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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以来民国文献影印出版状况研究

□段晓林∗　蔡迎春

　　摘要　从民国文献影印出版机构、出版内容以及文献类型几个方面,概述２０００年以来民国

文献出版的现状,总结其出版特点,并指出民国文献影印出版过程中存在的出版机构分布过于集

中、出版选题相似或雷同,出版形式规模过大,出版文献类型不平衡,以及索引编制重视程度不

够,电子版本开发缺失等问题.同时提出了进一步开展民国文献影印出版的建议:加强地方出版

机构对民国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研发影印版民国文献目录检索系统,避免重复出版;建立民国文

献资源调配与出版共享机制;采用整套和分卷出版相结合的形式,解决图书馆资源建设难题;鼓

励电子版本的制作和共享,加速出版物的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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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粗略统计,１９４９年以来整理、影印出版的民

国文献共计８００余种,其中６０余种出版于１９５０—
１９６０年代,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代出版的近１５０种,２０００
年后的整理和影印出版非常繁荣,共出版民国文献

６００余种.本文针对２０００年以来民国文献影印出

版的现状 展研究,总结出版特点,指出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建议.期望对民国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和

出版,对学术界相关文献研究的 展,对图书馆的资

源建设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１　２０００年以来民国文献影印出版的基本情况

１．１　出版机构概况

２０００年以来,全国共有３０余家出版机构参与

到民国文献的影印出版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全
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承担了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民

国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共影印出版民国文献４００
余种、９０００余卷,占２０００年以来全部６００余种影印

出版物的近７０％.
此外,上海书店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线装书局、中华书局、广陵书社、学苑出

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

社等,或从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或从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

代, 始关注民国文献的整理及影印出版,一直是民

国文献的主要出版机构,在民国文献的整理出版方

面均有鲜明的专题特色和较大影响.
另外,湘潭大学出版社、南 大学出版社、上海

书画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

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等也在民

国文献整理出版方面有所涉足,近年亦有大型影印

成果问世.
１．２　出版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０年以来,各出版机构从各种专题、角度切

入,整理出版了许多民国文献汇编,内容涉及民国时

期的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宗教、文学、艺术、教育、
法律、人物传记、图书馆学、文献学、新闻出版、自然

科学等,以及一些小题材,如女性、少数民族、华侨、
人口、铁路、市政建设等方方面面.特点是选题明

确、学术性强、文献收录范围广、内容全面.
其中,民国艺术类文献的整理,主要是电影、戏

剧、画报的汇编和出版,如«民国电影早期画刊»«民
国早期戏剧画刊»«民国漫画期刊集粹»等;宗教类文

献的整理出版以佛教文献为主,如«民国佛教期刊文

献集成»及其补编、三编以及«民国时期佛教资料汇

编»«民国密宗期刊文献汇编»等,还包括«月华»«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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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月刊»«华西教会新闻»等少量回教、基督教、天主

教文献;图书馆学方面的文献整理,主要包括«中华

图书馆协会会报»等民国三大图书馆学期刊以及«近
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一至五编等图书馆馆刊的

影印出版;另外还整理出版了«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

编»«民国时期发行书目汇编»«国学论文索引»等一

批书目索引资料;新闻出版类文献有«民国时期新闻

史料汇编»«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等大型汇编;历
史类出版物主要有«民国史料丛刊»及其续编、«中华

民国史料»一至四编等通史类文献以及满铁、满洲国

史料、辛亥革命史料、日本侵华史、抗日战争史及地

方史资料.
另外,还有«民国教育公报汇编»«民国时期高等

教育史料汇编»«民国教育史料丛刊»等教育类文献,
«民国法规集成»«民国治藏法规全编»等法律类文

献,«四联总处会议录»«国家图书馆藏民国税收税务

档案史料汇编»等经济类文献,«辽宁省档案馆珍藏

张学良档案»«朱峙三日记»等人物传记书信日记类

文献,«内务公报»«外交文牍»等政治类文献以及«中
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红色起点»等党史类文献.
１．３　出版的主要文献类型

２０００年以来的民国文献整理及出版,以期刊的

影印出版物数量 多,其中包括大量的单刊影印,如
«东方杂志»«圣教杂志»«礼拜六»等,也包括一大批

期刊汇编出版物,如«民国体育期刊汇编»«中国早期

国学期刊汇编»«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中国近现

代女性期刊汇编»«中国少数民族旧期刊集成»等.
１９９０年代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满铁

密档满铁与侵华日军»,拉 了民国档案挖掘整理

的序幕,２０００年后,大量档案整理类影印出版物面

世,包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满铁”系列及其他

日本侵华档案系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的教育部档案、外交档案、军事档案、经济档案,以及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军事档案、辛亥革命档案、东京

审判档案等.
较之期刊和档案,图书和报纸的整理出版数量

偏少.２０００年以后,出版界 始关注民国图书,陆
续影印出版了一些在某一领域比较有影响的图书,
如汉学研究方面的«华裔学志»,经济学方面的«民国

经济志八种»以及«民国时期中国文史著作廿七种»
«稀见清代民国丛书五十种»«近代世界地理志»等图

书的汇编本.相对民国图书,报纸的整理出版数量

则更少,主要是一些民国时期发行周期长或影响比

较大的报纸,比如«申报»«晨报»«益世报»等,当然也

有少量报纸的专题汇编,如«中国早期白话报汇

编»等.
除上述类型外,２０００年以来整理出版的民国文

献,还包括调查报告、家谱、日记、书信、未刊稿、毕业

论文等,如«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影印中国

家谱文献»«辽宁省图书馆藏民国时期东北大学毕业

论文全集»«谢持日记未刊稿»«王国维全集书信

卷»等,但这些类型文献的品种数量均不多.

２　２０００年以来民国文献影印出版的特点及问题

２．１　已形成特色和体系,但过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出

版社

随着影印出版的持续 展,一些出版机构已经

逐渐形成自己的出版特色和系列.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以“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为平台的文献整理出

版项目申报立项工作启动并稳步推进,从２０１３至

２０１６年,共立项 １２０ 项,已经出版 ６０ 项,成果达

３２６６册,目前已形成“民国时期文献资料丛编”、“抗
战及对日战争审判文献”等６大出版系列[１].其他

如上海书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也已逐步形成“民国期刊集成”“南 大学中国社会

史研究中心资料丛刊”“政府公报”等系列;大象出版

社则通过«民国史料丛刊»«民国教育史料丛刊»«民
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等动辄上千册的超大型文献

的出版,在专题出版以及出版规模、出版数量上打造

自己的特色和影响.
但在出版机构的分布上,２０００年以来民国文献

的出版,７０％是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承担.出版机

构的分布过度集中于一家,其他出版社的民国文献

整理与出版显得薄弱.上海书店等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

代出版民国文献的主要机构,出版数量明显减少.
不过,近年来,出版机构的分布也呈现出逐渐扩大的

趋势.一些从未出版过民国文献的地方出版社,相
继整理和汇编出版了一批民国文献,如湘潭大学出

版社的«红藏:进步期刊总汇(１９１５－１９４９)»、东方出

版社的«中国影戏大观»、天津古籍出版社的«老上海

电影画报»«上海文献汇编»、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
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民国

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护国运动

文献史料汇编»、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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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汇编»等等.
２．２　出版选题相似或雷同,重复出版情况较多

目前民国文献的整理出版是由各个出版机构或

专家团队自行选题,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规划和出

版管理,一些出版项目和出版计划的选题相似或雷

同,重复出版情况屡有发生.如宗教刊物«月华»,全
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中华书局和宁夏人民出版

社都在２００６年前后分别出版;«论语»«新潮»两种期

刊,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同

年影印出版;«申报年鉴»«中国经济年鉴»,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在２０１２年同期影印出

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

汇编»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稀见文

献汇编»,重复收录«宁波白话报»等期刊;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于２０１５年同时影印出

版«词学季刊»;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在２０１４年年底

影印出版民国期刊«时代漫画»,西南财经大学出版

社又于２０１５年再度影印出版.
２．３　出版方式灵活,以大型丛书为主的出版形式有

利有弊

２．３．１　递进式的出版方式,逐步构建完整的专题文

献体系

各家出版社在民国文献的整理出版上,除单刊

和单本图书的影印外,专题汇编的出版,基本上都采

取收集到一批资料,即先行出版,之后再进行进一步

的文献挖掘和资料补收,以出版续编和补编的形式

来逐步补充相关文献,逐步建立完整的专题体系.
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近代著名图书馆

馆刊荟萃»一至五编,从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５年陆续出

版.«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于２０１３年出版

后,又于２０１５年出版续编.２０１５年出版的«民国时

期公藏书目汇编»,在时间上接续２０１０年出版的«明
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使公藏书目的整理更加完

整.２０１３年以来,“东京审判系列文献丛刊”相继出

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判决书»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
等文献.

其他出版社的民国文献影印汇编,也大多按此

模式出版,如线装书局的«中国近现代女性学术丛

刊»及其续编十集,自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陆续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潮汕侨批集成»一至三集,
分别于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及２０１５年出版;中国书店

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３年陆续出版«民国佛教期刊文献

集成»及其补编、三编;大象出版社的«民国史料丛

刊»及其续编,分别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３年出版.
２．２．３　出版形式以大型专题汇编型丛书为主,有利

有弊

出版大型专题型、汇编型民国文献丛书、套书,
是２０００年以来民国文献影印出版的主要特点.以

２０１５年为例,全年共出版民国文献７９种、６０００余

册.其中数量超过１０００册的超大型出版物３种,超
１００册的大型出版物１１种,２０册以上的中型出版物

３４种,大中型出版物的品种量,占全年度出版物品

种的近６１％[２].同一主题下集中和汇编大量文献,
使得出版物内容丰富、主题鲜明、体系明晰,但大型

化的特点,又使许多出版物以大部头的形式出现,一
套书几十、几百册,甚至上千册,并不鲜见.过大的

出版规模及过高的定价,给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和馆

藏空间带来一定压力.
２．４　出版文献的类型不平衡,开发整理尚需加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印出版的８００余种大型民国

文献出版物中,据粗略估计,包含民国时期的图书大

约５万种,期刊１０００余种、档案几十万卷.但相比

民国时期出版的近２０万种图书、３万余种报刊[３]以
及保存在全国各级档案馆的１４００多万卷档案文

件[４],已整理影印的图书、期刊和档案文献,只是其

中很少的部分.大量的原版文献尚待进行大规模的

发和整理.
除书刊、档案外,还有大量的存藏于各类型图书

馆的民国时期调查资料、书信、日记、未刊稿、油印

本、毕业论文、机构出版物、内部文件等,近年已逐渐

受到重视并有部分整理出版.其中调查资料的整理

比较成体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民国时

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及续编、«民国时期经济调查

资料汇编»及续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社

会调查丛编»(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庆

图书馆藏抗战大后方调查统计资料»;日记资料也有

较为集中的整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以来结

集出版“民国名人日记信札”系列,出版了«胡适王重

民先生往来书信»«闻一多书信手迹全集»«朱峙三日

记»等多种.另外,近年来的民国文献整理,其选目

原则是以存世较少、较为珍稀的官方出版物、机构出

版物、内部文件为主.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

«民国文献类编»,收录文献４０００余种.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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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国教育史料丛刊»,也收入大量民国时期各级

教育部门颁布的年鉴、统计、法规条例、公报、学校概

览及办学情况等档案性质的资料.
虽然已有一些整理和出版,但是相对于图书和

期刊,书信、手稿、油印件、内部文件、未刊稿等特殊

类型的文献,由于资料分散、收集困难或内容、时代

不清晰,需要专家鉴定等诸多原因,出版相对是还比

较薄弱,尚待进一步梳理、挖掘和鉴定.
２．５　索引编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电子版本开发有所

缺失

２．５．１　索引编制需要受到充分重视

目前已出版的民国影印出版物,包括«民国史料

丛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申报»等比较有

影响的大型或超大型出版物,在出版当时都未编制

相应的主题、作者或篇名等索引.大型出版物如果

没有索引,内容的查找可谓大海捞针,将大大降低文

献的使用效率.近年来,出版机构已经意识到索引

编制的重要性, 始着手对部分前期已出版的文献

进行索引编制和补充出版,２００８上海书店出版社出

版«申报索引»,２００９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中华民国

史档案资料汇编总目索引»,２０１０年大象出版社出

版«民国史料丛刊总目提要»,２０１３年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出版«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三种期刊分类索引».
这些索引的新编和出版,是对文献内容的深度揭示,
将大大有利于已版丛书的利用和相关内容的查找.

但是,对于其他一些大型丛书的出版来说,出版

完成,编辑团队既已解散,很难再组织力量编制索引

和筹集出版资金,索引缺失将是其 大不足.因此,
下一步民国文献的出版,需要从文献的整理、编辑之

初,就充分重视索引的编制,甚至作为出版的一个重

要指标来要求,实现与正文文献的同步出版.
２．５．２　电子版本的开发缺失

目前出版的大型影印文献,几乎都不提供光盘

版或网络电子版.但许多文献的电子版,比如«申
报»«民国教育公报汇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
等,在“VeryCD”等资源网站或“国学数典论坛”“爱
古籍”等学术文献网站都可以免费或少量付费下载

或购买到.这些网站上的资源,很多都是由个人扫

描上传或共享,并非版权所有单位提供.这些形式

的网络资源的存在,一方面说明电子资源是有一定

需求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影印出版机构在网络电子

版本提供上的缺失[５].

３　对进一步加强民国文献影印出版的建议

３．１　重视地方资源优势,加强地方出版机构对民国

文献的整理出版

目前民国文献的影印出版,已形成以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为中心,其他出版社少量参与的格局.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优

势,在２０００年以来的民国文献整理出版中逐渐形成

特色和重点,在出版数量和出版规模上,遥遥领先于

全国,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过度集中于一家出版社所形成的马太效应,无

疑削弱了其他出版机构 展民国文献整理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不利于全国范围民国文献保护和整理的

推进和 展,应该说,民国文献的保护和整理,光靠

一家之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来自全国的共同努力,
才能加强和加速文献的 发和利用.可喜的是,随
着国家和各地对民国文献保护的重视以及“民国时

期文献保护计划”的推进和实施,一些地方出版社或

高校出版社, 始逐渐重视民国文献的整理,近年

来,结合地方历史和文献特色,影印出版了一系列带

有浓厚地方色彩或专业特色的民国文献,如陕西人

民出版社出版«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

编»,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黄埔军校史料汇编»,同
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建筑史料汇编»,云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护国运动文献史料汇编»等等.
然而,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书刊出版事业的中

心,王云五在«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一书中曾提

到,民国时期“我国出版业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２０００年之前的民国文献整理出

版,半数以上也是由上海地区的出版机构承担.但

２０００年后整理出版的６００余种民国文献中,仅有３０
余种是上海出版的,占比不足５％,无论是出版数量

还是出版规模,都远低于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

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６].而同样作为民国时期出版

业比较发达、民国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南京和重庆,
除«国民政府司法公报»«汪伪政府公报»等几种公报

文献的出版外,几乎乏善可陈,与其资源地位实不相

配.因此,有着良好出版基础和显著资源优势的上

海、南京、重庆等地的出版机构,更应进一步加强对

民国文献的整理和挖掘,在民国文献的出版方面争

取有更大作为.
３．２　借助目录检索系统了解出版状况,避免重复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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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民国文献整理出版存在大量重复出版、
交叉出版现象,不仅大型专题汇编中存在某一种书

刊选录重复,甚至单刊、单书的影印,如«词学季刊»
«时代漫画»«申报年鉴»等,也一再重复出版.这些

重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缺乏全国性的管理和协

调有一定关系,因此建立全国性的民国文献整理出

版牵头机构和协调部门很有必要.另一方面,目前

尚没有一个影印版民国文献的查询检索途径,文献

整理者和出版者对已出版文献情况无法做到全面了

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２０００年以来民国文献的影印出版,大型汇编型

出版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些出版物中,大型综合

性丛书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民国文献类编»,收
录的民国文献达５０００种,大象出版社的«民国史料

丛刊»及其续编,收录文献达８０００种;即便是中小型

专题出版物,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抗日战争史料

丛编»«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汇编»等,收录的文献也达

几百种.目前大量汇编型出版物中收录的民国文

献,数量非常庞大,不借助数据库系统,仅靠文献整

理者和出版者自己收集已出版的民国文献子目,难
以搜集全面,据此编制的出版计划,也就难免重复或

不够完善.
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民国文献被整理出版,收

集目录、建立书目查询数据库、为出版者提供目录检

索途径、充分掌握已出版文献的状况,越来越体现出

必要性.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近年来一直在 展对

民国文献整理的相关研究,已经意识到建立影印版

民国文献查询系统对于避免重复出版以及 展文献

出版研究的重要性,目前正在研发“民国文献影印出

版书目数据库”,并借助数据库平台的支持,已着手

展«新版民国文献总目:１９４９－»的编制.应该说,
这样一个书目系统的 发,不仅可以为出版界了解

出版现状、避免重复出版提供检索工具,而且可以为

学术界 展文献研究提供相应数据,为图书馆界的

文献资源建设提供采选依据.
３．３　国家项目牵头,建立民国文献资源调配与出版

共享机制

目前,民国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尚没有形成全国

统一的资源调配与协调机制,大部分民国文献的影

印出版存在仅据一家馆藏影印的情况,往往搜罗

不全.
国家图书馆在民国文献普查方面已 展了大量

工作,其研制的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目前已

汇集２０家文献收藏单位的书目数据３０万条[７].但

在文献资源的调用和协调出版方面,尚没有形成有

效机制.一些区域中心馆,如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

馆等,在民国文献资源的普查、调配和利用方面,因
没有相应机制,也无法发挥中心馆的作用.

而对于同样有着丰富民国文献资源的高校图书

馆,CADAL、CASHL等项目也在大力推动民国文

献的数字化建设,但这些项目仅仅是在部分高校间

实现网上数据共享,文献资源的协同调配、资源共

享、合作出版,目前来说,尚没有权威机构或中心馆

来引导和协调.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作为国家项目,有必

要推动民国文献合作保护机制的建立,通过制定相

关措施,打破地方之间、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屏障,实
现资源共享,共同整理,合作出版.
３．４　采用整套和分卷出版相结合的出版形式,解决

图书馆资源建设难题

目前民国文献出版规模大型化的发展趋势,使
得一套出版物价位居高,少则几千,多则十余万,比
如«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及其补编２９５册,总价

超过１２万,«民国金融史料汇编»２８０册,定价１６
万.这些大部头的出版物,通常都是以丛书或汇编

等套书形式出版,不能拆分购买,这不仅给图书馆的

资源建设工作,也给图书馆馆藏空间的安排带来了

一定压力.首先,面对量多价高的大型出版物,图书

馆很难做到全部收藏.其次,对于一些希望通过影

印出版物补充完善馆藏纸质原版文献的缺漏,加强

民国文献特色化建设的图书馆来说,缺漏也许只是

某几种期刊,但必须整套购买的形式,很可能使得购

买行为难以实施,不利于图书馆对民国文献的补缺

和特色化资源建设工作的 展.
通常情况下,一套大型丛书是由多种图书、期刊

或档案资料汇编而成,鉴于大部头的出版形式给图

书馆带来的经费压力和空间压力,建议出版机构对

于大套丛书采用灵活的出版及销售形式,即将以整

套出版的丛书的形式,和以拆分或抽印出版的分卷

形式相结合.如收入２３３种珍罕民国佛教期刊的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既可整套购买,又可根据

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实际需要,拆分成２３３种期刊,单
卷购买.
３．５　鼓励电子版本的制作和共享,加速出版物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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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进程

民国文献影印出版物的整理者和出版者,在纸

质文献出版的同时,制作 DVD 光盘电子版随书提

供,或在相应网站,通过实名注册等方式,有条件地

提供网上阅览和共享,实现部分 放获取,为学者提

供合法的电子资源获取渠道,从而有效避免非正常

途径或未经版权许可的电子版本的上传和下载,也
有利于出版机构及出版物影响力的扩大.

另外,在文献影印出版的过程中,出版机构或文

献整理者对原版文献进行过像素较高的图像扫描,
已经拥有影印出版物的图片文件.如果数据库的

发,能充分利用这些已有图片,不仅可以减少再次扫

描对原版文献的损伤,也可以使数据更加全面和完

整.应该说,利用已出版的影印民国文献,建设相应

的民国文献数据库,或对一些已建设成的数据库进

行数据补充,是一件事半功倍,而且能有效充实和完

善数据库内容的事情.因为在大型专题文献的收集

和影印出版过程中,通常都会邀请相关专家进行指

导,无论是专业性还是学术性都比较强.另外,还有

来自出版项目资金的支持,可以协调多个文献收藏

机构的馆藏,其全面性、完整度和文献整理水平都较

高,因此出版机构在影印出版的同时,进行相应专题

数据库的 发建设,或者加入到某一大型综合性数

据库的建设中,将会有力地加速出版物的数字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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