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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研融合 让图书馆古籍文献为学术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古籍特色和整理利用

李彦伟 黄 晨 管宇飞 王砚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目的 / 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古籍清理核实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完成，使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收藏的古籍和近代文献的数量和分布情况有了详实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古籍与档案的整理利用，就成为各收藏馆的重要课题。［方法 / 过程］以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经验来看，

融合科研，依托研究所的科研能力，对所藏古籍与档案进行专业化整理与研究，发现和挖掘专业特色古

籍与档案的学术价值，为学术服务，才能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特点和水平。［结果 / 结论］做好专业古

籍与档案的特色资源的价值挖掘，重点放在其利用、整理和研究，实现古籍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

代社科专业图书馆古籍与文献工作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专业图书馆 古籍普查 古籍整理 近代文献整理

分类号：G258

DOI：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1.01.10

0 引 论   

古籍是民族瑰宝，有不可再生性，在我国各类型图书馆中，都被视作珍存。2013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对我国图书馆进一步加强管理和利用古籍文献的

明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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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书馆来说，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和管理好现存古籍的同时，对古籍的保护性整理也是图

书馆的重要工作，是进一步开发、利用古籍文献、让“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基础。建国以

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古籍的保护和整理不断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取得了巨

大成就。

为了全面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07 年 8 月，文化部印发《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全国范围内古籍的全面普查［1］。根

据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要求，到 2020 年，全国古籍资源和保存状

况基本摸清，古籍普查数据的发布达到 72.6 万条［2］。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的数据，截至 2019 年 10 月 28 日，累计发布 217 家单位的古籍普查数据 772861 条 7447203 册［3］。

目前，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已接近尾声，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并实施了

一批珍贵古籍修复项目。

此外，以民国时期档案文书、图书期刊为主的近代文献，也和古籍一样具有很高的文物文献

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在图书馆的工作中，与古籍所占比重不相上下。

经过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投入，古籍和近代文献的利用和整理产出了大量的

成果，数字化、数据平台建设和整理出版成果颇丰。

一方面是古籍和各类近代文献影印成果的整理出版。截至 201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

古籍整理图书达 4.5 万种，其中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出版的占近 90%，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的占

近 30%［4］。在民国文献整理和保护方面，以民国文献整理出版为例，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一家，

从 2004 年到 2016 年 10 月，陆续出版了 330 种民国文献专题资料，总计 7000 多册［5］。此后至

2020 年 8 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出版了 80 余种，4000 多册［6］。

另一方面是缩微复制和数字化，形成了多个古籍和近代文献数据库、数字平台。如：国家图

书馆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通过全彩影像数字化和缩微胶卷转化影像的方式，从 2016 年 9

月 28 日起陆续在线发布，目前已发布馆藏古籍 2 万余部；国家图书馆建设的“中国历史文献总

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目前已完成第五期，图书总量约 20 万种，实现全文检索，可检索字数

超过 100 亿字；上海图书馆依靠馆藏和《全国报刊索引》资源建设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

收录 1833 ～ 1911 年间 500 余种期刊，54 余万篇文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民国时

期（1911 ～ 1949 年）出版的期刊近 25000 种，文献近 1000 万篇；“中国近代报纸资源全库”收

录 1850 ～ 1951 年间的 700 余份中英文报纸；“近代期刊图片数据库”收录了 1833 ～ 1949 年间

25000 余种近代期刊中的图片。

在档案整理和利用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内档案信息化平台”开放数字化档案，到

2020 年 10 月已达 470 万件，并于 10 月在官方网站正式向社会开放《清实录》《清会典》全文检

索数据库。第二历史档案馆数字化档案到 2016 年 7 月已达约 7400 万画幅。

此外，一些公益和商业的古籍和历史文献、档案数据库也整合了大量资源，各具特色，提供

了海量的古籍和近代档案文献数据，如“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书同文古籍数据

库”“瀚堂典藏数据库”“雕龙古籍数据库”“爱如生中国近代报刊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与“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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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重镇，是我国古籍和民国文献的重要收藏单

位，近年来开展了全院古籍普查和清理核实，并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的古籍以及民国、近代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和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与近代文献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多家研究所收藏

了相当数量的古籍和近代文献，从专业研究角度看，高质量的收藏比例很大，但由于分散在不同

单位，加之历史上的机构重组与馆舍动迁，管理较为松散，多数收藏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影响研

究利用。鉴于此，2012 ～ 201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院属各单位图书馆对全院古籍进行了一

次普查。2017 ～ 201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组织了全院古籍清理核实工作，这次古籍清理核

实，对全院古籍收藏数量和分布情况有了详实的把握，为进一步做好古籍保护和开发利用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从 2017 ～ 2019 年的古籍清理核实结果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共有古籍收藏单位 18 家，

古籍共计 110065 种、1053985 万册，其中善本古籍 11494 种、114627 册。各单位分布情况，

古代史研究所近 2.5 万种、近 31 万册，文学研究所近 1.9 万种、13 万多册，近代史研究所

1.5 万种、近 12 万册，院图书馆近 1.4 万种、12 万多册，经济研究所 7400 多种、近 6.2 万

册，法学研究所 6500 多种、5 万余册，考古研究所 5700 多种、7.8 万多册。另外，哲学研

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单位图书馆收藏古

籍 2000 至 5000 种不等［7］。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精确统计出全院古籍收藏情况，意

义重大。

从目前已公布的古籍馆藏数据和普查数据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收藏的古籍，在种类和册数

上可列国内第五位，仅次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另外，2013 ～ 201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单位参加并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整理登记了大批的近代文献、档案、手稿、图书资料等珍贵纸质文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籍和近代文献，是在几代国家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顶级学者的指导下，

经过数十年的深耕，以各专业研究所为依托建设形成的珍贵馆藏，学科上以哲学、历史、考

古、文学、语言、经济、民族、宗教等专业为主，内容各具特色，“专、全、精、深”的特质

明显。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图书馆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馆藏

古籍汇集了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边疆研究所的藏书，种类超过 46000

种，册数达 51.3 万余册，善本将近 4700 种，近 5 万册，其中珍品，如考古研究所的多种宋拓

本碑刻文；古代史研究所的宋元善本，明清两代珍稀椠本、罕见精抄、精校本，千年徽州契约

文书，多种稀见家谱、丛书、方志及拓片；近代史研究所藏量丰富的近代档案文献。另外，文

学研究所以《红楼梦》（程甲本）等珍贵版本为代表的明清诗文集、戏曲、小说，以及弹词、

宝卷等；哲学研究所的海内外孤本《九正易因》《周易观彖》等珍贵稿抄本；法学分馆收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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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及其相关古籍，涵盖清王朝从创立到覆灭各个时期的律例规定，沈家本手稿是研究

我国清末法律近代化巨擘沈家本先生的珍稀第一手资料；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藏 17 种明

清时期的《苗图》，明代传统彝文刻本《劝善经》、清代察合台文手抄本《情之所钟》《四卷诗

集》等。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籍不仅以年代经久为优，更有专业学术价值，专业收藏的系统性

和专深度尤为突出，这在国内古籍收藏中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学研究

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先后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全院多种珍稀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 经济研究所古籍、档案文书和近代文献概况与特色   

2.1 经济研究所古籍、档案文书和近代文献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以下简称“经济所图书馆”）已有 90 多年的历史，是中

国社会科学院重要的古籍收藏单位，收藏种类居全院第五位，内容上以经济类古籍和近代文献为

主要特色。

其中古籍在内容上，以四部法分，史部多为关于农业、工商矿业、财政、金融、税收、贸

易、交通、人口等方面的史料，重点收藏相关的典章、法令、奏议、实录、报告、图册、汇编、

意见书、计划书、地图、议事录、调查录、征信册、报表等形式的典籍；子部包括较大数量的农

业、商业及矿业的典籍；集部收藏了近代重要工商业人物，包括洋务运动重臣的文集、奏稿、手

稿等，另有各类地方志 800 多种。以版本类型分，有刻本、抄本、写本、稿本、活字本、铅印

本、石印本等十多种，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版本，如清抄本《春明梦余录》、清嘉庆、道光、咸

丰、同治朝《上谕》、乾隆朝《起居注》稿本、《张之洞电稿》，以及多种清代地方财政史料等，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自 2011 年开始，至 2019 年底，经济所图书馆先后经过 3 次较大规模的古籍和纸质文

物清点和整理，对馆藏古籍进行了反复的清理核查、重点修复、详细考订和著录。尤其是经

过 2013 ～ 2016 年的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和 2017 ～ 2019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籍清理核实工作，彻底完成了馆藏古籍和重点文物的清理核查工作。根据清理核查结果，

经济所图书馆馆藏古籍共 7420 种、13055 函、61851 册，其中善本古籍 517 种、1429 函、

7599 册。

经济所图书馆可移动文物主要为纸质文物，包含各类档案文书和近代文献：档案文书包括明

清两代原始档案文书，如关税、钱币铸造、财政、各部档案揭帖、易知由单、关税清册等财经类

官书档案，明清时期的原始契约、文据如徽州文书等；近代文献主要包括民国期间各类调查统计

报告、原始统计表格、资料、调查问卷等。估算可移动文物总数约为 2.5 万件，其中有 1.5 万多

件为可辨识文物，另有约 1 万件损毁较严重，需修复后辨识。经过整理，经济所图书馆向国家文

物局“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提交数据共计 15878 条。

在可辨识文物中，部分重要文书档案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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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经济所图书馆所藏部分重要档案文书

序号 分类 数量（册、件）

1 徽州文书 2500

2 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 1500

3 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表 1500

4 易知由单 230

5 宝源局残档 1700

6 雍正、乾隆间揭帖 700

7 关税、关单档册 400

8 度支部、工部等各部、司档案 230

9 端方残档 500

2.2 特色古籍、档案文书和近代文献

经济所图书馆所藏古籍、档案文书和近代文献均颇具特色，以经济、历史为主，较具特色的

有以下几类：（1）经济史类古籍与抄档，古籍如清代各朝户部则例、历年海关关册、各地赋役全

书、盐政史料等，清代抄档如《题本》《黄册》《粮价表》等。（2）各种近代经济调查资料、统计

数据，如自清末至抗战结束期间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等。（3）部分珍贵文书档案，如明清徽州

文书、清代地方报销底册、20 世纪 20、30 年代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等。这几类的古籍、档

案文书和近代文献，很多为稀见甚至孤本，且经过专业学者系统收集和整理，专业性、系统性

强，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2.2.1 清代抄档

1929 年，经济研究所的前身社会调查所在北平成立，当时认识到现实问题离不开经济史研

究，而最要紧的条件便是史料。从 1931 年开始，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

从故宫、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所藏清宫档案中对清代财经档案进行了系统

整理、统计和抄录，采取全文抄录、编制数字表格、卡片摘要三种方式，整理抄录清代档案 12

万余件，并进行分类，汇编成包括财政、钱法、户口、物价、农业、近代工业、外贸等方面的专

题资料，直到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被迫停止。这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第一次大规模清代

档案整理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将这些资料整理编辑并装订成册，编成《题本》《黄

册》《粮价表》《清代捐监银数表》《清代养廉公费》《清代各省钱粮征收表》《清代农业生产收成

表》等，收藏于经济所图书馆。其中《题本》和《黄册》是规模较大的两套清代财经抄档史料。

《题本》抄档已编成册部分，分 42 类 340 函，1125 册，共辑录档案 41679 份，189246 页，加上

未编的部分散页，总量超过 20 万页，主要内容包括地丁、漕粮、关税、盐课、厘金、俸饷、赈

恤、钱法、捐输、财政、农产品收成、民情、雨水收成、通商交涉等类；《黄册》抄档分为 20 大

类，以表格形式统计吏部稽俸，户部户籍、地丁、杂赋、民谷、漕运、仓场、关税、盐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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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俸食、织造、银库、草厂、盛京，礼部钱粮，兵部兵马、茶马、驿站、邮符、钱粮、河工，

以及工部物料、都察院、太常寺、光禄寺等各类开支，现装订为 300 余册，共约 10 余万页，数

据约 1000 万条。

由于历史原因，清代档案原件分藏北京和台北有关机构，另原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档案几经搬

迁，已有部分流失，而这些抄档保存完整，则显得尤为珍贵。清代抄档是由学者对原始档案进行

重新整理、分类的再研究成果，资料的科学化整理使其具有了更加独特的文物文献价值。

2.2.2 清代《户部则例》

户部是清代中央国家机关中总理全国户籍、钱粮的重要部门。《户部则例》是清代经济类法

规之汇编，是户部所属各司办理有关钱粮诸事的各项规定，共分户口、田赋、库藏、仓庾、漕

运、钱法、盐法、关税、税则、糜禄、兵饷、蠲恤、杂支、通例等十几个门类，所载材料翔实，

特别是在户口、税收、漕运和开支等方面，提供了系统的数据，是研究清代户部沿革制度及全国

财政经济的重要史料。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则例》编成，并定制五年一修。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同

治四年，先后修订过 14 次。经济所图书馆收藏了包括乾隆四十六年第一次修订版本在内的乾隆、

道光、咸丰及同治各朝版本共 8 部。

2.2.3 清代《赋役全书》

《赋役全书》出现于明朝中后期，是明清两代最重要的经济法律文书之一，也是国家征收

赋税的重要依据。作为一种法律文书，它起着规范和制约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影响着基层社

会的赋役运作方式，清代从雍正时期开始，形成了十年一修的制度。《赋役全书》详列的各州

县田亩类别、地丁原额、逃亡丁数、征收钱粮漕米之额数以及赋役的实征数及留存等内容，是

研究国家田赋收入的最重要文献，对考察明清的赋役制度，研究明清经济史、财政史和明清基

层社会等，有重要史料意义。经济所图书馆共收藏《赋役全书》24 种，涉及山东、福建、江苏、

山西、四川等省的赋役档案，尤以山东省收藏最为丰富，各府县均有收藏，大部分为清朝后期

版本。

2.2.4 清代地方报销底册

报销底册是清代各级官厅定期报告财政收支，逐级汇编上报，送户部查核批销，按“旧管、

新收、开除、实在”四项编造报告，亦称为“奏销册”或“报销册”，分为月报、季报、年报。

经济研究所收藏了一批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搜集的清代道光至宣统年间某县报销底册（即

上报后留存的底稿），共 500 余册，是极为罕见的具有长时段、完整性的清代县级财政原始资料，

是研究清代中期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方财政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和资料价值。

2.2.5 清代盐政史料

经济所图书馆现收藏清代盐政史料相关典籍 135 种，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国内各地盐法志和

国外盐务考略，国内又含全国性盐务政策和各省盐务事宜，主要地域包括两浙、两淮、山东、四

川、东三省、山西、甘肃、福建、云南、长芦；按内容划分，有盐务政策、盐务奏议、盐务调

查、盐案汇辑、改革盐务报告等。

2.2.6 嘉道年间“公文汇钞”

2018 年，在古籍清理核实工作中，经济所图书馆从散见的古籍中新发现、汇集了 30 册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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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理和鉴定，最终整理出一整套“清代嘉道年间山东省州县财政公文汇钞”稿本。“汇钞”

包括首卷 1 卷，正文 29 卷，共计 30 卷，3000 页筒子页，约 150 多万字。主要内容为嘉庆、道

光年间山东省州县政府和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往来的财政公文，涉及地丁钱粮征缴、日常开支与

公共工程、各类行政告示、灾荒蠲免抚恤事宜、官员参案、各项交代册等州县行政实务。它为将

州县作为主体进行研究提供了基础，有益于增进对传统到近代过渡时期的国家财政能力、地方政

府运行与基层治理等领域经验与规律的认识。

2.2.7 徽州文书

徽州文书是宋代至民国年间徽州府六县（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民间遗

存的文献，具有数量大、涉及面广、跨越历史时代长、民间性、原始性、具体性等特点，几乎涵

盖了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是研究封建社会后期土地关系、宗法制度、商业活

动、风俗人情、社会变迁的第一手资料。经济研究所是收藏、研究徽州文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学

术机构，20 世纪 40 年代末，梁方仲先生就在南京购入过一批，此后 50 年代，徽州文书甫一流出，

经济所即率先从屯溪市古籍书店及徽专文物商店等处购藏，后又从北京中国书店购入一批。经济

研究所徽州文书精品多、质量高、种类丰富，具有较高价值的簿册达 896 册，居于各收藏机构前

列，加之散件，总量达 2500 余件（册）。

2.2.8 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

抗日战争甫一爆发，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就开展沦陷区经济调查研究，为抗

战提供经济情报并为战后经济建设作准备。1947 年 9 月，社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 1945

年 12 月更名为社会研究所）获悉北平局势混乱，前日本大使馆大量档案资料无人负责，当即派

专人北上，从中抢救资料 20 箱。经过整理，这批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共 560 函 1503 卷，总

数将近 50 万页，详细记录了自清末至抗战结束中国经济政策、财政、外债、金融、工矿、交

通、物价、农牧、商业经济及地方经济、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也记录了日本当时的经

济政策、对华经济关系及日伪、日满地区的经济状况。其中很多为原始文献和一手资料，对于

研究 19 世纪末、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及东亚经济史、日本侵华史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

参考。

2.2.9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由经济所及其前身机构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经济调查，前后四次，

积累了长达 70 多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时点的详细资料，为我们观察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

做出了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第一次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

策划和组织，于 1929 ～ 1930 年与社会调查所合作开展的调查，此后又分别于 1958 年、1986 年

和 1998 年由经济所组织了三次调查。1929 年 7 ～ 9 月，社会科学研究所对无锡县 22 个自然村

的 1204 个农户进行了逐户调查，对 55 个村庄的概况和 8 个市镇的工商业开展了调查。1930 年，

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社会调查所合作，从夏初到 8 月份完成了河北省（保定）清苑县的调查，共计

调查了 11 个村共 1770 个农户，以及对 72 个村庄和 6 个农村市场做了概况考察。保定调查对指标、

表式、方法做了调整改进。1929 ～ 1930 年无锡、保定的调查材料，现存原始调查资料 1514 件，

藏于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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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其他档案文书

除以上较为系统的档案文书外，还有一些散件，如：清顺治朝各地颁行的易知由单 230 多

件，是研究清初田赋制度的一手资料；宝源局残档 1700 余件，是研究清代钱法、铸币的重要资

料；另外，晚清重臣端方的部分档案，度支部、工部、陆军部、内务部等各部档案，各地关税、

关单档册，以及清代揭帖等，均为研究清代财政、金融等经济问题的重要资料。

3 经济所图书馆古籍和文献整理利用的经验   

经济所收藏的这些珍贵古籍和文献，极具学术和资料价值。如清代抄档，是中国经济史学界

第一次大规模清代档案整理工作的成果。徽州文书，是 20 世纪 40 年代到 50 年代初，经梁方仲、

严中平、李文治、彭泽益、魏金玉等经济史学大家判定其学术价值并率先收集，使经济所成为国

内最早开始收集徽州文书的单位。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是李文治先生从刚刚结束抗战的北平

“抢救”回来的珍贵资料。而经济所的很多藏书也曾几经辗转、历经磨难，如雍正《大清会典》

二百五十卷，书中夹存的馆藏校勘记中记述，该书在由南京向西南转移途中，于 1938 年在广西

河池遭日机轰炸，虽经全力抢救，但前九卷仍遭焚毁，所幸大部完好无损。经济所图书馆作为这

些珍藏典籍的保管者，深知其中的价值与责任，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对古籍文献的整理、保护、利

用和研究，并从中积累了些许经验。

3.1 注重利用先进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惠及文献保护领域，经济所图书馆逐渐意识到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

术，提高古籍文献的整理和保护效率。从 1984 年开始，经济所图书馆在当时的院文献情报中心

的支持下，实施了档案文献缩微翻拍工作，先后拍摄“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清代题本抄档”

等重要资料 10 多万拍。从 1992 年开始，经济所图书馆组织大量人力，在全院率先建设馆藏古籍

书目数据库，建立了检索系统，在古籍著录和检索自动化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古籍目录方

面，除了卡片目录，还编制了普通古籍目录、地方志目录、特藏目录等。近年来，经济所图书馆

有计划地对馆藏古籍和档案进行抢救保护性和整理性数字化扫描处理，已累计完成数字影像 20

万页以上。

在古籍的保护上，经济所图书馆从 2011 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经济研究所的

支持下，对馆藏 8000 余函古籍进行了修复，更换函套、重新装订、题写书签，并对部分未装订

的民国期刊加装函套，对古籍书库、文书档案库房和民国文献库配置了恒温恒湿、气体灭火等

设施。

总的来说，经济所图书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馆藏古籍和文献开展整理，通过缩微拍摄、

数码拍摄、数码扫描等手段，积累了 40 余万拍影像数据。目前在用的文献复制设备包括数码相

机、翻拍台、无接触高分辨率扫描仪、缩微胶卷阅读还原机等，基本可满足古籍和文献的数字化

加工。

3.2 注重与研究部门协作

经济所图书馆的古籍与文献整理，工作伊始就制订了与研究部门密切协作的方针。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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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为研究所图书馆，就要充分发挥研究所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长期参与科研活动和科研

管理，服务和研究并重，避免与科研脱节，以保持研究型图书馆的特质［8］。

经济所的中国经济史学科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创立以来，长期在国内外学术界独占鳌头、居于

领军位置，学界公认其历史长久、门类齐全、队伍整齐、实力雄厚，是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

镇。一直以来，经济史学者秉持“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研究，就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9］的理

念，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整理清代抄档，到 50 年代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到

80 年代开始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始终重视文献史料的整理和挖掘。在这

样的学术氛围影响下，经济所图书馆始终保持着融合科研的优良作风并传承至今。因此，图书馆

与研究室在文献整理上的理念一致，双方有充分的协作意愿，配合默契，开展了多项古籍和文献

整理，保证了成果的学术方向和学术质量。

2009 年，封越健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土地文书选编”课题获

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立项，经济所图书馆参与了该课题全部影像数据的采集和编辑整理

工作，最终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散件文书》（4 册）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置产簿》（14 册）两部著作已先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2018 年，经济所图书馆承担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近代经济文献汇纂》部分清代图书的整

理出版，封越健、王砚峰主持经济所藏书部分的编辑，图书馆承担了 65 部文献、上万拍的影印

和部分文献介绍。目前该书第一辑 25 卷即将出版。

此外，经济所图书馆还参与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对馆藏薛暮桥笔记的整理，承担了笔记

的数字化处理和部分文字整理，《薛暮桥笔记选编（1945 ～ 1983 年）》（全 4 册）已于 2017 年 9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8 年，“清代嘉道年间山东省州县财政公文汇钞”发现和整理完成后不久，经济所图书馆

就在所内向研究人员进行了介绍，很快就有经济史专业学者以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为主题申请了

相关的研究项目，经济所图书馆参与该项目的文献数字化和数据处理工作。

3.3 侧重专题文献整理

在专业研究人员的协助下，经济所图书馆的古籍与文献整理工作具有了相当高的专业性。此

外，经济所图书馆还凭借专业的眼光，主动地开展专题文献挖掘，形成了一系列优质成果。

1997 年，应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业键先生的委托，经济所图书馆将清代道

光至宣统年间的粮价表做了电子化处理，形成了 400 多万条粮价数据。为了让这些数据发挥更

大的学术价值，2004 ～ 2005 年，经济所图书馆王砚峰与经济史研究室封越健研究员联合申报

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项目“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经济所图书馆全体馆员

参与了该项目，对原有数据做了大量的考证和校勘工作，仅校勘粮价数据即达上万条，提高了

粮价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为相关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

表》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2009 年初出版，同时，课题组主持人对粮价表做了系统的研

究，撰写了相关论文等。

2008 年以来，经济所图书馆参加了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启动了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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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献的整理和数字化工作，对民国时期大后方物价统计、民国时期中央、地方经济资料展

开了数字化整理。2013 年 3 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近代经济史料初编》，汇集抗

战期间大后方出版发行的重要物价资料 20 余种。2020 年 9 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藏近代经济史料续编》，包括中文、日文两种文献共 90 种，中文文献 70 种，主要收录中央、地

方的珍稀经济资料；日文文献 20 种，主要收录东北、华北等地区的经济资料，涉及财政、工业、

农业等。

此外，随着经济史料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经济所图书馆正在对馆藏清代抄档《题本》《黄

册》《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等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目前《题本》抄档已统计整理完毕，正

在规划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出版。

4 专业图书馆古籍和文献整理利用工作的思考   

从现状来看，国内专业图书馆大多属于中小型图书馆，古籍数量是无法和大型公共图书

馆和高校图书馆相比的，但这些图书馆往往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又有专业研究力量作为依

托。如何利用优势，扬长避短？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所图书馆的经验和条件出发，我们

对专业图书馆古籍与文献整理利用工作产生了几点思考，希望能与国内专业图书馆的同行进

行探讨。

4.1 馆研融合 服务科研

专业图书馆的一大优势是有其所属的研究机构引导图书馆的学术方向，有强大的科研力量支

撑图书馆的业务发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大多所属专业图书馆依托各研究所的专业所长，

在馆藏建设和业务工作中长期受到顶尖专家学者们的悉心指导，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图书馆

通过馆研融合、开展古籍文献整理的独特条件和优势。近年来，各专业研究所图书馆引进的人才

多数具有相关学科专业背景，同时具备较强的文献信息素养，为开展高质量的古籍文献整理创造

了更好的条件。

对于像经济所图书馆这样的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来说，在管理和保护好古籍文献的同时，始

终坚持以学术和科研为中心，融合科研，依托研究所强大的科研能力，结合专业研究对古籍加

以整理、研究和利用，挖掘和提升馆藏专业特色古籍文献的学术价值，更好地为学术研究，为

全社会提供高水平的古籍与文献整理成果，这也是研究型专业图书馆古籍和文献工作的应有

之义。

从现有成果来看，经济所图书馆近年来开展的古籍文献整理工作，很多是和研究室合作所

得，这一方面，充分发挥了专业图书馆的功能，精准挖掘馆藏古籍文献的独特价值，为科研提供

增值服务；另一方面，保证了图书馆的文献整理成果具备学科研究的专业水准，为图书馆赢得了

更多赞誉。

4.2 挖掘特色 多出精品

目前，国内古籍、档案和近代文献的整理和利用，已经形成了一批规模较大的成果和产品。

在这种环境下，专业图书馆的古籍和近代文献的利用和整理，要避免重复工作，就必须扬长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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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在发挥特色上下功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所藏古籍和档案文献，不乏精品，有些甚至是海内外稀见乃至孤藏。以相

关成果为例：1993 年，原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现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和该所研

究室共同整理并出版《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被称作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的一件“划期性事

件”［10］；《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出版后，有评论指出“《粮价表》的面世对研究清代物价

史、市场史、区域史、人口史、社会史等众多领域，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史量化研究方面的价值，

可以说都是难以估量的”［11］。这两部著作出版后，学界很快出现了多部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

的相关论著。

这两个例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院所和图书馆共同合作，充分发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最高殿堂”的作用，发挥各专业研究单位的学科和研究优势的典型。这充分显示，只有以专业的

眼光挖掘特色资源的价值、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精品意识做好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才能更好地

为繁荣学术做出贡献。

因此，对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来说，无论是古籍还是档案文献，同其他图书馆和数据平台进

行同质化竞争，不仅浪费资源，也无法体现自身的专业化优势和特色。更为适合的途径，是在数

字化、数据库平台建设以及整理出版的基础上，挖掘自己的特色资源，推出精品。

4.3 多种平台 深度揭示

对于专业图书馆来说，以专业为中心，通过多种平台，如专业出版社平台、专业数字化平

台、古籍文献数据平台等，展示古籍和文献整理成果，应该是更为适合自身条件的形式。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

专业出版社。在此条件下，可以统合图书馆、科研院所和出版社的资源，加强协作，通过设立短

中长期古籍与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和文献的数字

化整理和研究，通过纸质图书出版和数字出版等方式，不断推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业特色和专

业质量的古籍与文献整理成果。

首先是利用全院古籍清理核实和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等成果，充分揭示。如通过中国社会

科学院图书馆网络平台发布全院古籍清理核实目录和图录，优选善本和珍本古籍，做深度展示；

筛选、优选和发布可移动文物中文献、档案目录及图录；同时，可大力征集相关院所的资源，建

立专题，进行发布。

第二是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数字平台资源，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承建的“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资源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承建的“抗日战争

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各研究所的相关资源可通过入驻相应的平台，建立专题数

据库。

第三是利用国内各大型古籍文献数据平台，如国家图书馆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是“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成果，各图书馆可申请在线发布古籍影像资源。同时，也可与国内各专业

数据库合作，向社会提供专业的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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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语   

埃及历史学家常说一句话：“要想了解埃及的历史，只有到比法老墓更深的地下。”此话足以

说明古籍和文献价值挖掘之重要性。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图书馆的古籍和文献整理利

用，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国内同行的整体进度，但作为有着深厚积淀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殿

堂”图书馆，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从经济所图书馆的实践经验来看，一代代专家学者与图书馆

员的互动协作，形成了“馆研融合”的优良传统，双方互相认可、互相成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也得到了研究所的鼓励和支持。可以说，经济所图书馆目前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所取得的重要成

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这一有效的合作机制，加之经济所图书馆员的主动筹划，方能充分发

挥图书馆和研究队伍的优势，让真正有特色和专业价值的古籍资源“活起来”。私以为，这也是

专业型、研究型图书馆的前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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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Research Collaborate, Organize 
Ancient Books to Better Serve Aca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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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 Meaning］The completion of the inspection and verifi cation of ancient book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i rst national survey of movable cultural relics has enable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o have a detailed grasp of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modern documents. On this basis,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use and arrangement of 
ancient books and archiv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ollections. ［Methods / Procedure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combining scientifi c research, relying on the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professionally sorting and researching the ancient books and archives in the collection, discovering 
and digging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ancient books and archives with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ing academics, can refl ect the features and level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sults / 
Conclusions］Do a good job in the value min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of professional ancient books 
and archives, focusing on their util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rting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books. This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cient books and documentation work of the professional 
library of social sciences in the new era. There is meaning.
Keywords: Professional library; Census of ancient books; Sorting of ancient books; Sorting of modern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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