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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古籍文献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将古籍文献作为核

心资源，以凸显自身的战略定位和服务属性。［方法 / 过程］在汇集多家公藏单位现存古籍的基础上，初

步形成了集成规模、打通学科、规范保护的典藏特色。通过对古籍典藏系统功能的重新定位和书库典藏

的合理布局，进一步强化特色文献的资源保障与服务保障。［结果 / 结论］未来将以“十四五”时期“中

国特色历史学体系建设”为中心，立足典藏，提升功能，完善保护，打造品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活起来，在做好古籍文献保护与利用的同时，更好地实现对历史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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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古籍文献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明成果的核心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来，

我国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

比。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1］因此，古籍保护是一项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工程”，古籍典藏则是需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从严规划、从细落实的

“头等大事”。

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 2019 年初成立的国家级研究机构，肩负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的时代重任，其下设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以下

简称“历史院图书档案馆”）是一家集图书、档案收藏于一体、具有高端战略定位和深层服务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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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大型专业馆，文献总量约 200 万册（件），体量大、珍品多、专业性强。其中，古籍文献

（包括民国线装本文献）典藏总量逾 50 万册（件），内容含括经、史、子、集、丛、志各大部类，

古籍珍善本逾 5 万册，古籍丛书、古籍方志、古籍家谱均逾千种，此外还包括谢国桢“瓜蒂庵藏

书室”、侯外庐捐赠古籍、熊德基捐赠古籍以及名人手稿在内的诸家特色藏品。如何保护好这一

来之不易的宝贵资源，既是摆在从业者面前的一项巨大挑战，也是赋予从业者的一份光荣使命。

1 古籍典藏来源   

1.1 历史院图书档案馆成立背景

2019 年 1 月 3 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指导下正式成立。

这是继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 年 5 月 17 日

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40 周年的贺信之后，体现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

建设给予强有力支持的又一重大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迅速作出部署，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下属的原考古研究所、历

史研究所（现更名为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等单位

进行整合，另成立历史理论研究所，连同《历史研究》杂志一并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

研究院。新筹备组建的历史院图书档案馆亦顺理成章，将以上各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约 200 万册

（件）文献、档案合并成一个整体。

1.2 历史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典藏来源

历史院图书档案馆的古籍藏典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下属的各研究所图书馆，主要

为原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 3 家图书馆，总量逾 50 万册（件）。它们均属老

馆、大馆，馆龄超过 60 年，为图书档案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遗产和不可或缺的学术底蕴。

原考古研究所图书馆，历史悠久，收藏系统，在国内外考古学界声名远播。它肇建于 1950

年，目前入藏古籍共计 6182 种、12657 函、83229 册，其中善本 673 种、1420 函、8956 册，见

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古籍计 76 种。《西清古鉴第三十二卷》彩绘残本、宋宣和原拓《慈恩

雁塔唐贤题名卷》、北宋内府本《唐滑台新驿记》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第十八卷》原拓，均已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原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古籍藏量丰富，曾于 2009 年被国务院批准、文化部授予“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称号。入藏的古籍总量达到 24706 种、49549 函，310362 册，其中善本

3900 余种、43000 余册。《三教宝善卷》《四朝恩遇图》《始丰稿》等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

原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渊源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图书室、

20 世纪 40 年代的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和华北大学研究部历史研究室图书室。1950 年 5 月 1 日，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随研究所一并建立。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正式定名为“近代史

研究所图书馆”［3］，其入藏古籍总计 15286 种、24016 函、119629 册。

1 古籍典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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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籍典藏特色   

历史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典藏在汇集多家公藏单位现存古籍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集成规模、

打通学科与规范保护三位一体、相益互补的典藏特色。

2.1 特色之一：集成规模

根据国家正式实施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统计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 2800 家公藏单

位上报的古籍藏量，总数达 5000 余万册（件）。截至 2016 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公布的 5 批

180 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古籍存藏情况［4］，如表 1。

表 1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古籍存藏情况

总藏量（册） 数量（家） 单位

100 万以上 4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50 万以上 7
山东省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江
西省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

40 万以上 10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湖北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中国人民
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

30 万以上 15

中山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陕西
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管理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孔府文物档案馆、江苏省无锡市图
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

20 万以上 24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福建省图
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内蒙古自治
区图书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石家庄市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
馆、河南省新乡市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上
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南京博物院、贵州
图书馆、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10 万以上 61 西藏档案馆、郑州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

10 万以下 59 江苏省徐州市图书馆、辽宁省沈阳市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等

总计
3600 余万

180 共 5 批

注：本表由作者根据中国古籍保护网“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有关数据整理所得（统计时间：2020 年 9 月

6 日）。

在 180 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公共馆数量最多，占 114 家；其次是高校馆，占

54 家；专业图书馆最少，占 12 家。专业馆古籍存藏情况，如表 2。

2 古籍典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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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专业馆古籍存藏情况

单位 古籍总册（万） 善本总册（万）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

47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现并入中国
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

31 4.3746

中国民族图书馆 20 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18 0.5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16 0.4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 15 3.2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15 0.4937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13.4 0.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 10.7 1.2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10.5 0.5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10.3 2.5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10 0.198

总计 12 家 216.9 15.2663

注：本表由作者根据中国古籍保护网“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有关数据整理所得（统计时间：2020 年 9 月

6 日）。

如表 1、表 2 所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古籍藏量在 180 家“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中并列第 31 位，在 12 家专业馆中列第 2 位。

历史院图书档案馆的古籍典藏主要来自于 3 家公藏单位，各馆存藏情况，如表 3。古籍总量

从原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 31 万余册增至 51 万余册（包括民国线装本文献），其中，善本总量从

原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 4.37 万册增至 5.27 万册。诸家集成，增量显著，优势突出，规模更为可

观，基础更为雄厚。

表 3 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存藏情况

单位 古籍总册（万） 善本总册（万）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馆 8.3229 0.8956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31.0362 4.3746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11.9629 -

总计 51.322 5.2702

注：本表由作者整理所得（统计时间：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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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特色之二：打通学科

分布于各研究所的古籍文献荟萃一堂，历史院图书档案馆的古籍从典藏规模上看，均突破了

此前各馆的“旧家底”；从典藏内容上看，丰富了以传统四部分类（包括新增的丛部、志部）为

代表的各部类文献的典藏实力；从典藏体系上看，突破了各研究所图书馆之间原先形成的学科划

界格局，在“中国历史学”这一总的学科门类下，初步实现了史学文献从古至“近”的上下贯

通，拓宽了典藏的来源，提供了学科融合的可能。

历史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典藏的三大来源均有各自鲜明突出的学科特色，其具体表现为：

原考古研究所的古籍典藏，直接承继了民国时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全部旧藏［5］；

1957 年，时任所长郑振铎先生亲自主持收弆了福州著名藏书家林钧先生“石庐藏书”中的金石

类印本和抄本；此后，梁思永、徐旭生、陈梦家、钟凤年等学者的个人藏书相继入藏，最终形成

了以金石学为特色的古籍典藏体系。

原历史研究所的古籍典藏，始终以中国古代史为重心，藏品不乏宋元珍本、明清两代由内

廷、藩府、佛寺、经厂、书坊、官署、学宫等主持雕锓的各类图籍，世所罕见的精抄、精校本，

别部类居、贝联珠贯。［3］专家学者藏书方面，以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瓜蒂庵”藏书、中国古

代思想史专家侯外庐先生私人藏书为代表的捐赠古籍，为了解研究学者本人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以

及充实相关领域藏书厚度，贡献了无可替代的特藏精品。

原近代史研究所的古籍典藏，因其专业定位要求，形成了以近代史文献为主要内容的典藏体

系。所藏古籍虽然不以珍稀椠本为胜，然清末、民国年间刊刻、石印、抄稿本等，内容丰富，门

类齐全，体系完整，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原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特藏室基础上发展壮大而来的中国近代史

档案馆，现已并入历史院图书档案馆。此次调配、入藏档案 19 万件，内容涉及文稿、书信、日

记、奏折、地图、碑帖、契约等门类，涵盖近代以来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翁同龢、张之

洞等人的文集、公牍，以及民国年间各界名人的尺牍、日记等。如张之洞档案，计 490 函、2400

余册，大部分为其出任两江、两广总督等官职时的奏折、函电，许多材料至今未为外界得窥；清

朝各衙署档案，计有 707 卷宗、4912 件，总括了清道光至宣统年间内阁、军机处、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及六部、理藩院等 20 余个中央政府机构的档案，史料价值极强。［3］虽然这批档案文献，

大多没有使用古籍装帧形式，但从文献整合角度而言，将其与原近代史图书馆的古籍一并纳入历

史院图书档案馆的文献典藏体系之后，必可为业界学者把握中国近代社会的嬗递全貌，增添别致

而有益的“视角”。故此，上述藏品经过较长时期的历史积累，在各自领域为保障服务科研，形

成了紧扣各研究所学科主题的典藏特征，如今历史院图书档案馆这一新的典藏机构合众为一，率

先打破“壁垒”，打通学科，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围绕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提供

了“长时段”“整体观”“大视野”的文献资源储备和文献服务能力，为下一步实现各专业间的文

献互补、文献协同，搭建了平台，夯实了基础。

2.3 特色之三：规范保护

2.3.1 入藏古籍均完成普查登记工作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曾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启动了“中华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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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计划”，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6］的总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推

进古籍普查登记、集中修复、人才培养等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贯重视古籍文献资源保护与建设。2014 年即出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

保护规定》，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讲话精神，打下了良好基础。2016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主

持召开了“全院古籍核查工作专题工作会议”，号召院属各单位“组织力量对全院古籍核查清

楚”。2017 年 12 月，再次出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清理核实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进一步强调，要摸清家底、规范管理、健全制度，对全院古籍收藏状况进行彻底

清查，对实有古籍、实有善本、散失以及借出未还等情况，分别造册、拍摄和登记，最终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清理核实档案》，全面掌握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数量、分布情况和质量

品级。

《实施方案》细化了各研究所执行古籍清理核实工作的具体步骤，重点包括：逐一开卷清查

古籍；如实、准确、完整填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属单位古籍清理核实档案》相关表格以及古

籍清理核实工作总结报告；各研究所在古籍清理核实过程中提取古籍图片信息，对每种实有古

籍的首页、印章页、财产号页等有特色意义的页面拍照留存，建立清晰、完整的古籍图片资料

档案。

与此相关，原考古研究所图书馆、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和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在合并入历史

院图书档案馆之前，相继完成古籍清理核实的结项验收工作。通过普查，摸清了家底，核实了数

据，建立了历史院图书档案馆古籍“总账”，如图 4。一是对长期未经编目的藏书按照古籍普查

标准进行了整理登记；二是对曾经进行过编目的藏书，重新登记审核，补充相关项目信息，完善

鉴定著录内容，更为准确地揭示原书面貌，形成了扎实可信的数据记录和典藏依据，对古籍存藏

情况和保护现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掌握，为后续的典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表 4 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古籍藏量分类统计表

部类 种数 函数 册数

经部 2323 3216 16460

史部 20305 32740 168459

子部 5614 9074 47867

集部 10373 14045 70682

志部 4406 7525 47991

丛部 3153 19622 161761

合计 46174 86222 513220

注：本表由作者整理所得（统计时间：2019 年 12 月）。

2.3.2 新建古籍书库达到专业保护要求

古籍典藏环境是影响古籍保存质量和状况的重要因素，古籍书库建设无疑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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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图书馆先后制定、颁发的《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和《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

求》规定，古籍保存环境的温湿度、空气质量和光照条件是影响古籍寿命的主要外部因素，古籍

书库的消防和安防设施是保障古籍安全的重要措施。

历史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库经过半年改造工程，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各项指标达到了专业

保护要求。库体位于地下二层，总面积逾 860 平方米，在已公布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2

家专业馆中，仅次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其中普本库面积 384 平方米，善本库面积 477 平

方米。

库区结构设置合理，善本与普本古籍两库分离，均采用触屏式增重型智能密集书架，空间

效果符合要求，库内保温隔热性能良好，中央空调实时监测调控，空调通风系统具有空气过滤和

净化功能。同时，密集书架固定列主控屏，亦可提供温湿度实时动态曲线情况。使用混凝土硬化

地面，统一垫高 30 公分，增强防水防潮性能。密集书架使用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薄钢板和钢带，

每列书架的接触面均有缓冲及密封装置，具有良好的防震性能。库区支持多摄像头的视频联控功

能，架体任何变动（包括手摇），均会自行启动对应的摄像头监控。

智能密集书架层板按国家和行业标准进行设计制造，架体控制采用嵌入式设计系统，驱动电

机采用 36V 以下低噪声、无火花、高效率、免维护的无刷直流电机，具备检测架内人员数量机

制，在架内有人时能自动锁定架体（禁止电动及手摇操作），架内无人能自动解锁。红外传感器

在空闲时自动切断电源。

书库设有自动报警系统，并采用气体灭火装置。库体位于地下二层，避免日光照射，库内

全部冷光源照明，架内设用 LED 灯辅助照明。架体打开时，照明自行开启；架体关闭时，自动

熄灭。

书架采用优质冷轧钢板精工制造，使用国际最新流行色静电自动喷粉，高温固化而成，具有

极好漆面保护和防酸、防锈蚀性能。书架为两道四筋结构，保证承重质量。善本库每块架板由樟

木板包布嵌套，驱虫防蛀达到专业标准。

书库内外监控及安保设施齐备，为典藏环境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

如表 5 所示，两库指标除个别方面稍有差异外，总体上符合行业规定的基本标准，不但善本

古籍得到有效保护，普本古籍的典藏环境亦达到相应条件，规范保护在硬件建设上相较于此前古

籍书库的状况，大有改观。

表 5 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善本库与普本库指标对比表

指标内容 善本库 普本库

库内面积 477 平方米 384 平方米

密集书架 触屏式增重型智能密集书架 同左

架板结构
两道四筋结构

架板高温固化，漆面保护
架板内由樟木板包布嵌套

两道四筋结构
架板高温固化，漆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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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内容 善本库 普本库

温湿度控制
库体无窗户结构

中央空调实时监测调控
同左

空气净化与通风设施
空调通风系统具有空气过滤和净化

功能
同左

照明与紫外线防护
地下 2 层避免日光照射
库内全部冷光源照明

同左

防水防潮性能
混凝土硬化地面
地面垫高 30 公分

同左

防虫防蛀防酸
架体采用优质冷轧钢板精工制造具
有良好的耐高温、防火、防潮、防

虫等功能
同左

抗震性能
符合专业抗震设计规范

书架接触面均有缓冲及密封装置 , 具
良好防震性能

同左

消防与安防
有自动报警系统

采用气体灭火装置
同左

监控摄像 红外线监控摄像头 同左

门锁防护 专业保险不锈钢式金库门 磁力锁防护门

注：本表由作者整理所得。

3 古籍典藏功能与布局   

古籍典藏因其典藏对象相对特殊，故而与普通文献典藏在功能上表现各异，在布局上则保持

相对独立。

3.1 古籍典藏功能定位

典藏是图书馆工作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采编、流通相并列的三大主要业务环节之一。

在目前业界比较公认的我国三大主要图书馆系统中，历史院图书档案馆属于非公共性的专业

馆，有特定的文献收集对象和文献服务对象。古籍文献在形态上属于物质文化遗产，在采编、典

藏和流通环节上，与普通文献要求又有显著不同，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与普通文献的采编不同，古籍本身具有不可再生的资源属性，以保护存量为特色，受经费使

用、报账手续等因素限制，大批量的古籍收集已非经常性项目，日常馆务中鲜有增量表现；而且

在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后，大批量的古籍编目任务已不复存在。

与普通文献的典藏不同，古籍以统计定量为主要内容，和普通文献参与藏书建设的方式不

3 古籍典藏功能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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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后，古籍文献采取一次性总量入库的方式，文献整理在相对静态中展

开；而普通文献受入库和剔除等变量影响，文献整理在相对动态中完成。

与普通文献的流通不同，古籍以揭示藏量为重点，藏量规模相对稳定，入藏文献在特定书库

完成上架后，基本不会发生频繁的物理性移动，典藏人员通过多种手段，使古籍的内容、价值得

到多元化展示，在古籍数字化成为大趋势的今天，古籍文献的文物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古籍在

公藏单位已划归不可外借的特藏文献，流通阅览更有条件性限制；而普通文献完成上架后，仍保

持“流动”特征，具有可流通和易流通属性，并以外借和阅览的流量统计，作为衡量其文献价值

的重要指标。历史院图书档案馆古籍文献与普通文献在图书馆业务流程中的功能定位区别，如表

6 所示。

表 6 古籍文献与普通文献典藏功能定位比较

业务环节 古籍文献 普通文献

采编业务
存量文献
不可再生

采集、编目非日常业务

增量文献
可再生

采集、编目属日常业务

典藏业务

定量文献
无新增日常入库审核业务

无剔除注销业务
无调配馆藏业务

变量文献
有新增日常入库审核业务

有剔除注销业务
有调配馆藏业务

流通业务

藏量文献
弱流通性、限流通性

不可外借
阅览服务有特定条件限制

流量文献
可流通性、易流通性

可按规定享受外借服务
阅览服务无特定条件限制

注：本表由作者整理所得。

3.2 古籍典藏功能表现

三大业务环节中，古籍采编在完成普查登记后，已非日常必备；古籍流通则受到极大限制，古

籍属于“限制流通”对象，只提供特定的阅览服务。采编与流通两大功能相对弱化，与古籍相关的

一系列保护、整理与利用等工作，将主要由典藏功能来予以承担和实现；并且，与普通文献的典藏

业务相比，古籍典藏在如何保障馆藏文献资源“活性”方面，其表现方式亦呈现出自身特点。

表 7 古籍文献与普通文献典藏功能表现比较

典藏功能表现 古籍文献 普通文献

审核馆藏
审核已普查登记数据
审核已分类排架数据

日常入库签收、审核新编目数据

分配馆藏 一次性总量入库，整体分配上架 日常批量入库，分散分配上架

优化馆藏
日常审核，发现新善本、破损文
献，专业化整理

日常倒架、剔除，发现错排文献，优化馆藏空间

揭示馆藏
通过目录、提要、数字化等多种
手段，对馆藏进行多元化揭示

统计借阅情况，反映复本需求，提出复选建议，反馈书库状
况

注：本表由作者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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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7 表所示，古籍典藏更为注重的是文献对象的存量、定量、藏量特征，在表现其审核、分

配、优化和揭示馆藏等诸项功能的过程中，对文献资源的“活性”，主要不是通过增量、剔减、

加强流通等手段来实现。这里所强调的“活性”，指的是入藏文献被读者认知和需求的程度，并

通过借阅的频次以表现文献价值，是对这一总的过程的概括。而古籍文献的“活性”，其反映在

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依赖于这种“外向”特征。

首先，由于古籍不可外借，读者只能通过到馆阅读，才能满足自己的文献需求；其次，古

籍在地下书库密集架集中保存，处于封闭式管理状态，读者无法通过开架浏览，近距离接触纸质

对象，享受到个性化的阅览体验，而是必须借助于馆藏目录等检索工具，才能选择确定自己所需

文献。因此，其使用古籍、利用古籍的服务需求最初是通过典藏的揭示馆藏功能来解决的。古籍

典藏可以通过目录、提要、数字化等多种手段，对馆藏文献进行多元化揭示，在检索工具上提

供更多选择，从而使读者尽可能了解到馆藏内容，提出更多服务需求，以充分体现入藏文献的

“活性”。

此外，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影印出版，使其化身千百，有益于学术文化的社会传播；破损古

籍的及时修复，延长纸寿，同样是古籍文献特有的保持“活性”的重要手段。

由此可见，古籍文献的“活性”更倾向于通过典藏“内向”性的揭示和保护，通过提供更为

准确、更具深度的检索工具，珍稀文献通过数字化、影印出版等可再生手段的整理开发，破损文

献通过有计划的抢救、修复等，都可以使其“活性”得到最大化的保护和呈现。

3.3 古籍典藏布局

书库设置是影响和决定典藏质量的关键因素。在分配馆藏过程中，古籍因其定量特性，基本

上一次性入库，分配排架时无需预留额外的扩充空间。此次历史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入藏工作，主

要是针对原来各研究所古籍进行整库迁移。组成历史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典藏的三大来源书库设置

情况，如表 8 所示。

表 8 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典藏来源表

单位 书库名称 备注说明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图书馆 善本库、普本库
1912 年以前普本古籍与民国线装本

文献混排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 普本库 同上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珍本库、善本库、普本库、谢国桢“瓜
蒂庵藏书室”等专家捐赠库、古籍
家谱库、古籍方志库、古籍丛书库

同上

注：本表由作者整理所得。

如表 8 所示，藏量最大的原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古籍库，书库类型比较多样，其它两个研究

所书库设置相对简单。首先，各研究所古籍都存在 1912 年以前普本古籍与民国线装本文献混排

的现象。根据“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规定，古籍普查只登记 1912 年以前书写、刊印的古籍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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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国时期出版的具有古典裝帧形式、同样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内容的“线装书”，则被归入民国

文献之列。

表 9 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分类统计表

分类 种数 函数 册数

善本古籍 4664 8641 52702

普本古籍 23088 42604 260116

民国线装本 18422 34977 200402

总计 46174 86222 513220

注：此表由作者整理所得（统计时间：2019 年 12 月）。

考虑到各研究所馆典藏均经过较长时期的历史积累，品类齐全，蔚成体系，历史院图书档案

馆遵从其典藏“习惯”，将这部分民国文献按“民国线装本”归类，暂时维持既成的混排状态，

典藏入库，享受相应的“古籍”待遇，以保护学科文献的完整性。

改造后的古籍书库，只设善本库和普本库。针对书库现有格局，需要从多库分散转向双库集

中。古籍典藏将整合后的古籍文献分为善本、普本和特藏三个部分。特藏部分指具有独立特色、

且原本独立成库的古籍。据此，将上述古籍集中入藏到善本库和普本库，其中原珍本库、善本

库、特藏库文献，均入藏新建的善本库；原普本库文献，均入藏新建的普本库。原与古籍相关各

库均按“整库整入”原则入藏，彼此之间保持相对独立的排架形式。

4 古籍典藏发展前瞻与构想   

目前，历史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典藏规模已具，特色初显。未来发展将依据现有基础，以

“十四五”时期“中国特色历史学体系建设”为中心，理清思路，统筹规划，抓住机遇，开创

新局。

4.1 发展前瞻

4.1.1 围绕“一个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

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

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

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十四五”时期，随着史学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

深化，历史学科相互融合持续推进，围绕“中国特色历史学体系建设”这个中心，史学工作迎来

了一个前所未有、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古籍资源的整合、开发和利用，更应该顺应时势要求，主动变中求新，把握

机遇，开拓进取，更好发挥其特有的文献属性与服务功能。

4 古籍典藏发展前瞻与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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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抓牢“两个保障”

在总体思路上，立足典藏，提升功能，整合资源，保持优势；同时夯实基础，完善保护，挖

掘潜力，打造品牌。聚焦科研动向，贴近学科，贴近前沿，贴近项目，以“十四五”时期中国历

史研究院牵头组织的《新编中国通史》国家级学术纂修工程等大型项目的展开为契机，争取在

“特”字上，下深功夫；在“活”字上，做足文章；在“融”字上，创出新路。在特色资源整合

中，优化结构，优化配置，优化效率，努力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文献资源保障和文献服务保障

体系。通过抓牢“两个保障”，凸显特色，盘活特色，融合特色，推进特色资源数据整合向深层

拓展，为科研人员共享数字化成果创造更大空间。

4.2 构想之一：整合优势，提升功能

4.2.1 手段之一：集约化

鉴于采编与流通两大功能相对弱化的现状，将两者的部分功能集约到典藏环节，使后者的

重要性得到系统提升。典藏恰处于三大业务流程的中枢位置，以采编为例，在完成古籍普查登记

后，日常业务中已不存在大批量古籍编目的任务压力，对于个别的确需要重新编目的古籍，典藏

人员可借助网络提供的各种古籍检索平台，完成相关的编目工作。

在流通环节，古籍作为“限制流通”对象，读者到馆阅读时，与文献的近距离接触都是在馆

内服务人员“可控制”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可以由典藏人员在馆内开辟特定的阅览区域，为读者

提调所需阅览的文献，同时负责咨询答问，使得文献从在库到出库、再回库的整个过程，避免频

繁交接过手，减省中间环节，提高安全效能。

4.2.2 手段之二：规范化

古籍典藏的规范化意味着典藏业务建立在一套完整规范之下，按照规定的程序方式进行，并

形成稳定可控的操作流程。它既是专业图书馆专业化水平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图书馆系统整体

业务水平规范化要求的一种集中展示。典藏规范化主要表现为业务流程的规范化与具体业务内容

的规范化。

首先，制订规范化的古籍典藏工作流程，典藏功能通过集约化提升，与古籍相关的一系列保

护、整理与利用等各项工作，都将借助典藏来实现，对于一个古籍藏量规模超过 50 万册（包括

民国线装本文献）的专业馆而言，典藏职责更重。因此，有必要通过规范化手段，明确其功能表

现在各个环节上的具体要求，使相关人员任务分工到岗，责任细化到位。

其次，制订一系列相关配套的管理规定，对具体业务内容参照行业界已有的成熟标准，

制定相应规范。如制订《古籍书库管理规定》《普本古籍阅览规定》《善本古籍阅览规定》

等，使古籍库开闭、人员出入库、文献出入库、读者阅览等业务内容，都有明确记录和特定

要求。

4.3 构想之二：夯实基础，完善保护

4.3.1 方向之一：专业化保护

专业化保护主要包括专业化人才培养、专业化硬件完善、专业化手段选择以及专业化修复

建设。

古籍保护是一项专业性和实践性并重、综合素养要求较高的典藏任务，人才培养的难度相

SBBJD.indd   60 2021/12/20   10:38:31



061061

段梅，袁立泽，杨巍巍 . 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古籍典藏特色、功能及发展构想［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1，3（4）：049-063.

对较大，人才培养周期亦相对较长。目前历史院图书档案馆负责典藏的人员具有相对较高的业务

素质和较强的业务能力，已接受国家图书馆古籍正式培训，长期从事古籍书库管理，并曾负责承

担和完成大批量古籍普查登记。但是，从未来着眼，必须从专业化高度入手，强化人才培养，做

好古籍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尝试探索新的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协

作，设置相关专业，定向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和古籍保护人才，从根本上解决古籍保护人才短缺的

“后顾之忧”。

古籍书库的专业化保护，在硬件初步达标之后，做好下一步的完善工作，诸如争取配备单库

独立的恒温恒湿空调系统、专业空气净化设备、专业除尘清洁设备、专业防酸脱酸设备、超低温

冷冻柜等；批量购置樟木书柜、楠木书盒等专业装具。同时，通过规范专业化的保护手段，力求

形成古籍保护常态化的良性循环。这些手段主要包括典藏人员按专业要求，对在架文献进行定期

巡视、开函检查、逐册翻动、分项核对、更新替换装具等，对所发现的错排、破损等现象，给予

及时纠正和妥善处理。

专业化修复属于原生性保护手段，指的是采用专业的修复、裱补等技术，对有破损现象的

文献进行修补。根据历史院图书档案馆古籍普查数据统计，约有近 30％的古籍文献存在不同程

度的破损现象，严重濒危的亟需抢救性修复。除对珍善本古籍进行重点保护外，典藏中享受“古

籍”待遇的“民国线装本”总量可观，约占 40%，其用纸与传统古籍倾向于选取植物纤维工艺

不同，多系化学浆纸，纸张酸性普遍较强，纸寿偏短，日久则酸化、脆化严重，存在很大安全隐

患，对此需要认真重视，加大保护力度。准备筹建专门的古籍修复室，参照国家规定的古籍修复

标准，聘请专业化人员或团队到馆，开展修复工作。

4.3.2 方向之二：数字化保护

古籍数字化属于再生性保护手段，主要是指通过数字化技术制作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

全文数据库。与专业化的“被动性”保护不同，数字化是一条具有广阔前景的保护途径，尤其是

古籍全文数字化建设已渐成趋势。目前，相关技术较为成熟，配套功能不断完备，文本字符数字

化后可提供强大的检索功能，乃至研究支持功能，高效服务，便捷用户。因此需要抓紧着手制订

和实施古籍数字化的保护规划，基于典藏，对珍善本古籍和特藏古籍等优质资源优先投入，为古

籍的整理开发以及下一步数字图书馆建设做好基础准备工作。

4.4 构想之三：挖掘潜力，打造品牌

4.4.1 重点之一：名家名藏

加强对名家名藏的研究、整理和推广。通过典藏的深度挖掘，进一步提升其社会知名度，系

统展示文献的内在价值，使之成为占据学科高地的标志性品牌。这些名家名藏本身即属珍贵稀

有，不但蕴含了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与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社会影响与人文特色。

在此方面，一是靠挖掘自身馆藏潜力，二是靠挖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的现有古籍资源，促

进强强联合，达到合作共赢。前者如已入藏的谢国桢“瓜蒂庵藏书室”古籍、侯外庐捐赠古籍、

林石庐藏书、吴丰培文库等，均不失为可以重点打造的名藏品牌。后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的“顾颉刚文库”，即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个人捐赠古籍的专藏，在业界影响甚广。历史院图

书档案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史学分馆”，史学文献已呈现 “打通学科”的特色，“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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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刚文库”理应纳入视野，两馆共同努力，协作开发，使之焕发风采。又如值得一提的郭沫若先

生所藏古籍，现存于郭沫若纪念馆，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所辖，同样可以成为名家名藏中的“佼

佼者”。

4.4.2 重点之二：整理出版

整理出版，助力科研。从典藏入手，对古籍资源进行系统梳理，确立重点，深度开发。一

方面设立大型古籍影印项目，全文影印出版相关文献丛刊，如《中国历史研究院藏珍善本古籍丛

刊》《中国历史研究院藏稀见方志丛刊》《中国历史研究院藏谢国桢“瓜蒂庵藏书室”古籍丛刊》

等；另一方面编撰系列提要，利用传统的文献整理手段，打造文献整理品牌，如编撰《中国历史

研究院藏珍善本古籍提要》《中国历史研究院藏珍稀方志提要》《中国历史研究院藏古籍家谱提

要》《中国历史研究院藏古籍丛书提要》《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金石拓片目录提要》等。

5 结 语   

总之，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 古籍保护，任

重道远。历史院图书档案馆，作为一个 2019 年初成立、拥有相当规模文献藏量的专业馆，各方

面建设还有待完善，战略定位，刻不容缓；统筹规划，意义深远。古籍文献属于特色馆藏，是不

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古籍典藏要求更高，责任更巨。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现有条件，立足典藏，打

好基础，同时整合优势，提升功能，针对科研特点，积极探索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之间的文献融

合，努力把握学科体系与个性需求之间的文献互补；着眼于“中国特色历史学体系建设”的总体

目标要求，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抓准关键要素，强化服务能力，对古籍资源进行深度整合，系

统开发，持久利用，进而使集成规模、打通学科、规范保护的典藏特色，在新的文献资源平台得

以全面呈现，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的三大体系，从文献上提供不可或缺的坚实助力和重要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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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of Ancient Books Reservation of 

Library and Archives,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DUAN Mei YUAN Lize YANG Weiwei

(Library and Archives,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Ancient books are gems of Chinese culture. They are regarded as the 
core resource of Library and Archives,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highlighting its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Method/process］Based on the merger between the ancient book collections from 
several institutes, the Library and Archives has primarily formed its reservation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large-scale collections consolidatio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standard protection. To improve its 
ability to guarantee required documents and provide services, the Library and Archives repositions the 
functions of the ancient books reservation system and creates rational layout of the book stacks. ［Result/
conclusion］The prospect of future development is to enhance the functions, improve the protection and 
build a characteristic brand of ancient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reservation, letting the characters 
written in ancient books come alive, so as to protect and utilize the ancient documents in earnest and shoulder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as guardians and inheritors of our history and culture.
Keywords:  Ancient books reservation; Ancient books protection; System functions; Development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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