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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型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热潮的思考

□邹爱芳∗

　　摘要　我国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基于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反哺,各地政府相继启动地方文献丛

书的整理出版工作.从文化人类学视域审视这股出版热潮,可以说地方文献丛书不仅及时抢救、
保护了一批地方典籍,还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承、差异性文化的发掘、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利

于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然而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的宗旨乃全面系统收录地方文献,与图书

馆收藏的专业化、精品化原则并不一致,其内容庞杂、重复收录、编审不力等问题已给图书馆收藏

带来了困扰.如何在丛书全面收录的情况下,满足图书馆的收藏需求,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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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文献作为某一区域内的文献记录,内容涵

盖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

育、生产劳动、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实践活动,具有浓

郁的地方特色.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越

来越重视文化建设.在此背景下,各地地方文献丛

书争相出版.地方文献得到及时的整理与出版,抢
救、保护了一批行将消失的地方典籍,为地方文化的

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地方文献整理出版的价值

不仅在于此,它传承文化、开发地方资源,可以对当

地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笔者试图

通过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探析地方文献整理出版的价

值.抛砖引玉,与图书馆同仁一起探讨图书馆对此

类文献的收藏问题.

１　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概况

１．１　丛书整理出版的现状

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受制于两方面

的条件:一是资料,二是资金.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

始,随着古籍整理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地方的藏书

机构开始重视地方文献的收藏,对其进行大范围、有
计划地收集.有条件的地方陆续开始了对地方丛书

的整理出版工作.笔者对省级地方文献丛书作了一

个调查,见表１.到目前为止,几乎每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都有自己的地方文献丛书,有的已出版,有的

正在出版中.从表１可以看出,早期的地方文献丛

书收入的文献数量有限,规模较小.进入２１世纪以

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地方文献丛书数量猛增,规模

也越来越大,一套丛书动辄成百上千册.而且,经济

越发达的地区,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开展得越

出色.如浙江省,不但有省级层面编纂的丛书,市县

编纂的地方丛书也不少,已出版的有«衢州文献集

成»２３８种２０２册、«重修金华丛书»８７７种２０１册、
«宁海丛书»３５０种１２０册、«西湖丛书»８３册,在版的

有«温岭丛书»甲集２０种、«义乌丛书»约７９种、«台
州丛书»约１４１种等.同样是经济文化大省的江苏,
市县级地方文献丛书也很多,有«金陵全书»４００册、
«无锡文库»１００册、«扬州文库»１００册、«苏州文献丛

书»(已出版４辑)等.其他规模较大的市县级地方

丛书,有«广州大典»５２０册、«泰州文献»７０册、«大理

丛书»６３册、«巴渝文库»约３００种、«泉州文库»２５０
种、«遵义丛书»约２００种、«红河文库»约３００种,等
等.由中国文献丛书工作指导委员会统一规划的

“中国地方文献丛书系列”(１５００册),虽不按行政区

域划分,但从地域上把中国分成六大区块,形成了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中国华

东文献丛书»«中国中南文献丛书»«中国东北文献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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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国华北文献丛书»,从国家层面对地方文献作

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由于地方文献丛书在不断

出版中,对丛书的数量很难进行准确统计.但从目

前已知的出版数量来看,地方文献丛书的总量当不

下２００００册.

１．２　丛书编辑整理的特点

首先,收录内容全面.地方文献丛书旨在系统

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地方文献典籍,传播地方历史

文化.因此,各地地方丛书的收录原则基本相同,一

表１　省级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调查统计

丛书名

所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子书 册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北京古籍丛书» 北京 ７３种 ６０册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６０—２００５

«岭南文库» 广东 １１４种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广东 ２２８种

姐妹丛书,预

计出书７００种

１４６册(部分)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至今

２２８册(部分)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至今

«广西历代文献集成» 广西 ２３种(部分) １２３册(部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至今

«浙江文丛» 浙江 ２１５种(部分) ５００册(部分)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至今

«浙江文献集成» 浙江 ２０００种(拟) ４７册(部分)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至今

«江苏文库» 江苏 ５０００种(“文献编”部分) ３０００册(拟) 凤凰出版社等 ２０１６至今

«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江苏 ３７种 ３３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安徽古籍丛书» 安徽 ３５０种(拟) １５０册(部分) 黄山书社 １９８９至今

«福建文献汇编» 福建 ９１９种 ３６０册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豫章丛书» 江西 １２９种 ２２册 江西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山东文献集成» 山东 １３７５种 ２００册 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三晋文库» 山西 ２１辑 ６００册(拟)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２０１１至今

«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 湖北 ６０种 ３６册 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荆楚文库» 湖北 １３７２种(拟) １６００册(拟) 湖北教育出版社等 ２０１６—至今

«湖湘文库» 湖南 ７０２种 ７００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燕赵文库» 河北 ６００种(拟) ７０８册(拟) 燕山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至今

«巴蜀全书» 四川 ６００种(拟) １０００册(拟)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至今

«贵州文库» 贵州 ４００种(拟) ５００册(部分) 贵州出版集团 ２０１６至今

«黔南丛书» 贵州 ６８种 １８册(点校本)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至今

«云南丛书» 云南 ２０５种 ５１册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海南地方

文献丛书

«海南地方志丛刊»

«海南先贤诗文丛刊»
海南

７８种 ６８册

２６种 ２７册
海南出版社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长白丛书» 吉林 １０１种 １０７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陕西古代文献集成 陕西 ３００种(拟) １００册(拟) 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至今

«陇右文献丛书» 甘肃 ２２种 ２１册 甘肃人民出版社等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辽海丛书» 辽宁等 ８３种 １００册 辽海书社 １９３３—１９３６

«黑水丛书» 黑龙江 １１５种 １５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 内蒙 ５６种(部分) ２９册(部分) 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７至今

«新疆文库» 新疆 １０００卷 １０００册(拟)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至今

«台湾文献汇刊» 台湾 ６００种 １００册 九州出版社 ２００４

总计:１１６４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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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地人的著述,二是流寓此地的外籍人士的著述,
三是所有关于本地题材的研究.不同的是在收录规

模上,有的是凡属以上内容的现存文献,全部收录.
有的则按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的大小,部分收录.
如«广州大典»全面收录广州地方文献４０６４种(未含

尚在编辑中的集部曲类文献１３７６种),收书的种数

已超过«四库全书»(收书３４６１种)[１].而«浙江文献

集成»虽也对浙江历代文献进行全面调查,但收录的

则是历代主要文献.
其次,编辑体例多样.相较于丛书收录原则的

一致,各地丛书在编辑体例上则表现出了自己的个

性.如«燕赵文库»分“文献典籍编”和“文化研究

编”.前者依时代分为六个卷次.后者依研究门类

分为六个部分[２].«金陵全书»分甲、乙、丙三编,其
中甲编是方志类,包含南京历代府志、县志、专志;乙
编是南京历代方志以外的史料;丙编是南京珍贵的

历史档案[３].部分丛书则依旧沿用传统的四部分类

法,如«云南丛书».丛书如何架构,主要还是根据不

同地方的文献特征,选择合适的文献组织方式.
再次,整理方式不同.文献整理不能主观随意

地对原典加以改动,破坏其经典性,只能在形式上作

一些创新.多数丛书采取不选、不编、不校、不点的

不干预原则,影印出版,真实地再现古籍原貌.有的

丛书为了更好地普及地方文献,传播地方文化,采用

点校的方式,加标点、加注释、繁体变为简体、竖排变

为横排,成为新的整理本,迎合了大众的阅读习惯.
如«浙江文丛»１．２亿文字,九成为重新点校[４].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丛书趋向于影印与点校、编校、校注

等相结合的整理方式.如«巴蜀全书»,将对６００余

部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巴蜀典籍进行

精心的校勘、标点或注释、疏证.对１００余种优秀版

本,进行修复、影印[５].«湖湘文库»甲编文献,则以

点校后 排 印、据 原 本 影 印 及 数 据 光 盘 三 种 方 式

出版[６].
最后,丛书由政府投资,多以赠送方式发行.地

方文献丛书收录的文献数量庞大,从收集、整理到出

版,产生大量的稿费、审稿费和印制费,需要巨额资

金.靠出版社投资不现实,通常都由政府投资.如

«湖湘文库»,湖南省投入６０００万元,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７００万元.因政府投资,带有公益性质,丛书在

发行上多以赠送方式赠予各大型图书馆,或作为地

方对外交流的礼品.«湖湘文库»每种书印１０００册,

出版社只留了１００册,编委会拿走了９００册[７].

２　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的价值

地方文献作为记载地方文化的典籍,记录着该

区域的历史与文化的变迁.文化人类学也称民族

学,即专门研究文化的人类学,是关于各民族的文化

的现状及其演进的研究[２].此二者有共通之处.借

助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理论观照地方文献丛书的整理

出版,有其科学性.它可以让我们跳出对地方文献

整理出版的单一看法,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探析到

更加丰富多元的价值建构.

２．１　传承地方文化传统,增强地方凝聚力

钱穆先生说:“文化是一‘存在’,而存在则必然

有‘时间性’,任何一事物,不能霎地存在,霎地消失.
存在的时间,即是此存在之传统.”[８]在这个长期形

成的传统文化意义系统里,一个族群的喜怒哀乐有

其共通之处,有着较为一致的价值判断.我们说“睹
乔木而思故乡,考文献而爱旧邦”[９],说的就是因旧

邦的习俗器物和传统观念为族群所共享,在情感上

容易引起共鸣.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其语言(也包

括符号)意义中存在的,离开意义系统就没有文

化[１０].地方文献作为历代地方文化的载体,承载着

一个族群共享的意义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

文化传统的传承,可以通过地方文献获得纵向的濡

化.随着社会的变迁,族群曾经共享的地方文化传

统,有的正逐渐模糊,有的已消失或损毁.我们需要

借助地方文献把已经淹没的过去行为考证出来,使
我们的后人知晓原来的情状.古为今用,建构新时

代的地方文化.尤其是先辈经历的那些不凡事迹,
借文献的记载整理出来,能够激发族人内心的良知

而继往开来.因此,地方文献的整理不能以传统史

学观视之,认为仅仅为了再现过去的事实.它是一

种流动的,与当下对话的过去.在地方文献中,历代

留下了史、志、谱等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地域

文化特色的文化遗产.我们藉整理出版这些地方文

献,继承并发扬一个地方的优良文化传统,形成一种

共享的行为或观念(信仰、态度、价值观和理想),既
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也在潜移默化中教化了一方

人.地方文献不仅传承着地方文化,就整个中国大

文化而言,许多不载于正史的史料,却详见于地方文

献中,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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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发掘差异性地方文化,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

黄海认为,“文化人类学,就是从物质生产、社会

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
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
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落、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

文化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藉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

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

规律和特殊规律.”[１１]观照地方文化,不同区域文化

的差异之处,通常是最鲜活、最具特色之部分.“愈
是具有地方性的文化,愈是具有民族性;愈是具有民

族性的文化,愈是具有世界性.”[１２]从地方文献中发

掘出这部分差异性的地方文化,不仅是地方文化发

展的需要,也往往是游客选择旅游的文化动因.如

西安的古城,陕西的窑洞等.随着交通和信息传播

技术的发展,地球成了地球村.不同地方的文化差

异正逐渐缩小甚至消失,地方文化渐趋同质化.这

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一个地方失去了原有之“味”.
对旅游者来说,不同地方文化的“味”越浓,就越有吸

引力.古村落的建筑风格、墓墟、琳琅的特产等等的

呈现,能让游客真切地感受到地方文化之“味”.外

出旅游,人们除了欣赏自然风光,了解当地的历史、
饮食、习俗、风土人情也是其目的之一.因此,开发

旅游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文化的开发.自然

景观和人文历史结合,才能赋予旅游景点以丰富的

内涵.广西桂林打造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
刘三姐»,就是一个把广西的民族文化同广西旅游结

合起来的成功例子.自古以来,广西的壮、汉、瑶、侗
等民族喜歌善唱,人们很自然地创造出了歌仙刘三

姐的传说.«印象刘三姐»即把桂林山水和刘三姐

形象进行巧妙嫁接,以漓江的水,桂林的山为舞台背

景,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将刘三姐的经典山歌、民
族风情、漓江渔火等极具地方特色的元素进行创新

组合,形成了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美妙结合[１３].
看演出的同时,也在看漓江人的生活.秀桂林山水

的同时,也展现了漓江的地方民俗风情.可以说,旅
游产品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地方特色文化

的展现.一个景点,差异性的地方文化呈现得越淋

漓尽致,对游客的吸引力就越大.旅游者在探寻、体
会、感受过程中,达到一种忘我的审美状态,身心得

到了放松.就文化生态而言,挖掘这一部分特色文

化,也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大文化圈发展之所

需.一个国家的文化需要有各种差异性的地方文化

组成,以展现蓬勃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多样性,吸引外

国游人.

２．３　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变迁,发挥资政之功用

城市化发展中,城市规划该如何体现过去与现

代? 在改造地方宗祠、庙宇、城楼等古迹时,又如何

在展示过去与现代化建设之间保持新与旧的平衡?
这需要我们了解过去,明白过去对现在的意义才能

做出正确选择.地方文献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地方

上江河湖泊、疆域城池、名山大川、寺观庙宇的地理

沿革和风俗习惯的变迁,当我们对它们的历史了然

于心时,也就明白了其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及对地方

文化产生的价值,改造时也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在古汉语里,“文”指典籍,“献”乃故老之贤人.即所

谓的“文”“献”互征.“遗产研究就是要让史料和活

体对接,实现对过去‘大义’的传承”[１４].湖南省衡

阳市南岳古镇,宋以前就形成了香市,宗教文化源远

流长,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在现代商业的冲击下,
古镇现有建筑被破坏严重,新旧风格很不协调.

２００５年政府在改造古镇前,对古镇的历史文化进行

了认真调研,改造工程的原则最后定位为“绿叶衬红

花(大庙)”[１５],以体现融合着佛、道、儒的地方文化,
达到重现街巷特色、延续南岳古镇历史风貌的目的.
杭州西湖,是杭州之魂,对西湖历史文化的整理和研

究历来受到政府的重视.２００４年,杭州市组织出版

了«西湖丛书».丛书由«西湖通史»(上、中、下三册,
约１００万字)、«西湖全书»(５０册,约５００万字)、«西
湖文献集成»(３０册,约１８００万字)组成.这套全景

式展示西湖文化历史的丛书,是几千年来西湖发展

变迁的全面记录.“历史上围绕西湖的每一种文献,
都是延续西湖的重要信息.”[１６]丛书的出版,从文化

层面为杭州这个“倚湖而兴”的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发

展基础.西湖亦因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元素被评为

世界文化遗产.因此,对于一处古迹,不仅仅只是展

现其“原真性”.“遗产不能看作是一种验证了历史

之‘原真性’后予以‘保存、‘冻结’与‘展示’的行为,
而是一种‘身体形成的文化与社会过程,包含了为理

解与改变现在而产生的记忆与叙述活动’”[１７].可

以说,遗迹的价值就在其蕴含的能为当下所利用的

文化意义.

３　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的收藏困惑

基于地方文献丛书的价值,可以肯定,日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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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整理工作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开展,出版的

文献数量也会越来越多.然而,与政府整理出版地

方丛书的热情相比,图书馆对这部分资源的收藏态

度就显得平淡多了.大量出版的地方丛书,图书馆

不仅很少购入,即便赠送所得,也怠于管理,常被放

置后备书库而无法正常阅览.究其原因,主要是图

书馆对地方文献丛书的收藏存在着诸多方面的

困扰.

３．１　丛书收录重复,导致图书馆重复收藏

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旨在保护地方文

献,传播地方历史文化,故地方文献丛书在整理编辑

时往往力求收录的文献齐全.但与此同时,产生了

这样的问题,即在新编的地方丛书中,有相当大的部

分是已刊文献.尤其是地方主要文献,大多已经收

录在各类古籍整理项目中.如版本价值高的收录于

«中华再造善本»«古籍珍本丛刊»«著名图书馆藏稀

见方志丛刊»等大型古籍丛书,文献价值高的收录于

«四库全书»丛书系列、«中国方志丛书»«清代诗文集

汇编»«稀见清代四部丛刊»等丛书中.这就产生了

重复收录问题,有的甚至相当严重.若是避开重复

收录,则主要文献缺失,不仅地方文献丛书的完整性

受到破坏,其价值也无从体现.«中国华东文献丛

书»共收录历代稀有文献７００余种.其中第一次公

布的稿本、清稿本为近百种,约占全书选题量的

１４％,已是难得[１８].«荆楚文库»的文献编(５００种)
主要也是从«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

书丛刊»等古籍丛书中辑录[１９].而«福建文献汇编»
收录的 ９１９ 种书则完全辑自«四库全书»系列丛

书[２０].对于福建文化建设来说,它是收录最齐全的

福建文献大典,填补了福建历史上地方文献大型集

刊的缺失,有其出版意义.但对藏书机构而言,这样

的重复收藏没有意义.
在图书馆资源建设中,我们强调资源的完整性,

即便由若干部分组成的大型丛书,各部分也尽量完

整收藏.但对于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却不必执着于

这种完整收藏.原因有三.其一,地方丛书是一种

百科全书式的收录,在文献内容上并不是个紧密相

连的整体.进行部分收藏,并没有割裂整体之感.
其二,完整收藏,意味着花巨资购买了一套大部分馆

藏已有的丛书.其三,丛书体量庞大,完整收藏将占

用大量物理空间.因此,图书馆收藏这部分文献时,
择需而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应为更合理的馆藏建

设思路.虽然我们避免重复收藏,但不同版本的重

复收录,有其收藏价值.如影印本和点校本,不仅为

学界提供了不同的版本,还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

读需求.当前很多地方文献丛书的主要文献部分采

用点校整理,如«浙江文献集成»,由相关领域的专家

整理,采用繁体横排,加标点,底本有误处出校记说

明,且每篇文献前均撰有学术水平较高的前言[２１].
这样高质量的点校本,不但回避了丛书的重复收录

问题,还发展了学术,受到了图书馆的青睐.

３．２　丛书整理不力,质量堪忧

张之洞曰:“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

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２２]在学术研究

中,文献的质量将直接影响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
对大众阅读者而言,文献的质量也会影响阅读的愉

悦度.可以说,馆藏文献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图

书馆的服务能力.因此,各大图书馆在馆藏资源建

设中,都力求支撑起用户的需求,视文献资源质量为

其生存之基础、发展之保证.对地方文献资源的收

藏,图书馆考量的也是丛书的质量.但地方文献丛

书的整理出版有别于一般丛书,它受制于多方因素,
丛书质量相对更难把控,多数丛书的质量与图书馆

收藏需求并不相符.其原因是:首先,古籍整理人才

短缺.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地都留下

了丰富的旧籍陈卷.庞大典籍的集中整理需要大量

的古籍整理人才.眼下古籍整理人才匮乏是个普遍

现象,即便是专业的古籍出版社,也都面临同样问

题.从表１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文献丛书大多不是

由当地的古籍出版社出版,古籍整理人才的短缺就

更严重了.如今,地方文献丛书大量采用点校整理,
工作量大.在整理人员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完成编

校的任务都困难,丛书的质量就很难有保障了.其

次,编审人员存在懈怠心理.前文提到,地方文献的

整理出版耗资巨大,主要由政府资助.丛书常以赠

送方式发行.如我校图书馆收藏的多部地方文献丛

书,多数以赠送方式获得.没有销售上的压力,“皇
帝女儿不愁嫁”的心态容易使编审人员产生懈怠心

理,导致编审工作把关不严.最后,丛书的出版过于

依赖政府.大型地方丛书的编纂基本由政府组织,
丛书主编也一般由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挂帅,地方各

部门官员组成编辑委员会.政府参与,在资源的调

配上给予了丛书出版极大的便利.但在政绩的诉求

下,丛书往往好大喜功.从表１可以看到,丛书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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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呈居上之势.片面追求数量,忽视丛书整理、校勘

的重要性,使部分地方文献丛书沦落为地方政绩工

程、形象工程.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在质量把控上的

重重困难,需多方协调、共同努力来克服.图书馆在

收藏时,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对丛书质量进行考量.
如果丛书拥有强大、稳定的编辑团队,资金充裕,市
场需求良好,如«山东文献集成»«浙江文丛»等,则丛

书在质量上应有较好保证,可以考虑收藏.

３．３　丛书内容庞杂,文献价值不高

地方文献丛书的内容庞杂、包罗万象,因此也被

称为某一地的«四库全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寻

常琐屑或俚俗之书,学术价值并不高.加之文献的

地方色彩较浓,非本土人士很少涉猎.因此,就文献

本身而言,图书馆对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的收藏热情

并不高.但“古籍地方性资料或存于公家馆内,资料

费贵,或藏于私家,难觅踪影,或陷于民间,随时有毁

灭之虞.”[２３]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地方文献丛书整

理出版的宗旨就是全面发掘、抢救和保护地方文献,
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地方文献集刊.即便有些文献

的学术价值不高,也都有整理出版的必要.这就产

生了丛书的出版旨意与藏书机构的收藏目的不相一

致.«山东文献集成»注重丛书的学术性,以稀见和

学术价值为入选标准,迎合了藏书机构的需求.但

丛书又因众多地方文献未被收入,专而不全,引来

非议.
地方文献丛书如何在全面收录地方文献的基础

上,满足图书馆收藏的专业化、精品化需求? «巴蜀

全书»的编纂形式是个很好的尝试,全书分为«巴蜀

文献精品»«巴蜀文献目录»«巴蜀文献善本»几个部

分.«巴蜀文献精品»无疑是学术价值最高的.«巴
蜀文献善本»版本价值最高.而现存其他文献,则在

«巴蜀文献目录»中以目录方式揭示文献的书名篇

卷、作者生平、成书时代、版本流传、主要内容、收藏

馆存等情况[２４].这些不同部分,图书馆可以根据需

要选择性收藏.一些地方文献丛书采用纸质出版与

数字出版同步推进的发行方式,如«贵州文库»[２５],
图书馆收藏就更方便了.可收藏有较高价值的部分

的纸质本,其他部分则收藏数字版.就出版者而言,
可以避免丛书体量庞大,全部纸质图书无人买,而部

分出版又不全的尴尬;就图书馆而言,既保存了资料

的完整性,又大大降低了收藏成本.
地方文献丛书的编修乃造福一方之盛举.编纂

部门要加大整理的力度,挖掘出对地方发展有价值

的文献.同时,也要兼顾图书馆的收藏需求,在图书

质量上精益求精,以提高丛书的销量,扩大丛书的影

响力,使地方文献丛书不但成为地方发展的软实力,
也成为图书馆收藏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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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ontheBoomofEditingandPublishingofLocalBookCollections

ZouAifang

Abstract:Withthefastdevelopmentoflocaleconomyanditssupporttopublication,thelocalgovernＧ
mentshavestartedlocalbookcollectionsinsuccession．Fromtheperspectiveofculturalanthropology,local
bookcollectionscansaveandprotectlocalbooks,andalsohelptopromoteculturalinheritance,todiscover
culturaldifferences,toencouragethestudyoflocalhistoryandculture,whichwillturnouttobebeneficial
toeconomy．Theaimoflocalbookcollectionsistopublishsystematically,whichcausedproblemssuchas
cumbersomecontents,repetitivepublication,weakeditorshippuzzlingthelibraries．HowtomeetthecolＧ
lectionneedsofthelibraryinthecaseofacomprehensivecollectionofbooks,itisworthdiscussing．

Keywords:LocalBookCollections;CulturalAnthropology;CollectionEditing;RepetitiveCol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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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ingLinkedDataforCrossＧLingualGenealogicalServices
— LearnChineseSurnamesinShanghaiLibraryOpenDataApplicationContest

DongHang

Abstract:WiththegrowthofnonＧEnglishlinkeddatasets,discrepancyinlanguagehasbecomeamajor
obstacleforcrossＧlinguallinkingofresourcesintheWebofData．Forculturalheritageresourcesincluding
Chinesegenealogies,crossＧlingualinformationservicesbasedonlinkeddatatechnologiescansupportaccess
oftheseresourcesandthuspromoteinternationalscholarlycommunication．Inthisarticle,wepresenttheiＧ
deaofCrossＧLingualOntologyMatchingandrepresentativeprojectsespeciallyintheCulturalHeritagedoＧ
main．Thework,LearnChineseSurnames,winningtheShanghaiLibraryOpenDataApplicationContest
in２０１６,isthenintroducedasacasestudytodemonstratethepracticeofconsumingLinkedDatatoestabＧ
lishCrossＧLingualMatchingbetweenChineseGenealogicalDatatoDBpedia,GeoNamesand Wiktionary．
Theexperiencesofdevelopinglinkeddataapplicationshasalsobeensummarized．Theresearchisusefulto
overcomethelanguagebarriersamonglinkeddatasetsandtorealizecrossＧlingualgenealogicalinformation
services．

Keywords:LinkedData;CrossＧlingualOntologyMatching;ChineseGenealogies;OpenDataApplications;

Information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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