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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档学科“口述历史”研究：
回顾与展望 *

洪秋兰 黄沁雪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福州 350117）

摘 要：［目的 / 意义］ 口述历史作为人类记忆之一，会随着当事人的过世而失传，值得加以关注和

建设。［方法 / 过程］ 通过文献调研法，梳理图档学科关于口述历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现状，总结其研究

发现，分析尚存在的不足。［结果 / 结论］ 研究发现，两个学科主要以分析介绍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相关工

作为主，涉及口述历史的采集、整理、保护和利用等环节，但对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伦理问题等还

缺乏足够重视，因此提出开拓视野、重视伦理和法律、拓深服务研究、促进合作研究及加快标准化建设

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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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是由学者、记者、学生等访问历史现场的亲身经历者，用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

像录影等手段将他们的记忆记录下来的过程［1］。现代口述历史先驱保罗·汤普森认为口述历史

可以让人们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还可以促进代际沟通。目前我国口述历史的相关表述较多，比

如“口述史学”“口述资料”“口碑史料”“口述档案”等，其中口述档案则是我国档案学领域的

一个新生概念。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图书馆学和档案学领域的口述历史研究均已有相当

成果的沉淀，研究内容和形式上也略有交叉。本文基于图情档学科已日趋融合的大背景，希望从

系统的角度全面梳理两个学科的口述历史研究成果，总结其特点，为未来研究提供启发。

1 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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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与口述历史相关的表述进行主题检索，检索数据库中“图书馆学”和“档案学”领域中

发文至今的相关文献，通过对检索结果进行逐一核对筛选，最终分别得到 152、401 篇的研究

论文。通过梳理，按照时间顺序，图档领域的“口述历史”研究主题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

个方面。

1.1 对“口述历史”的认识研究

美国作为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的发源地，早在 1980 年其口述历史协会（OHA）就制定了口

述历史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不仅成为学界所普遍认同的规则，还发展成了一种跨学科研究方

法，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新加坡的档案管理工作有不少自己的特色，而且它的口述历史发

展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国内的档案馆特别派干部到新加坡去考察和学习他们先进的口述历史管

理经验。因此，自 20 世纪末开始，我国图档学界对以美国、新加坡为主要代表的国外口述历史

进行了较多的介绍和引进。先是了解美国口述历史的兴起原因、发展状况［2］、整体情况［3］、发

展特点［4］等，通过分析美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历程，总结出美国发展口述历史的经验以及口述历

史的价值［5］；接着又重点考察其口述历史项目，如分析了美国科技口述历史采集项目的主题类

型、项目实施主体［6］、资金来源［7］等，以及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及其项目的特点［8］、收集口述

档案原因和方法［9］、明确口述历史的意义及其价值［10］等，由此引起了对我国口述档案工作的一

些思考；后又对口述资源数字化及其网络服务［11］、口述历史的伦理审查机制［12］、口述历史教育

服务［13］、口述历史立法［14］等问题展开了较广泛的研究，形成了对国外口述历史的较全面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的初期，有些学者对“口述档案”这一提法存在质疑，纷纷建议用

“口述资料”［15］［16］［17］来代替口述档案。也有些学者从口述档案的原始性［18］、可靠性和可用

性［19］、真实性［20］等角度加以证实，认为口述历史档案本质上是社会记忆的构成，称为口述档

案是具有合理性的。

1.2 对口述历史价值和作用的研究

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口述历史具有史料价值。可以为地方的政

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建设与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服务［21］  ，可以起到补充、校勘及鉴

别的作用，可以纠正一些由于特殊原因造成的档案材料中的错误［22］，是地方历史研究的重要利

器［23］［24］。二是口述历史有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档案具有填补历史的空白和历史的断

层、挽救民族文化遗产、保存民族的完整性［25］［26］、完善档案馆的馆藏结构的价值［27］［28］，可以

补充官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不足［29］。三是口述历史具有构建社会记忆［30］［31］、充当历史凭

证的作用。口述档案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的面貌，还原真实的历史事实，并且还能与文献相互论

证，使得社会的记忆更加的鲜活［32］；在民族溯源中起着构建、传承、纽带及辅助的作用［33］；口

述档案和传统档案一样都具有凭证价值和证据价值［34］。四是口述历史可丰富馆藏建设。口述历

史可弥补很多珍贵的非记载性资源，可以加深学者们对档案材料的内容及其产生背景的深刻了

解，使得史志内容既丰腴又真实［35］；口述历史是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36］，可应

用到图书馆史的研究［37］［38］中；口述历史具有充实、补正、形象展示“高校记忆”的功能［39］，

还能够应用于高校校史的编研中［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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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口述历史实际工作研究

口述历史的实际工作研究主要涉及图书馆、档案馆对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开发利用。

其一，口述历史的收集。学者们对收集的注意事项、主要途径、收集原则、具体模式、采

集标准等方面均有所研究。如在口述历史采访工作中要注意资料的授权问题、选题问题、人员的

配置问题［42］；通过访谈或录制来获取口述档案，在访谈或录制的准备时期、过程和后期制作等

都要做好相关工作［43］［44］［45］；要遵循来源可靠、内容独特以及相对价值等三个原则，才能采集

到真实可靠的材料［46］；目前已形成自采模式、社会征集模式和合作模式等三种模式。而美国的

VHP（Veterans History Project）则对退伍老兵口述档案的采集对象、采集主体、采集标准与工作

规范等均有明确的规定［47］。

其二，口述历史的整理。涉及口述档案的整理步骤［48］［49］，尤其是口述档案的编目问题［50］。

在编目方面，苏日娜对《口述历史编目手册》进行了评述［51］，Nancy Mackay 介绍了有关口述历

史编目的基础知识和编目的流程［52］。但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处于分散性自主分工期，并且图书

馆界还没有统一的编目规范。有学者指出最好建立专门的小组，并为口述历史资料设立专柜、注

重收藏地方特色的资源［53］，或“创造史料”图书馆［54］；也有学者探讨如何建立数据库以及利用

数据库来进行口述历史的建设与整理［55］。

其三，口述历史的保护。口述历史的传承和保护一直被视为重点，图书馆界、国家档案局、

图档学科相关协会等，都对口述历史的资源建设、保护做出了积极努力。如国家档案局采用四种

方式推进口述档案资源建设，即先行试点、举办培训班、领导讲话、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各级档

案馆或通过口述历史专项项目立项及录制，或建立口述档案演播室，或采取服务外包方式开展口

述档案的采录、编辑等工作，或开展口述档案专题征集活动，或编辑出版档案征集条例、建立口

述档案征集网站等，但都存在标准不统一、长远规划不足等问题，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在国内

的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56］；还有一些研究主要是对个别案例的介绍，如对锡伯族口述历史的保

护性抢救行动［57］、对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抢救保护［58］等。截止目前，多数文献还集中于对

国外口述档案建设工作的借鉴和介绍［59］。

其四，口述历史的利用。学者们主要是从管理及服务两个角度进行阐述。如在管理方面，

建议以受访者为建档单位来编制的卷内目录以及数据库来进行口述档案的管理［60］，要将档案数

字化管理、开发多种形式的出版物等［61］，要制定统一的标准体系、建立数据库、对保管全程控

制、对口述档案的服务质量进行定期的绩效评估［62］。在服务方面，认为口述档案在线上提供开

放式和交互式的利用方式可以打破空间上的局限，方便用户利用口述档案，提升口述档案的价

值和影响力［63］，如利用数据库提供检索服务、将录音影像或者图片在网上展览、利用口述历史

资料在网络上进行教育服务、利用 Web2.0 技术提供社交媒体互动服务、制作相关的衍生品并在

网上销售［64］等，要完善数据库功能，使其具备数据输入功能、数据获取功能和交流互动功能

等［65］。

当然，学者们也提出了当前口述历史工作中存在着口述档案相关标准和法律不完善、运行机

制不健全、人才和资金及硬件设施相对缺乏、档案工作人员缺乏动力［66］、没有统一的行动规范

和操作规范［67］、采集标准不一、重复和交叉采集［68］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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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述评   

2.1 对国外口述历史的研究不够深入

如前所述，我国图档学科目前对口述历史发展概况（侧重在美国和新加坡两个国家）、口述

历史价值和作用已形成较系统认识，也在实际工作中开展了口述历史的采集、整理、保护和开发

利用等工作，在口述历史研究上已积累了较多的成果。从文献量的梳理中可知，档案学科较早就

对口述史料有所研究，比较集中的关键词有口述档案、口述资料、口述历史、口述史、口述历史

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记忆、传承人等。图书馆学科对口述历史的研究在 2018 年达到一

个高潮，研究涉及的关键词主要有口述历史、口述史、口述史料、口述文献、口述档案、非物质

文献遗产、中国记忆等。综合上文研究成果发现，我国图档学科以介绍美国和新加坡的口述历史

发展概况、工作经验为重点，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多且具有持续性，但多数仅是对国外口述历史工

作的归纳和总结，或对口述历史在我国的建设和管理作了一些浅层面的探索，尚缺乏对国外经典

案例、重点项目以及各类机构在口述历史资源建设方面总体概况的梳理和全面反映，存在研究国

别不够广泛、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等问题。尽管如此，图档学科对口述历史的研究已有了一些积

累，两个学科对口述历史的研究对象接近，内容也有交叉性，后续可以相互借鉴发展。

2.2 对于图书馆口述历史伦理与法律问题研究

口述历史是要通过走访当事人来获得的，获取资源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性的资源交换，所以

在进行口述资源收集、整理和利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牵涉到法律与伦理的问题，然而目前我国

仍然没有成熟的口述历史伦理机制，关于伦理问题的研究图档学科论文仅有几篇［69］［70］，关于口述

历史建设各阶段的伦理问题如采集阶段的口述历史权属认定、采访者隐私，保管阶段的权利许可

与转让、数字化版权，传播阶段的线下及线上传播的规范和防范等，都还存在诸多研究的空白点。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数字化及数据库的建设，必定会有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涉及

著作权问题，图书馆界有少量论文研究口述历史的著作权属性和归属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关的措

施［71］［72］［73］，但仍缺乏实际案例研究；而档案学界在著作权问题研究上几乎还未涉及，所以档

案学界在今后需要更加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2.3 口述历史的用户服务研究需要加强

服务是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永恒话题，为用户提供服务是图书馆和档案馆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所

在。针对特殊的口述历史资源或档案，其服务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在美国的口述历史服务中，有

以口述文献资源为基础，为教育服务提供支撑，也有以口述史项目为依托，为口述史教育实践提

供载体［74］，也有开辟了网络数据库及其检索、网上展览、网上课堂、网上商店、社交媒体的应

用和互动共享等多元化的用户服务路径［75］。反观国内，目前的口述历史研究大多处于收集与建

设阶段，对如何著录标引、分类归档等还存在争议，未来的服务形式和服务手段还有待通过实践

进一步落实。从两个学科角度而言，图书馆学科在口述历史的用户服务方面的研究相对于档案学

科来说要多一些，但是大部分的研究还是介绍国外图书馆的服务方式，例如王玉龙介绍了美国利

用口述档案在网络环境中为用户提供了哪些服务［76］，而对于我国图书馆和档案馆如何利用口述

历史开展服务的研究则很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需要加强。

2 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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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缺乏多方合作研究

口述历史，作为事件亲历者对往事的回忆和记述，受各种因素影响，可能出现真或伪的结

果。要想尽可能地发挥其保真、存档、服务的功效，则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比如，在采集阶段，

要考证当事人身份、经历事态、语言表述的性格特征（是否忠实或有夸大成分）等，采集过程要

求必须有录音或录像资料，采集后的资料要与文献史料等互佐，使之更可信。因此，口述历史是

口述者与技术工作者相互合作的产物，也必须是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双方合作的产物。

资金和人力资源问题一直都是图书馆和档案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难题和困扰，并且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着口述历史的实际工作。与多方合作进行口述历史的开发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

决资金和人力短缺的问题，并且合作的双方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取长补短。然而图档学领域关

于合作开发口述历史的研究还较少。在关于口述历史建设措施的研究中，对合作开发的介绍还比

较简单，虽然严敏斐有研究博物馆和图书馆联合建设口述历史的资源库［77］，但都是一次性研究。

因此，研究时间的持续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在今后的研究中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2.5 未重视口述历史工作的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研究

两个学科研究成果的共同点还在于对口述历史实际工作的研究都相对较多，但是缺少关

于口述历史工作的操作规范及评价标准的研究。虽然档案学科有学者对此进行初步的探索，例

如张恺和吕豪杰就分别对口述档案的信息质量评价和口述档案收集抢救流程的规范化进行了探

究［78］［79］，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口述历史的建设过程会涉及很多细节问题，若没有统一的

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将会导致收集到的口述历史资料质量参差不齐，还会使得各个机构按照各

自的方式来收集口述历史，这不利于口述历史的共建共享，因此，迫切需要对口述历史工作的操

作规范和评价标准进行深入研究。

3 未来研究的展望   

3.1 加强对国外口述历史的研究

在国外，图书馆和档案馆都是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主要机构，还有更多的民间机构以及历

史工作者也在默默做着口述历史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我国理论界在进行相关介绍和研究时，可

从多种途径进行挖掘，整理并反映国外口述历史研究进展，分析其特点，借鉴其经验。除了美

国和新加坡之外，还可以关注其它开展口述历史工作较早的国家，可以针对口述历史的研究主

体、涉及主题、管理方式以及服务手段等进行横向对比，总结其机构主体、合作情况、选题层

次、管理的规范化程度等，作为我国后续开展相关研究的参考，为推动我国口述历史发展与服

务提供建议。

3.2 重视口述历史伦理和法律问题的研究

口述历史作为档案资源之一，有其保存与服务的价值。研究口述历史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有

助于图书馆和档案馆在开展口述历史工作过程中规避潜在的风险。美国具有较为完善的伦理机

制，我国图档两学科可以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美国的伦理机制，为我国口述历史伦理机制的

建设提供理论基础。除了研究国外的伦理机制，还可以通过分析国外或国内图书馆和档案馆发生

3 未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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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伦理问题的实例，从而提出规避和解决伦理问题的措施。而关于法律问题的研究，图书馆

学界可以通过实例研究来增强其应用性，档案学界则需要研究口述档案数字化可能存在的著作权

风险，并提出相应的规避风险的措施。

3.3 拓展口述历史服务研究深度和广度

当前两个学科对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均处于借鉴、尝试、建设阶段，尚未有成规模或有影响

力的服务实践。在数字化的时代，口述历史的数字化存档及传播是必然的趋势，图书馆和档案

馆应该关注如何利用 Web2.0、移动服务平台等服务工具来开发口述历史平台，提供互联网环

境下的用户服务，以方便用户进行信息的查询和获取，消除地域限制。图书馆还可以研究如何

将口述历史应用到阅读推广的活动中。在口述历史服务方面的实践工作，国外比我国开始得

早，经验比我国丰富，因此可以通过研究国外开展用户服务的实际经验［80］，为我国的服务提供

指导。

3.4 加强多方合作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研究

口述历史建设过程中涉及多个部门的合作，比如图档界可与新闻媒体、电视台合作，借助

其设备及舆论优势制作并宣传口述历史；可与社会其他部门合作，进行口述历史采集、整理、开

发工作的业务外包；与历史界、文学界、民间组织等合作，共同参与口述历史的挖掘和整理工

作，这样可以避免口述历史的重复采集，也可解决目前我国开展口述历史的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的

问题。图档学科除可以研究图书馆和档案馆如何合作开展口述历史的建设工作，如何进行互补之

外，还可以研究高校图书馆、档案馆如何和各学科合作进行口述历史的建设工作，从而提出相应

的措施和建议，为我国图书馆和档案馆开展多方合作提供参考。

3.5 关注口述历史工作的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研究

口述历史工作的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研究可为我国图书馆和档案馆建立统一的规范和标

准提供理论基础，因此图档学科应该注重研究口述历史采集抢救流程的规范化及信息质量评

价体系的建设，并关注编目标准的统一以及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等。对于管理和操作的

规范，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有详细的规定，可进行借鉴并结合国情加以适应性修正，为我国图

书馆和档案馆建立统一的规范和标准提供参考。另外，两个学科也可收集并分享日常资源或

档案服务过程中的版权纠纷等案例，分析其侵权原因和规避要点，进而对口述历史进行规范

化采集和管理，在服务过程中实行有效性声明或相关版权说明，有效引导口述历史资源发挥

社会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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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LIS 
and 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Review and 

Prospect

HONG Qiulan HUANG Qinxue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 cance］ Oral history, as part of human memories, will be lost with the death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and it is worthy of attention and construction. ［Method/proces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makes a survey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atus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disciplines of library science and archival science,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fi ndings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defi ciencies.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earch fi nds that the two disciplines mainly analyze and 
introduce related work abroad,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involving the collection, collatio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ral history, but still lacks enough attention on the proble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thics, 
so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such as to broaden horizons, attach importance to ethics and law, deepen 
service research, promote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accelerate standardization.
Keywords: Oral history; Oral archives; Library science; Archiv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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