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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 

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办 

 

    9 月 5—21 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承办的“第

九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在古籍馆文献修复室举办。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古籍馆副馆长

陈红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杜伟生，国图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刘建明先

后致辞。张志清馆长介绍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近年来在古籍普查、古籍修

复、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并对此次培训进行了部署，对参训学员

提出了要求，给予了勉励，希望学员们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要有自豪感，

自信心，严肃认真动手实践，积极交流成功经验，切实掌握修复技术。陈

红彦主任对各地学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她回顾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

施以来，国图在古籍修复技艺传承工作软硬件建设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并希望通过此次全流程式培训模式，学员们能够把修复、管理和科研工作

相结合，更多的将工作经验提升为科研成果。 

    此次，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根据各地修复中心、传习所及传习导师的

推荐，择优选出了来自北京、天津、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湖北、浙

江、南京、福建、广东等地，在古籍修复一线岗位上表现突出的 12 位古籍

修复专业工作者，接受培训、切磋技艺并实际参与“天禄琳琅”修复工作，

旨在切实提高专业技能。 

    本次研修班的学员将参与国家图书馆“天禄琳琅”珍贵典籍实际修复

工作，由杜伟生、刘建明、朱振彬、李英、边沙等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专

家手把手传授古籍修复技艺。国家图书馆精选了“天禄琳琅”中《汉书》

（元大德刻本）、《荆川先生右编》（明万历刻本）、《历代名臣奏议》

（明永乐刻本）三种 12 册中、重度破损珍贵藏品开展修复。培训将持续至

9 月 21 日。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古籍修复组薛继民参加了培训。 
 



“第三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员研修班” 

                   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举行      

      

 9 月 19—21 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复旦大学图书馆承办的“第三

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员研修班”举行。开班仪式由复旦大学图书馆分党委

书记兼常务副馆长侯力强主持，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复旦大学图书馆馆

长陈思和、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杨玉良、特聘资深修复专家赵嘉福、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负责人庄秀芬以及培训班学员们出席。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周云岳、省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杨居让参加了培训。 

    开班仪式上，陈思和馆长代表复旦大学图书馆致欢迎辞，向学员们介绍了中

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四年来所作的工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庄秀芬女士代表张

志清馆长致辞，介绍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强调本次

培训班的主要目的是打造专业的古籍保护专业团队，使古籍保护工作管理逐步专

业化。杨玉良院士结合自身化学和高分子材料专业背景，分享了关于古籍保护科

技工作的心得，并表示由于纸张出现，文化传播变得普及化，更有生命力，中国

文化真正的传承就是要使纸张保存越久越好、文献传播与普及越远越好。随后，

刘承功副书记感谢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把高层次的古籍保护管理人才研修班交由

复旦承办。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将古籍保护与科

学研究相结合，杨玉良院士团队复原了开化纸工艺，又将古籍保护与人才培养相

结合，努力提高古籍保护人才专业水平，吸引新一代年轻人投身于古籍保护事业。

相信通过国家重视、社会支持、同仁努力，古籍保护事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此次研修班为期三天，学员们将从国家古籍保护政策解读（文化与旅游部陈

彬斌副司长）、科技与古籍保护（杨玉良院士）、古籍服务与管理规范、古籍数

字化建设与管理、图书馆文创开发等角度开展学习讨论，并就目前古籍保护工作

热点问题举行座谈。开班仪式后，举行龙盛集团捐助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

院捐赠仪式。此次捐款将用于引进“德国东西文物修复中心”的纸张、设备及修

复技术人才，计划建立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修复中心，主要服务于南方地区古籍修

复保护工作。                                     



《陕西省二十二家公共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出版发行 

  

 

 

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省古籍保护中心实施、各地市县图书馆具体完成

的《陕西省二十二家公共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今年 3 月份，由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省继《陕西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之后出

版的又一部公共图书馆目录。今后还将陆续出版其他公共图书馆和高校、文物、

档案、博物馆等单位的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该目录共收录西安、咸阳、渭南、韩城、延安、榆林、宝鸡、汉中、安康等

9 个地市 22 家公共图书馆古籍目录 9615 条。这 22 家图书馆是继省图之后最早

完成普查登记目录并通过省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及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审核验收的一批单位。同时，这些单位也都完成了古籍普查平台完整项著录，

较登记目录著录的要项更多、内容更细致。很多基层图书馆，在人员、经费、设

备、资源等有限的情况下，克服困难，积极部署安排古籍普查工作，并配合省中

心多次复审核查，修改数据，直至最终通过。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凝聚了众多古

籍工作者汗水和心血的目录。 

在这 22家单位中，有 13家单位都有古籍都曾经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如咸阳图书馆、延安市图书馆、宝鸡市图书馆、周至县图书馆等，还有一些单位

的古籍在当时归文化馆所有，现在也都归入了各地的图书馆，如勉县图书馆、蓝

田县图书馆、韩城市司马迁图书馆等。在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

动后，宝鸡市图书馆、安康市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各有 1部古籍入选《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8 家单位的 36 部古籍入选《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其中，宝鸡

市图书馆、勉县图书馆、安康市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古籍藏量较多，均在千部

万册以上。宝鸡市图书馆、勉县图书馆还于 2015 年入选“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安康市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古籍藏量亦较多，但非常痛惜的是

在 1983 年汉江特大洪灾中，该馆古籍受到严重损害，有的已经无法阅览。庆幸

的是，该馆部分善本保存较好，没有受到洪水浸泡，其中一部清康熙二十四年刻

四色套印本《古文渊鉴》（六十四卷）书品上佳，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 

未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单位有 9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人

力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不排除一些偏远单位可能没有参与当年善本古籍普查申

报工作。这些单位古籍藏量相对较少，从几十部到数百部不等。不管其藏量多少，

都被纳入了我省此次古籍普查的范围内。在这些单位中，常常也会有一些让人惊

喜的发现，比如榆林市星元图书楼所藏的一部《永乐南藏》（清雍正印本），即是

在此次全面普查中发现的一部珍贵典籍。此部大藏经系清雍正年间榆林定慧寺请

印，虽然该馆所藏还不足全藏的 1/6，但整体保存尚好，且此部印本有大量清初

补版，版心处镌有助刊人名，卷末也常有施经愿文等，另外在两纸相接处一般还

阴刻有募者、书者、刻工姓名等，信息量很大，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于区县

图书馆来说，能收藏这样一部大藏经，实属难得可贵。 

据调查统计，陕西省共有 72家古籍存藏单位，存藏量约为 11万部。省古籍

保护中心同这些收藏单位均建立了业务关系，一直在积极指导、敦促其开展古籍

普查等相关工作。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结集出版，是全省古籍普查工作阶段性的

一个成果。按照陕西省古籍保护整体规划，此后将陆续出版全省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的编纂。 

 
 

西安碑林博物馆迎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专家评审 

 

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工作即将开始，为切实做好评审工作，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组织专家和工作人员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对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申报单位——西安碑林博物馆进行现场核验，为公正、科学地开展评

审工作奠定基础。 

 



     8 月 23日上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成员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

院院长姚伯岳教授、国家图书馆周崇润研究馆员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向辉

副研究馆员一行 3人莅临西安碑林博物馆，就其申报“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进行现场评审。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海翔，

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居让，西安碑林博

物馆裴建平馆长、张云副馆长参加了此次评审工作。 

 

评审会上，信息资料部主任樊波汇报了该馆古籍存藏概况，回答了专家提出

的相关问题。随后专家组实地考察了古籍库房，对古籍藏品、存藏环境、库房设

备等一一对照评审标准进行重点考察。评审结束后，专家组对碑林博物馆丰富、

齐全、价值高的古籍藏品给予了良好的评价，并就该馆的古籍保护与研究提出了

相关建议。 

 

西安碑林博物馆存藏古籍 2000 余种，近 26000 册，存量居陕西省文博行业

之前列，其中 12 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7 部入选第一批、第二批《陕

西省珍贵古籍名录》，2015 年 9 月，被省政府评为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                                   

     （西安碑林博物馆 肖容艳） 



故宫博物院古籍保护组考察人员到省图书馆进行业务交流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承担着院藏古籍善本及文献的典藏保管、分类编目、修复

保护、研究开发、数字化等工作。据悉，陕西省图书馆负责陕西全省古籍善本的

保护工作，在古籍保关于保护、研究等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为学习借鉴经验，

故宫博物院古籍保护组考察人员一行 3 人于 8 月 28 日到陕西省图书馆考察学习，

就古籍保护与修复、古籍数字化及应用等方面进行业务交流。 

    

 



故宫博物院古籍保护组考察人员郭金芳研究员、张兆平研究员和徐颖工程师

等一行 3 人，在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

杨居让的热情陪同下，参观了陕西省图书馆数字化扫描工作室、古籍修复室和善

本书库，座谈和交流了古籍保护与修复、古籍数字化等有关工作的经验和信息，

并一起合影留念。 
 

 

陕西省图书馆历时六年完成馆藏拓片修复保护任务 

 
自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陕西省图书馆在完成馆藏古籍普查

登记，摸清家底以后，对破损古籍文献展开具有针对性的修复保护。根据馆藏文

献破损状况和程度，在修复保护普通古籍的同时，启动了一项重要的修复保护工

程，就是修复保护馆藏碑帖拓片。截至 2018 年 6 月，此项工程已全部完成。现

将详情分述如下，以资借鉴共享。 

一、开展修复保护馆藏拓片三个基本条件已经成熟 

首先，人力技术资源是开展修复保护馆藏拓片项目的前提。陕西省图书馆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设置了古籍修复岗位，一位颇有经验的梁师傅一直从事

古籍修复工作，曾先后修复了一系列馆藏普通古籍，并参与修复扶风法门寺佛经，

具有丰富的修复保护经验。到了 2005 年，省馆正式成立了古籍修复保护组，修

复组 3 位成员均被派往天津图书馆进行学习培训。到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实施以后，我馆扩大了修复保护工作队伍，8 位成员全都接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的严格培训。经过长时间的培训学习和修复工作实践锻炼，特别是新老一代“口

手相授”的技术传承，8 位工作人员具备了较高的修复保护技术水准，形成了一

支能胜任难度大、级别高的古籍修复保护工作队伍，具备了人力技术资源。 

其次，修复拓片技术和方法的资讯十分发达，经验的交流和借鉴可成为宝

贵财富。省馆根据馆藏拓片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具体问题，借鉴了国家图书馆和

上海图书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对于拓片修复保护的各种方法，进行相互比较、

科学分析、取优存异，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修复保护拓片方案，并得到了相关专家

的肯定。有了这些宝贵经验，开展修复保护馆藏拓片的专业技术条件已经具备。 

再次，经费支持是修复保护馆藏拓片的根本保障。近年来，陕西作为文化

大省，又是丝绸之路的起始点，在“一带一路”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应

的，文化建设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自 2013 年起，省政府每年给古籍保护日

常办公经费达 100 万元，再加上专项经费以及国家保护中心的支持，修复保护重

要项目已有保障。 

二、开展修复保护拓片项目的成因 

在具备了人力资源、专业经验、经费保障以后，陕西省图书馆开展馆藏拓片

修复保护条件已经成熟。碑帖拓片是典籍文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亟需修复保护

并开发利用。陕西是文物大省，碑帖拓片藏量十分丰富，单就陕西省馆而言，碑



帖拓片藏量 4678 通 8176 张，陕西著名碑石拓片几乎都在收藏之列，诸如褚遂良

《大唐三藏圣教序》、颜真卿《多宝塔碑》 《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柳公

权《玄秘塔碑》 《唐豳州昭仁寺碑》、唐王摩诘《辋川图》 《西岳庙图》、周毛

公鼎（原拓片）、颜真卿草书《争座位帖》、唐卫公李靖碑、东汉《石门颂》、孔

子庙堂碑等等。这些碑帖拓片，不但具有珍贵的文献资料价值，而且还是书法艺

术珍品。但是，由于碑帖拓片纸张幅面较大，且大小不一，怎样存放的问题，一

直以来没有规范合理的解决办法。最初，管库人员只是将这些碑帖拓片简单折迭，

装进牛皮纸袋放进书柜。长时间折迭之后码放产生的压力，使这些拓片折痕、折

角处断裂、破损现象十分严重，再加上旧碑帖拓片纸张老化形成的破损，每次展

开鉴赏和研究这些珍贵碑帖拓片，就会加重其破损程度，甚至毁坏。鉴于这种情

况，我们把修复保护馆藏碑帖拓片列入到修复保护重要项目之列。 

    三、修复保护碑帖拓片的思路和方法 

    在确定修复保护碑帖拓片以后，我们参考调研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以及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省社科院图书馆等单位对碑帖拓片的修复保护方法，

综合借鉴了折迭装盒以及卷轴装盒保护的利弊优劣，形成了最终的保护思路是：

修复→保护→数字化→卷轴→装置入盒。工作流程为：出库交接登记→破损修补

→整体压平→镶边条→衬背纸→卷轴→装盒套→入库交接登记。  

第一步，根据碑帖拓片目录编号，将原来折迭的拓片打开查检。对于因折

迭造成的碑帖拓片折痕断裂、折角破损，以及其他老化、磨损情况，即行熨平、

修补。修复采用的补纸和衬纸均是安徽泾县定制的传统手工纸张，拓片的补纸依

据原件的纸张来选用适宜的竹纸或皮纸进行修补。衬纸选用了褚皮含量为 70%

的皮纸。将修复好的碑帖拓片（以及无破损只需熨平折痕、折角的拓片）背面衬

上一张宣纸，这样，拓片就被宽松的存放在比较柔软的皮纸内。无论是阅览还是

观赏，都不会直接触碰原拓片，有利于长久保存，特别适用于幅面较大的拓片。

第二步，为了方便研究，对修复保护好的拓片进行照相数字化处理。由于现有环

境不允许，此项工作后置。第三步，用定制的 PH 值在 7.8 以上的纸轴为核心，

合力卷起修补好的拓片，再将卷好的碑帖拓片放进内径为 6 厘米左右，硬纸板

PH 值在 7.8 以上的盒套内保存。拓片装具采用了改良后的插套盒，制作材料为

无酸纸板和纯棉细纹蓝布。这就是我们修复保护碑帖拓片的方法和工作流程。 

 
a.出库交接登记：与书库管理人员领取待修拓片，登记造册 



 
 b. 破损修补：选择适宜的补纸对拓片的破损部位进行修补 

 
 c.整体压平：将修补完成的拓片逐页喷水压平 

 

 
d.镶边条：给压平的拓片四边以点浆的方式粘贴 3-5CM的皮纸条 



 
e.衬背纸：给镶好边条的拓片背面覆一层皮纸 

 

 

f.制作卷轴：将覆好背纸的拓片垫纸制轴心卷起 

 

g.装盒套：将制作好的卷轴装入盒套，在盒套卷标著录拓片相关信息 



 

h.入库交接登记：与书库管理人员交接入柜保存 

四、结语 

自 2012年至今，历史文献部分派两位修复人员从事此项工作，经过近 8年

的辛苦努力，终于在 2018年 6月完成了馆藏拓片 4678份 8176张修复保护任务。

随之而来的将是拓片数字化工作，只有完成了拓片数字化，为读者提供数字化阅

览，才算全部完成拓片的保护，下一步我们将开展此计划。 

                             （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古籍修复组） 

                                                  

 

 省馆历史文献部两项《陕西古代文献集成》（二编）课题获批 

 

《陕西古代文献集成》课题于 2011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立项。项目旨

在将历史遗留下来而又没有经今人整理过，或虽经今人整理但整理本有较多问

题，并且具有很高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典籍，整理成为点校本或注释本，以供中

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们阅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省实施的最大的古籍整理

项目。 

《陕西古代文献集成》课题在陕西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实施开展，

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负责项目的总体协调和日常行政事务工作。西北大学

为项目的第一承担单位，负责项目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在西北大学文科处设立《陕

西古代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 

《陕西古代文献集成》课题实施预计分成两个阶段，分别在“十二五”规划

和“十三五”规划期间启动并完成。2018 年 2 月，为贯彻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加强我省文化强省建设，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陕西省古籍保护整理出版

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做好申报<陕西古代文献集成>（二编）课题的通知》

（陕古发[2108]1号）文件，决定启动陕西省古籍整理岀版“十三五”规划重大

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陕西古代文献集成》（二编），公开向省内征

集二期工程的 160个子课题的承担者。 

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接到通知后，召开部门会议，组织学习文件内容，



鼓励部门同志结合馆藏及个人研究兴趣积极选题申报。3 月底，部门 5 位同志

向《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编辑委员会提交《<皇清陕西历科进士录>点校整理》

《屿琈山房诗稿八卷补遗一卷点校整理》和《<西园瓣香集>点校整理》3 项课

题申报书。7 月初，接到《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编辑委员会通知，省馆 5 位同

志申报的两项课题一审通过，并可直接按计划开始点校整理工作：《<皇清陕西

历科进士录>点校整理》，申报人：朗菁、刘颖、张志鹏、蔺晨；《屿琈山房诗稿

八卷补遗一卷点校整理》，申报人：王小芳。课题整理研究方式：点校，课题起

止年限：2018年-2019 年。 

陕西是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大省，历史上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这些

古籍无论是数量上或质量上在国内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我馆历史文献部同志参

与并完成《陕西古代文献集成》课题研究，既能使我馆同志的古籍专业学识和

素养得到锻炼提升,又能助力反映我省古代文化成就的一批古籍的点校整理。 

                                    （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同仁到省馆历史文献部参观交流 

 

9 月 13 日，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胡明丽老师等三位同仁到省图书馆历史文

献部参观交流，受到省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姜妮

的热情接待。 

 

胡明丽老师等三位同仁，首先参观了省馆历史文献部近代书库，就近代图书

报刊的修复保护工作进行了交流。姜妮副主任简单介绍了省馆近代图书报刊的历

史和现状、采取的保护措施，及目前国内近代图书报刊的保护动态和方法，以及

开发利用，指出近代图书的保护和古籍修复保护有着本质的不同。接着，姜妮副

主任陪同胡明丽等三位同仁来到古籍修复组，参观了古籍修复组，了解了古籍修

复的一些简单知识，观看了古籍修复的现场修复展示。胡明丽老师表示，这次参

观收获很大，回去后先把近代存藏情况调查清楚，等时机成熟后，再用最新修复

方法保护好近代图书和期刊。 



简讯三则 

□ 8 月 1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台

州文献丛书”：台州札记 1 部、风雅遗闻 1 部、台州外书 1 部、赤城新志 1 部、

天台山全志 2部、嘉定赤城志 2部。 

□8 月 24—30 日，应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秘书长杰拉德·莱特纳

和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馆长兼马来西亚图书馆协会主席娜菲莎·艾怡迈德邀请，

陕西省图书馆馆长、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云岳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

2018年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暨第 84届国际图联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改变图

书馆、改变社会。来自 112个国家的 3516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8 月 29日—9 月 2日，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图书馆副馆长张海翔

和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杨居让赴昆明

参加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 2018 年文史类图书订货会，会上进行了“馆藏

特色资源建设及发展情况”论题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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