修复.

４．２　需求导向的未来展望

根据当前情况以及需求,笔者认为有两项工作

是西文古籍保护事业需要首先考虑的.
其一,普查西文古籍.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西文古籍保护工作尚处

于探讨概念、介绍馆藏、宣传价值和呼吁重视的起步

阶段,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工作实践都才刚刚开始.
随着中文古籍保护工作的逐步推进和全面铺开,与
之相关的西文古籍保护将逐渐进入视野.古籍保护

的首要工作是“摸清家底”,因而与中文古籍保护一

样,普查与整理是西文古籍保护的首要工作.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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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仿效中文古籍普查的方法.中文古籍普查工作

由国家主导,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开展多个项目,按
照统一部署普查、建立古籍名录、建立古籍保护下级

单位、培养普查人员、加强整理与利用五大方面的内

容,全面推动,现已收到极好的成效,取得不少阶段

性成果.还可考虑以个别已经开展西文文献整理工

作的图书馆为试点或示范点,总结分享其在西文古

籍普查和整理方面的特殊经验.西文古籍普查是西

文古籍保护工作的首要一步.
其二,开展高等教育层次的人才培养.
据调研反馈,专业人才的不足、特别是高等教育

层次人才培养的缺失,是制约西文古籍保护工作的

重要因素.这一经验和教训,也是中文古籍保护事

业发展多年所积累和总结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启动后,我国包括古籍保护、古籍修复、档案保护等

在内的文献保护与修复人才培养日益受到重视,但
中文语境下的文献保护与修复,常常等同于中文古

籍保护与修复,较少将西文古籍纳入范畴.高层次

专门人才培养是支撑古籍保护事业长远发展的最根

本方式:没有专门人才,古籍保护这样一种专业性极

强的工作,很难得以传承;没有高等教育层次的专门

人才培养,一方面可能影响优秀人才进入这一领域,
另一方面不利于古籍保护工作社会地位、专业地位

的提升.这一方面,中山大学在近十几年来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历经前缘(２００１－２００３)、起步(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全面发展(２００９－)三个阶段,中山大学开展

了专业培训、专业课程、学历教育和师徒传习全方位

的文献保护与修复人才培养工作,形成了以图书情

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为依托,具有中西理路兼容、
保护修复并重、理论实践同步等特色的中山大学模

式.西文古籍修复也成为了中山大学文献保护与修

复教育在国内的一大特色,中山大学成为全国唯一

一家能够提供西文古籍修复培训的人才基地,迄今

已举办４期西方文献修复技术培训班和３期西方文

献修复技术提高研修班,２０１２年,更聘请了四位德

国古籍修复专家和西文古籍编目专家担任客座教

授.在人才培养时兼而考虑中文古籍和西文古籍,
不仅仅是文献保护与修复工作对象的拓展,更重要

的是,不同于中文古籍保护与修复技艺的西方文献

保护与修复专业知识,也补充和丰富了中国的文献

保护与修复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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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rveyofPreservationandConservationPracticesofWesternRareBooks
inLibrariesinMainlandChina,HongKongand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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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３１domesticandinternationalpapersonpreservationandconservaＧ
tionsurveysfrom１９８５to２０１４especiallyonthescope,contentsandindicators,thepaperdesignedindicaＧ
torsatdifferentlevelsandsurveyquestionnaireaccordingly．Ittherewithissuedthesurveytoselected４０
institutionsoffourtypeslibrariesinMainlandChina,HongKongandMacau．Accordingtothefeedbackof
１５validquestionnaires,thepaperanalysedthecurrentsituationofwesternrarebookspreservation,onasＧ
pectsofdefinitionoftherarebooks,collectionandcollation,management,preservationandconservation．
Itpointsoutthattherelatedworkisstillinitsinfancy;thequantityandqualityofwesternrarebooksare
stillunclear;andfurtherpreservationandconservationisstillnotinprogressing．ItsuggestedtakinggenＧ
eralsurveyonwesternrarebookcollectionsanddevelopingpersonneltrainingprograminhighereducation．

Keywords:WesternRareCollections;PreservationofRareBooks;ConservationofRareBooks;PresＧ
ervation& Conservation;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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