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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来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成果及思考

□何燕华∗

　　摘要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没有专项经费的情况下,探寻出

一条符合馆情的古籍保护之路,在海外古文献回归、馆藏古籍再生性保护和馆藏古籍原生性保护

等方面取得了很好成绩.这是图书馆古籍部全体业务人员齐心协力勇于担当的体现;是建立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全面推行精细化规范管理的结果.建议在未来的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中,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应完善顶层设计的同时,还要注意将国家项目与各馆古籍保护业务给予协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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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０７]６号),提出在

“十一五”期间推行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要求对

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

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

上,实施全方位保护.十年来,从宏观上看,“全国性

的古籍保护工作机制已经建立并日趋完善,中央和

地方古籍保护工作经费保障能力不断增强,中华古

籍得到系统性保护,在普查、修复、整理、出版、人才

培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① .但从微观的实际工

作角度看,由于这一计划具体牵头实施的是文化部

下属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实为国家图书馆内设机

构),而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管理体制为纵向垂直管

理,这样就导致高校系统中在古文献的收藏数量与

质量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得不到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的经费支持,常处于人、财、物匮乏的

尴尬状态.即便如此,我们仍恪尽职守,担当向前,
探寻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高校图书馆馆藏古籍保

护之路.

１　开拓进取,在古籍保护方面取得很好成绩

１．１　突破古文献批量补充屏障,百年来首次成功回

购海外汉籍

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古文献收藏,多源自旧

时老一辈人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除院系调整时

将燕京大学的古籍并入外,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文

献资源建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２００７年两千多册

程砚秋旧藏曲本的入藏使这一局面有所改变,而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２日,９３１种、２８１４３册“大仓藏书”入
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则标志着我们的馆藏

古文献资源建设取得了新的标志性成果.
“大仓藏书”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其中５６．２％的典

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缺藏.善本中,四部宋刻递修

本为研究历代递修源流可依据之范本,具有很高的文

物价值和文献价值.九部元刻本更是书品极佳的精

刻精印本.１５部明活字本中铜活字本多达１４部,能
一次性大批量地购入明铜活字本,迄今为止绝无仅

有.此外,１１１部钞稿本中又多有鲍钞鲍校等名家批

校题跋本.专家鉴定认为:“大仓藏书”善本数量如此

之多,不仅说明“大仓文库”所藏典籍洵为珍贵,也证

明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入这批典籍物超所值.

∗ 通讯作者:何燕华,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３Ｇ０３２３Ｇ８３３２,heyh＠lib．pku．edu．cn.

① http://www．cfen．com．cn/dzb/dzb/page_７/２０１７０４/t２０１７０４０６_２５７５４９９．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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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从“大仓藏书”的数量规模和涵盖的内容范围

看,此次购入不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自１９３９年李氏

书入藏后第一次批量购入逾万册的善本典籍,也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收藏机构首次大规模收购留存

在海外的我们自己的典籍,更是“古籍保护计划”实
施十年来唯一一次将批量原本典籍成功从海外回

购,极具里程碑意义.２０１６年底开始,我们和北京

大学出版社合作,经反复论证,遴选其中１３２种珍

本,汇编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粹编»,将
在２０１８年影印出版,使这一漂泊在海外的百年珍藏

嘉惠学林,为世人所共享.

１．２　加大对馆藏古文献的整理、编辑和影印出版工

作的力度

首先,补救完善原有项目的缺憾.２０１６ 年 ３
月,由北京雨之亭书社投资、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未刊“清车王府藏曲本”»１４０册面

世.１９９１年,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古籍出版社联合编

辑出版了线装本«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１５８５种,其
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曲本并非影印原藏,而是将

依据原藏抄录的曲本进行照相后石印,因抄录匆忙,
错谬很多.２００１年,该书再由学苑出版社以８开精

装形式修订出版,但书中仍存在不少抄录错误.为

彻底纠正这些错谬,２０１４年,我们将馆藏原本“车王

府藏曲本”整理、编辑、影印出版.这标志着北京大

学图书馆开始对以往影印出版项目存在的瑕疵加以

纠正.同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２０１４年３月将程

砚秋玉霜簃戏曲藏本在“文革”期间暂存北京图书馆

时所拍照的胶卷还原出版,并冠以«北京大学图书馆

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丛刊»,由于该书只收录了

玉霜簃藏曲中成册的部分文献,而真正有文献价值

和艺术价值的散叶,因当时北京图书馆没有拍照,故
丛刊并未收录.另外,由于胶卷的保存条件不好,造
成划伤脱字现象严重,印制水准受限,有些文献模糊

不清.为向外界展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与整理

水平,确保研究者使用馆藏古文献的权利,我们在

２０１４年６月,与中华书局合作,将馆藏玉霜簃所有

戏曲文献整理编辑,题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氏

玉霜簃藏曲全集»,拟在２０１８年以四色彩印形式

出版.
其次,着力提升馆藏古文献影印出版的成书质

量.在以重新整理、完备影印出版原有项目的方式来

弥补既成事实缺憾的同时,我们全力以赴提升新立项

目的运作质量,努力使馆藏古文献的影印出版成果兼

具版本欣赏、研究比对、学习知识等多种功能.为此,
从２０１６年开始,我们的整理影印成果多以四色彩印

的形式面世,特别重要的馆藏善本系列更是一改往日

影印书每页上下拼版的设计,不但彩印,而且每页居

中仅原大排印原本典籍的半叶,疏朗清晰的图版最大

限度地保留了原书的各种历史文化信息.
第三,馆藏古文献整理编辑出版类别多元化.

近年来,我们整理、编辑出版的古文献类型已从注重

善本拓展到稀见版本.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基于馆藏

珍本古文献在影印出版后能更广泛地为社会所共享

的一种考虑.我们与中华书局合作的项目有«新编

古本戏曲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卷)»«北京大学图书

馆藏瑞鹤山房抄本戏曲(外六种)»和«北京大学图书

馆藏舆图汇编».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

编»收录馆藏善本舆图６５２种,是公藏单位首次向社

会成批公布馆藏珍贵舆图.为和社会已有的影印书

形成古文献保障合力,我们在２０１５年与北京雨之亭

书社合作策划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未刊珍本古文献

丛书»,选取社会上从未影印出版过的本馆所藏善

本,将其整理、扫描、编辑、影印出版,丛书分“明代稿

抄本”“清代稿本”“清代抄本”“民国稿本”和“刻本活

字本”五辑出版.到２０１７年９月底,第一辑“明代稿

抄本”８１ 种已整理、扫描完毕,预计 ２０１８ 年中期

出版.
第四,对馆藏善本进行整理、研究、编辑的结果,

不仅能进一步改善读者服务工作,同时也能加快业

务人才的培养.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项
目为例,我们馆藏的部分舆图在２００５年前后为配合

“大清史”的编纂,曾做过一次数字化处理.在本次

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舆图数据由于没

有扫描工作目录,导致无法快捷准确地检索某一舆

图数据的具体存储位置,所以我们投入大量人力,采
用实物与数据逐一比对的方法,最终做到将馆藏目

录与舆图实物和扫描数据相互匹配,同时完成了已

有舆图数据的确切题名提取,为以后读者服务工作

中提供馆藏舆图数据打下了业务基础.另外,一批

年轻的业务人员通过积极参与项目的方式,在实践

中迅速提高业务技能,各具专长、合力攻坚的古籍整

理与保护研究的业务队伍正逐步形成.

１．３　全力推进对现有馆藏破损古文献的科学修复

古籍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对现有馆藏破损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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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实施科学修复,因此我们特别注意将现代科技

手段应用到日常的古籍修复工作中,努力将传统的

手工工艺注入科技含量,使整个修复过程达到有科

学数据支撑的可控状态.而真正将科技手段和手工

修复紧密结合的实践则始自“大仓藏书”,当时我们

借助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仪器设备,对这批书的纸

张质地、纤维结构、老化程度,个别破损典籍所受病

害类型等,进行抽样检测分析,由此评估这批典籍在

先前的保存状态,并对为数不多的破损典籍制订出

专属修复方案.这一过程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购

“大仓藏书”的重要步骤,已在２０１４年５月举办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展”上以图版的

形式公之于众.
由于人员编制所限,多年来我们一直采取和有

资质的修复公司合作开展修复业务的运作模式,

２０１１年以来,经过三次重大调整,我们的修复工作

开始逐步走向规范化.目前,质量监控已贯穿修复

过程的始终,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文献修复业务已

走上了良性循环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很好的业绩.
第一,首次全面落实对馆藏各种类型古文献的

修复工作.仅以２０１６年度前１０个月为例,共修复

馆藏破损古籍１１２种、７１６册、５０３０３叶,其中轻度破

损约占２０％,中、重度破损各约占４０％.鉴于我馆

的书画、拓片修复能力欠缺,从２０１５年５月,我们与

合作的修复公司联合聘请国家级书画修复技艺传承

人、故宫博物院修复专家、参与«清明上河图»和«五
牛图»修复的徐建华先生作为我们馆藏大型古文献

修复业务的导师和顾问,定期来馆教授修复业务人

员如何对破损的拓片和书画进行修复.在徐先生的

指导下,业务人员成功完成了对新购朝鲜藏汉碑«日
本藏粘禅县神祠碑»等珍贵拓片的修复工作.截至

目前,修复人员能熟练使用去污清洗、局部修补、拼
接碎片、整张装裱等技术手段,修复大型舆图拓片等

大开张馆藏古文献.
第二,为确保修复质量,我们将质量监控贯穿于

每件古文献修复的始终.所有的修复用材均经过科

学检测,修复档案齐备.在修复过程中,我们的修复

主管和库管业务人员严格按照«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

质量要求»的规定,对修复质量实行规范检查和抽查,
合作方还根据实际业务工作情况制定了详细的、操作

性强的奖罚管理措施.经过近五年的努力,我们的馆

藏古籍修复业务已成为公藏单位的一个典范.

２　思考与建议

我们之所以能在回购海外古文献、馆藏古籍再

生性保护和馆藏古籍原生性保护方面取得很好成

绩.关键在于我们未曾把古籍保护时常挂在嘴边,
而是把各项业务工作扎扎实实地真正落到了实处.
因此在２０１４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由教育部推荐,被
评为“全国古籍保护先进单位”.回顾过去的十年,
我们的思考和建议如下:

２．１　齐心协力勇于担当,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全面推行精细化规范管理是成绩之源

在“大仓藏书”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后,校领导高

度评价了对“大仓藏书”的收购工作,赞扬这是图书馆

上下敢于担当的一种表现.我们认为这种担当源于

北京大学图书馆人的一种责任意识.正是有了这种

意识,才使得我们这些参与者在最困难的阶段,始终

抱着希望,各尽所能地坚守,尽管在许多人看来这种

希望也许就是一种幻想.“大仓藏书”入藏后,古籍部

业务人员放弃寒假休息,用三个月的时间编成五册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书志»和两册«北京大

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图录».李致忠先生在序

中讲道:“百日来,北京大学图书馆人不辞劳苦,日夜

兼程又编成了这部«书志»,这是一种忘我为公值得表

彰的精神.”正是上下齐心协力、勇于担当的这种精神

才给“大仓藏书”的收购和整理过程画上了一个圆满

的句号.而这种精神将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人世代

传承的宝贵财富.
从２０１１年开始,为确保馆藏古文献的绝对安

全,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制订并不断修订、完善

书库管理、修复保护、编目加工以及阅览交接等业务

环节的规章制度,共计６大类１４种,形成了一整套

严密的制度体系,从而确保古籍保护工作有章可查、
有据可依.健全的规章制度是实行精细化规范管理

的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各项业务落实到

人,使业务人员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作,形成一种

团队凝聚力和发展驱动力.这样的管理模式既强化

了业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又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保

证古籍保护工作安全高效运行.即使是在书库漏雨

待修的情况下,我们也确保安全度过了每年的汛期,
古籍从未遭受任何损失.

２．２　希望将高校图书馆的古籍保护业务同“中华古

籍保护计划”真正对接

我们曾积极参与了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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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一些项目,五次参评«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共４６２种馆藏善本入选,两期善本再

造共收录馆藏珍本８８部,均居高校图书馆之首.根

据我们多年来的业务经验,从事古籍保护业务工作

与从事其他工作一样,均需要人、财、物的保证.十

年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九名退休返聘人员和聘

用制人员,始终维持在二十五名左右.要在确保

１５０万册馆藏古文献的存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开
展对未编书的编目、基于馆藏整理的项目研发以及

为校内外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览咨询服务等,人员配

备捉襟见肘,随着新的业务种类不断出现,人手短缺

的矛盾更是日益突出.我们也想依靠“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的资金解决业务人员短缺问题,但由于国家

财政支付的古籍保护专项资金目前无法跨系统拨付

给教育部所属的高校系统图书馆,造成十年来国家

给“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划拨了近两个亿的资金,但
北京大学图书馆始终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持.正因如

此,一些基础性的古籍保护工作我们根本无法开展.
比如馆藏古籍普查,由于本馆业务人员有限,需外聘

专业人员参与,我们也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订了

相关的任务书,但保护中心承诺的资金一直没能落

实,我们前期所聘退休专业人员也因此不能到位.
十年来,这项古籍保护计划的重点业务工作在高校

第一大古籍的收藏图书馆因资金问题始终难以实

施.当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是为我们配备了他

们自己研制的一台纸浆补书机和八台压力器,这些

都会在我们搬入新馆后,为馆藏古籍的修复提供较

大帮助.我们在馆藏古籍保护工作的实践中体会

到,“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应以加强馆藏古文

献的实际保护业务水准为核心,以强化古文献数字

化资源均衡储备为重点,以着重提高各馆馆藏破损

古文献的实体修复能力为突破.

２．３　对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建议

首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从理念上涵盖了各

类型图书馆,甚至包括私家藏书,但从领导其实施的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

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因此“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在实施上实际是在文化部领导下由国家图书馆承

办的全国古籍保护计划.由于条块分割与具体的业

务差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未能做到在整体业

务设置和经费分配上兼顾各系统、各方面.建议国家

保护中心,或至少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应由各

个系统图书馆的专业干部组合而成,以利于协调各系

统各类型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兼顾各馆在古籍保

护方面的需求.这样才能保证从管理层面使“中华古

籍保护计划”真正惠及全国各类型图书馆.
其次,在业务设计上,要注重将国家层面的规划

项目与各图书馆具体急需开展的业务统筹考虑.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进需要全国各系统图书馆

的共同努力,有古籍收藏的图书馆,馆藏的规模、品
种各有特点,为此各收藏单位应该根据“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的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馆藏古籍

保护规划.而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领导机构,
在规划好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层面必须给予支持、
推行的保护业务(如古籍普查、«中华古籍总目»的编

制、善本再造三期等)外,应加强标准化、规范性的指

导和培训.同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应通过各分中

心,鼓励各图书馆根据馆藏实际,设计、规划、开展本

馆的古籍保护项目,由保护分中心组织专家论证,对
通过的项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可拨付切合实际的经

费,并按相应的规定,组织专家定期审核进展情况.
最后,中央财政每年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拨

付两千万元的经费,从２００７年到现在已经有了两个

多亿,这笔经费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配下,为各

图书馆,特别是文化部系统的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古

籍保护事业的推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后应考

虑强化古籍保护项目设计的关联性,以优化经费的

使用,比如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遴选与尚未完

成的“中华善本再造”相关联,将古籍普查目录各分

馆卷与«中华古籍总目»各分馆卷的编纂相联系.后

者的开展以前者的成果为基础,这种注意倚重相关

联项目基础的递进关系,不仅可以大幅度地节约古

籍保护经费的使用,而且从专业操作角度考量,可达

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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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andReflectionofConservationofAncientBookCollection
inPKULibraryinthePastTenYearssincetheImplementation

ofChinasProjectofConservationofAncientBooks

HeYanhua

Abstract:PekingUniversityLibraryhasexploredawaywhichisinaccordancewiththeactualsituation
toprotecttheancientbookswithoutthesupportofspecialfundssinceChinasprojectofconservationof
ancientbookswasimplementedtenyearsago．Inthepasttenyears,wehavemadeoutstandingachieveＧ
mentsintheregenerativeandoriginalprotectionofPKUlibrarysancientbookcollectionandthereturnof
overseasChineseancientbooks．Theresultsstemfromtheteamworkandconscientiousnessofthestaffin
PKULibrarysancientbookdepartment,meanwhile,perfectregulationsandprecisestandardizedadminisＧ
trationarerequired．Inthefutureworkofprotectingancientbooks,theChinasancientbookconservation
centershouldimprovethetopＧleveldesignaswellasprovidecooperativesupporttothegovernmentsproＧ
jectsandthelibrariesvocationalworkofconservationofChineseancientbooks．

Keywords:ChinasProjectofConservationofAncientBooks;PekingUniversityLibrary;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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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ceRiskCheckforDigitalPreservation

ZangGuoquan　ZhuXiaoqing　LiZhe　JinYan

Abstract:Inthispaper,amethodforcheckingthepersistenceriskwhichisoneofthewholerisksof
thedigitalpreservationisdesignedandthenistested．Firstly,reviewingrelatedliterature,andfindingthe
researchpointofthestudy．Secondly,definingthepersistenceofthedigitalpreservation,andanalyzingand
gettingfactorswhichproducethepersistencerisk．Thirdly,designingthemetadataofthepersistencerisk,

andsettingthecheckpointsforthiskindofrisks．Fourthly,selectingapreservationproject,andcollecting
theexperimentalsamplesofthedigitalobjectsandmetadataofthepersistenceriskforeachdigitalobjectby
usingstratifiedsampling．Fifthly,compilingthecode,checkingthepointsofpersistenceriskforthe
samplesetofthedigitalobjects,countingthetestresults,analyzingthereasons,andformulatingthe
measurestoreducetherisks．Finally,basedonthecheckresult,analyzingthelimitationsofthechecking
method,andillustratingsomeissuesabouthowtousethecheck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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