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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出版工作圆满完成

近日，湖南图书馆编纂的《湖南图书馆单幅文献目录》、《湖南图书馆古旧文

献目录附编》相继正式出版，标志着《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出版工作

圆满完成。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包括《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湖

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湖南图书馆单幅文献目录》、《湖南图书馆古

旧文献目录附编》，共四种。全书涵盖了湖南图书馆全部 80余万册（件）古旧文

献资料，共计 16册，均由线装书局出版，其中《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

《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已分别于 2007年、2010年公开出版发行。

近期出版的《湖南图书馆单幅文献目录》主要收录了馆藏 1949年前单幅或

散页文献，也包括少量

1949年后文献。《湖南图书

馆古旧文献目录附编》则

收录了湖南图书馆收藏的

1949 年前毛泽东著作版

本，徐特立、张舜徽藏书

中古旧文献，民国间连环画，1949年前外文原版图书等。单幅文献至今无著录

规则，湖南图书馆的单幅文献整理工作为图书馆界起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的

馆藏状况，不仅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便利，还具有完善馆藏目录体系、保护古旧地

方文献、保存湖湘文化遗产的功能，它架构起了集资料收集、整理、出版、研究

于一体的框架与平台，为新形势下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做好古旧文

献保护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娇）

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一行出席湖南图书馆“书山藏珍”鉴赏活动

9 月 3 日下午，湖南图书馆古籍鉴赏室举办了一场名为“书山藏珍”的书画

鉴赏活动。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欧阳斌及十几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了此次鉴赏，

湖南图书馆馆长张勇、副馆长雷树德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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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会展出了唐写本《妙法莲花经》以及董其昌、陈继儒、笪重光、吴廷

康、谭延闿、于右任、曾熙等许多名家的书画真迹，工作人员对相关作品及作者

进行了详细介绍。欧阳主席饶有

兴致地近距离欣赏了这些书画

珍品并赞不绝口，诸位委员边欣

赏边讨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会后，各位领导还参观了

古籍阅览室，观赏了开架陈列的

《四库全书》系列，以及毛泽东、

刘少奇、曾国藩等湖湘名人家

谱。欧阳主席现场泼墨挥毫，题

写了“书山藏珍”四个大字赠与湖南图书馆。（何文君）

湖南图书馆举办“中华姓氏源流及族谱系列展”

族谱是一种记载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及家族重要成员事迹、家族重要史料的

文献类型。由于这种文献主要是以表谱形式来记载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故 初

时被称为“谱”或“牒”。在中国古代，以文字来反映其内容的文献称为“书”，

以图像来反映其内容的文献称为“图”，

以表格来反映其内容的文献则称为

“谱”或“牒”。宋代以后谱牒这种文

献主要被称为“家乘”、“家谱”、“支谱”、

“族谱”、“宗谱”、“联谱”、“通谱”等

虽然其形式大同小异，但收录范围却大

有区别。一般而言，“家谱”多为一个

家庭五代之谱，所录人丁有限。现在许

多家族因各种原因，难以修成族谱，因此一家五代之谱便应运而生；“支谱”为

同一始迁祖的某一支房之谱，也称“房谱”；“族谱”为同一始迁祖的一族之谱；

宗谱为同一始祖的不同族别之谱，如赣西湘东客家人为联络声势而常常修纂宗

谱；通谱则为某一区域内同一姓氏的不同族别之谱，如湖南湘西北的氏族特别喜

欢联合鄂西、蜀东的同姓编纂通谱。也有同时使用二种或以上名称者。

族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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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及地方史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

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而族谱之不足，也为人所深刻认识。家谱

之不可信，也是各方志多不列氏族志、各艺文志概不收族谱的重要原因。清钱大

昕《钜野姚氏宗谱序》称：“宋元之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

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胡适《曹

氏显承堂族谱序》言：“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

姓的后代都到那里去了？”谭其骧亦认为“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

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

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其实，族谱作为各族所自撰，又岂止仅官阶、

爵秩之不可信，特别是湖南土著氏族（大部分已汉化，仅小部分至今仍为土家族、

苗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家谱，普遍存在攀援华胄、伪造始迁、讳言土

著的现象，一些家谱还有明显违反史学常识的记载。

中国族谱在古代主要的作用是“出仕”、“联姻”、“敬宗”、“收族”，但现今

学者关注族谱则更在于其中的文献价值。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言：

“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

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

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尽集天下之家谱，使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

盛业。”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也认为“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代公认的官

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

十五史》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

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

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记而不为人所知者。”

姓氏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姓”产生于中国母系氏族时代，当时的

姓很少，仅二十多个，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

好、嬴等等。随着氏族的不断发展，一个“姓”又分化出若干个“氏”，目前中

国仍在使用的姓氏约 7000 多个，其中绝大部分为“氏”，极少数才是古代的“姓”，

只是现代人“姓”、“氏”不分，“氏”都衍化成了“姓”。

族谱又是反映姓氏 原始的文献，为了让现代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姓氏文化及

族谱，湖南图书馆特举办“中华姓氏源流及族谱系列展”，拟逐一介绍各姓氏由

来并同时展出馆藏各家族族谱，目前已举办三期“刘”、“王”、“李”，展览得到

社会上广泛关注，许多读者都来询问何时展出自己姓氏的族谱。（王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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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图书馆传统技艺展示：拓片制作

为了加强民众对古籍修复工作的了解，唤起民众的古籍保护意识，今年下半

年湖南图书馆多次开展古籍修复技艺展示活动。活动内容主要分为古籍修复展

示、古籍装帧展示、拓片制作展示、

雕版印刷展示等。采取现场演示的形

式，对各种类型破损古籍进行修复；

拓片制作、雕版印刷展示的同时，现

场读者朋友们也可以亲手尝试。

9月 8日，湖南图书馆传统技艺

展示活动之拓片制作在湖南图书馆

一楼大厅举办。拓片是记录中华民族

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是用墨把石

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后的成品。由于拓片是从原物直接拓印下来

的，因此大小和形状与原物相同，是一种科学记录的方法。除有凹凸纹饰的器物

外，甲骨文字、铜器铭文、碑刻、墓志铭、古钱币、画像砖、画像石等，都广泛

使用这种方法记录。拓印技术在中国已有 1000多年的历史，许多已散失毁坏的

碑刻，因有拓片传世，现今仍能见到原碑刻的内容及风采。

本次活动主要面向读者朋友展示拓片的制作流程，并且邀请读者共同参与拓

片的制作。古老而新奇的传统工艺，吸引了大批读者，气氛相当热烈。（颜胜）

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一行考察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9 月 10 日教师节，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副省长李友志一行代表省委、

省政府来到湖南师范大学，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工、全省广大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杜家毫一行看望、慰问了刘筠院士、姚守拙院士及唐凯麟教授，并重点考

察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古籍特藏部，杜家毫饶有兴致地仔细观看了

图书馆馆藏的古籍珍本展览，包括精选的明清名家稿本、碑拓本、内府刻本等古

籍珍本以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国立师范学院的院办期刊、师生论文等。国立

师范学院院办期刊《国师季刊》扉页上所题的“仁爱精勤”四字校训深深吸引了

他。他颇有感触地说：“‘仁爱精勤’这四个字很简短，但是要一辈子都做到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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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很不容易。”

杜家毫一行还进入图书馆的

古籍书库参观，并详细了解书库

的防潮、防湿、防虫措施，并对

图书馆所采用的各种因地制宜的

古籍保护措施表示赞许，提出要

继续加强保护，让珍贵的文化遗

产完整地保存下去，各位工作人

员深受鼓励。

参观结束后，杜家毫、李友

志欣然为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签名留念。（殷榕）

●【工作交流】

浏阳市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概况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先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

证。为加强对古籍的管理，促进对古籍资源的利用，根据文化部《关于加快推进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和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要求，我馆

于 2012年全面启动古籍普查工作。

一、浏阳馆藏古籍现状

浏阳市图书馆始建于 1929 年，几十年来经过数代人的积累，收藏了大量古

籍。特别是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县领导要求土改工作队将大量没收到的古籍送

到文化馆图书室（浏阳市图书馆前身），其中包括藏书家陶澍、刘人熙、周舜琴

和民国世界书局经理张秉文的藏书。“文革”期间，因管理不善、被盗等原因，

古籍大量散失，损失惨重。上世纪 80 年代，我馆第一次对馆藏古籍进行了为期

半年的全面整理分编，按经、史、子、集分类，共整理出古籍 1226 部，7874 册

古籍。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整理过程中对古籍版本、年代和存藏卷册等古籍基本

情况著录不详，无法正确反映馆藏，亦无法为读者所用。

二、古籍库房管理

考虑到古籍保护的特殊性，我馆设置了专门的古籍书库，派专人管理。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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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通志二十四略五十二卷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陈宗夔刻本

以来，我馆都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尽职做好古籍的防虫、防火、

防鼠等保护措施。所有古籍都是樟木专柜存放，一些比较珍贵的古籍还装上了函

套。

三、加大宣传力度，扎实推进古籍普查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2009 年我馆把古

籍保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提上新的议

程，多次召开动员大会、举办古籍普查

培训、发放宣传单，通过讲座、展览等

形式，大力宣传保护古籍的重要性，普

及相关知识，促进古籍的利用，大力营

造共同关注和支持古籍保护的良好氛

围。

2009 年、2010 年、2012 年先后三次

派业务骨干参加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

古籍普查与修复培训。随即，我馆开始

进行馆藏古籍的普查清理工作，对所藏

古籍进行编目、填表、库存登记等严谨

细致的整理工作。但由于工具书缺乏、

馆藏古籍残本多、工作人员无法专职等

诸多问题，普查整理工作进展缓慢。为确保古籍普查顺利进行，8月份特邀湖南

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相关老师前来我馆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现场指导，按部就班地

进行古籍清点工作，顺利完成了近万册的古籍普查整理工作任务。此次普查整理

出馆藏古籍共 713 部 5837 册，民国时期《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共 506 部

2017 册，其中有明代的《医学纲目》、明嘉靖年间的《通志略》五十二卷、清末

黄徵《浏阳乡土志》手稿本等珍贵的古籍，部分还达到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

报标准。此次古籍普查著录基本正确，摸清了家底。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挖掘和整理馆藏古籍文献资料，我馆欲编辑整理一部《浏阳图书馆

馆藏古籍目录》，逐步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积极申报国家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

并注重收集民间古籍工作，加强现有古籍的修复，以便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利用

古籍资源。（浏阳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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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关于古籍修复工作的调查研究和若干思考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省中心举办了多场

行之有效的古籍专业培训班，让我们这些初踏入古籍修复行业的新手受益良多，

动手能力、业务水平、工作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修复技术、理论基础、业务交

流等方面有很大收获。

我通过聆听、观察、思考、实践、总结，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古籍修复技术

以及学会了字画装裱、手卷、册页、拓片等数种装帧技艺。长久以来，理论基础

一直是我国修复人员的短板，而培训让我全方位地梳理了一遍业务相关的基础知

识，如纸张科学、古籍保存环境及防虫、古籍修复基础、国际修复技术、纸浆补

书机的使用技术、书画装裱基础等等。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涉猎，极大地提高了我

的工作兴趣，尤其在版本考究、书史追溯、字画鉴定欣赏、字画装裱方面有了更

多的学习方向。同时我在业务交流中获益良多，在与资深修复工作者、理论研究

者的学习交流中，了解了古籍修复领域的变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对各单位修复

室建设、修复人员配备、修复工作开展情况有了基本的掌握，并开始尝试探讨修

复工作中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效果潜移默化，获益匪浅。

在学习交流中，我也对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的现状及发展方向进行了反思。

1、修复机制的保障

要加强修复机制和经费的保障。部分馆较早地建立了省内古籍保护厅际联系

会议，省内各系统古籍专家委员会、坚持召开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并进行了省级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选，经费相对充足，如江苏、山东、陕西地区的省级图书

馆每年都约有百余万元的古籍保护专项经费，中部地区部分图书馆也约有近百万

左右的专项经费。而近年来湖南图书馆在古籍保护方面争取到了一定的经费，领

导也越来越重视我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修复中心的场地和硬件设施也有了一定的

改善。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出，古籍修复在古籍保护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经费则

是古籍修复工作的基础性条件，没有经费的保障，古籍修复工作则无从谈起。

2、基础设施的建设

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南京图书馆修复室总面积达 380 平方米，其

中修复间面积为 282 平方米，并配有多种古籍修复设备：纸张纤维度检测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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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度检测仪、纸张厚度测定仪、纸张拉力检测仪、电动切纸机、真空干燥箱、无

线胶装机、湿膜加湿机、液压压平机……等等。山东省图书馆有修复室 3个，面

积达 350 平方米，具备良好的调温、安防、照明、清洗、拷贝等设施设备条件。

相较而言，湖南图书馆设备更新比较晚，目前的设备水平仅供修复一般的家谱，

珍贵善本的修复则需要更加先进的设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必须投

入一定的财力、物力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3、修复人才培养与配备

要重视修复人才的培养。山东省图书馆古籍藏量 75 万册，配备有专业修复

人员 8名。南京图书馆有古籍 160 万册，专业修复人员有 14 名。山西图书馆古

籍藏量 30 余万册，配有专业修复人员 10 名。陕西图书馆古籍藏量 40 万册，有

专业修复人员 9 名。目前湖南图书馆古籍近 80 万册，实际在岗修复人员 5 名，

人员配备上略显不足。由于某些原因，实际工作效率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

人员配备与人才引进方面，南京图书馆虽然有地缘优势，但其做法仍然值得我们

学习参考，南京图书修复室实际在编人员为 2名，其余修复人员均由南京艺术学

院、金陵科技学院、莫愁职业中专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进行合同聘用，而其工资由

文化厅专项经费派发。

对培训班的修复人员的学历，我也做了个调查。以第十五期全国古籍修复技

术初级培训班和第四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提高班为例，70 多名学员中有博士 1

名、硕士研究生 12 名、本科学历 46 人，其余为大专及以下学历，这些同学中

80%是专职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古籍修复从业人员年轻化趋势也十分明显，一

半以上是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

4、修复实践与修复成果

要大力开展对修复工作的宣传。在成果展示方面，山东省图书馆关于宋刻本

《文选》修复项目的开展过程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这个项目的创新理念和运作方

式得到了业界的一致好评，吸引了多家媒体报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其主

要值得借鉴的地方有几点：

1.将古籍的修复当做项目来做，按照项目来管理。2.引用科学技术手段进

行修复，修复完毕形成修复报告，并结集出版。3.修复前选择试修本，制作不同

装帧形式的样书，为修复工作积累经验，提供实物依据。4.进行装帧形式的研究。

制作不同装帧形式的样书，为论证宋刻本 佳的装帧形式提供实物依据。5.论证

会制度的建立。组织专家进行专题论证会，讨论修复方案、装帧形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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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今后的工作计划与方向

有的放矢方能事半功倍，我认为我馆接下来的首要工作是“厘清家底”，对

我馆古籍的破损情况作一个全面细致调查，严格按照中国古籍修复破损分类标准

对古籍破损情况按照一到五级进行登记。然后按照“重轻急缓”（古籍的珍贵性、

破损程度的严重性）的顺序进行针对性的修复。

针对善本书的修复，结合其他馆的经验，大致流程如下：

1、提交报告，对于一级善本古籍的修复向行政主管单位（省文化厅）、业

务主管单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交修复申请报告。2、专家论证会，邀请纸

张、修复、版本方面的专家和行政、业务主管的领导进行专家论证会。主要讨论

待修复文献的破损成因、是否该修、采取何种修复方法等。3、版本、内容与装

帧形式的调研和确定，进行待修复文献的版本、内容与装帧形式的调研与确定，

大程度的保持文献的文献性、文物性和艺术性。4、取像留样，修复过程全程

录像、拍照、记录完整的修复记录。5、取样检测与配纸，对待修文献进行取样

检测分析，确定修复用纸。鉴于我馆检测设备不足，可向其他省兄弟图书馆申请

协助指导。6、确定试修本，为确保万无一失，对一级文献的的修复采取试修本

制度。在库内提取破损程度、材质类似而珍贵程度相对低的书籍进行试修。7、

修复装订，聘请业内专家对古籍进行修复、装订。鉴于修复能力问题，我馆的修

复人员可以从三级善本文献开始进行修复，待经验丰富、技术成熟后，可自行修

复更高级别的文献。8、修后检测，文献修复完成后可设立一到两年的检测期，

定期对修复后的文献进行检测登记以确定修复效果。9、专家鉴定，邀请业内专

家对修复后的文献进行鉴定。重大修复项目可集结资料作为成果出版。

此外，完善古籍修复工作室的各项制度和标准也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本馆

应制定或完善《古籍修复质量验收标准》、《修复场所安全责任制度》、《修复交接

管理制度》、《修复场所应急预案》等。（颜胜）

● 【麓山书话】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后记

2005年在湖南图书馆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有同志建议编纂湖南图书馆古旧地

方文献目录，后经馆领导深思熟虑，决定编纂一部综合性的馆藏古旧文献目录，

以便全面系统、永久便利保存和揭示馆藏文献，汇集和完善湖南图书馆各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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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旧文献编目成果，并拟定丛编分古籍线装书、民国文献、单幅文献及附编四部

分出版。

一、《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的编纂出版

湖南图书馆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是中国 早以“图书馆”命名的

近代省级公共图书馆。创立之初，即以“保存国粹、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为宗

旨，中国传统典籍一直是湖南图书馆收藏的重点。至1949年解放时，湖南图书馆

共编纂出版了三部目录，分别为1913年的《湖南图书馆图书目表》、1925年的《湖

南省立图书馆书目》、1929年的《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图书分类目录》，三部目

录都是中西图书混编。抗战胜利后，湖南图书馆意识到中西图书混合编目不利于

图书保护与读者利用，开始对馆藏图书进行改编，新版图书采用皮高品《中国十

进分类法》，传统典籍仍采用四部分类。直至解放前夕，改编工作仍未完成。其

时全馆中文图书103125册，西文、日文图书2534册，中文杂志33322册，西文杂

志365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古旧文献的保护，1950年成立了

包括湖南图书馆参加的“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流散文物、文献的

收集工作。其间湖南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湘乡曾氏求阙斋、沅陵冯氏十柳草堂、安

化陶氏印心石屋、益阳胡氏箴言书院等藏书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并收归国有。特别

是湘乡曾氏藏书，除少部分曾国藩亲笔家书由其后人于解放前夕携往台湾外，其

它藏书共10余万卷，其中大量尤为珍贵的曾国藩奏稿、批牍、书札等都完整无损

移交国家，至今保存在湖南图书馆，成为日后湖南岳麓书社出版《曾国藩全集》

的基础。还有一些藏书家，如长沙叶氏拾经楼、华萼堂，长沙龙氏媚夜楼等，纷

纷将所藏捐献国家，其中以叶氏藏书质量 为上乘，至今湖南图书馆善本书籍即

以叶氏所藏为基础。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数量也由原来的不足10万册，剧增至

90余万册。之后由于调拨、交换、捐赠等原因，数量有所下降，但仍有68万之巨，

其中以宋元版本、湘籍名人稿本、湖南人物著述、湖南地方志、湖南家谱 为特

色。

随着馆藏的剧增，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分类编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其间也

编纂过许多专题目录，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目录都以油印本形式存在，普遍存

在着收录不齐全、著录不规范、分类不统一等问题。直至八十年代，仍有十余万

册图书，特别是抄稿本仍无目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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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湖南图书馆决定对馆藏古籍线装书再次进行分类编目，以求彻底摸

清家底，完善内务管理及读者工作，并因此制定《著录规则》及《分类表》，《著

录规则》基本采用传统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而《分类表》类目设置、类名、

序列则根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国丛书综录》等而

制定，同时通过增设新类目或扩充注释等方式来容纳清末以来产生的新兴学科图

书。1987年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颁布后，湖南图书馆即予以采用。历时十

年，终于完成了全部古籍线装书的分类编目工作，并排出了书名、著者、分类、

排架四套卡片目录。之后又完成了全部8万余条古籍线装书书目数据库建设工作。

目前湖南图书馆家底清楚，目录体系完备，为读者工作、内务管理及文献开发都

奠定了基础。

2005年，湖南图书馆正式组成《馆藏古旧文献目录丛编》办公室，馆领导亲

自挂帅，组织全馆曾从事过古籍编目及新进馆古文献专业毕业的同志对原有卡片

目录进行书卡校审，更正差误，并根据各类图书特征，制定各种编排规则，以期

将数万张零散的卡片目录编纂成一部真正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书本式目

录，如凡具有时代特征者，按时代特征排列，如断代史、断代艺文等类；具有地

域特征者，按区域排列，如方志、地方艺文等类；谱牒则先按姓氏笔划，再按行

政区划排列等。其余各类则先按内容相对集中，再按著者朝代而后依著者姓氏笔

划笔顺排列。同一著者的著述按书名笔划笔顺排列，同一著述再按版本年代排列。

佚名著者排在有名著者之后。外国著者排在佚名著者之后，按亚、欧、美等顺序

排列。各类下湖南地方文献相对集中，以便于读者查阅。目录条目基本采用简要

著录级次，主要著录项目有题名、责任者、版本、册次存佚状况以及索书号，重

要的版刻图书则另著录行款版式、批校题跋以及藏印等等。

历时年余，先期完成馆藏古籍线装书的编目工作，并于2007年由线装书局出

版。与前几部馆藏书目相比，这部目录收录更加完备，凡馆藏68万余册古籍线装

书都收录无遗；著录更加规范，采用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项目更加细致，

除基本著录项目外，珍善本图书还加注行款、批校、题跋、印文等；检索更加便

利，除书名、著者外，还将刻书机构、刻书人员等纳入检索范畴。

《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出版后，在社会上已有较好的反响。南开大

学历史学教授、原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图书馆学、目录学家来新夏先生写

了一篇《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的书评。称该目录“煌煌五巨册，视之

不禁叹为观止。从事诸君苦心孤诣之辛劳，亦令人钦敬。苟各省市能以此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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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涌，仿行此举，则不数年全国省市古籍典藏，将尽以书本式目录呈现于此，

泽及学者，传之子孙，岂不猗欤盛哉。”并盛称书目“收录丰富，分类详明，为

当前古籍目录之佳作。”2010年《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获湖南省第十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展三等奖。

2007年后，为完成《湖湘文库》的五个出版项目，本馆古旧文献编目出版工

作暂时停顿，2010年得以恢复。

二、《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的编纂出版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之时，湖南图书馆中文平装书约27000册，中文杂志

（单本）约33000册。后经过不断地努力，至今民国间中文平装书增至8万册左右，

旧报刊合订本约4万册。与数量庞大的古籍线装书相比，湖南图书馆所藏民国文

献在数量上并不为优胜，这也与民国乃至于当代图书馆界“重古薄今”的藏书建

设思想戚戚相关。

清光绪三十年（1904），民办官助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创始之初，即

确立了“以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创兴学校者得所考证

为第一主义”，新思想、新学术之书得到了充分重视。一年后，湖南图书馆兼教

育博物馆为官府接收，更名为“湖南图书馆”，全费官办，其宗旨也改为“保存

国粹”，注重中国传统典籍的收藏就成为了当时湖南图书馆的主要职能。这种状

况一直持续到1927年湖南图书馆与湖南省教育会图书馆合并组成新的“湖南省立

中山图书馆”后才得以改变，如傅熊湘任职期间（1928—1930），凡各公私单位

及个人都可向中山图书馆推荐拟购书目；1931年中山图书馆临时办事处致函国内

各大书局、图书馆，请求检赠书目，并登报声请各界人士介绍新书，以便随时添

购。然而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至解放前夕，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民国图书的

数量一直无大的增长。

建国初期，馆藏民国文献数量激剧增加，且在质量上也具有自己明显的特征，

如湖南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极其丰富，抗战文献品种繁多，革命文献数量庞大

等。

长期以来，各图书馆都有重视珍善本、重视线装书，而轻视民国书刊的现象，

如对善本库房进行恒温恒湿改造，编纂古籍线装书目录等，但对于民国书刊，因

其年代相隔不久，而认为价值不大，多存放于普通书房中，许多图书馆尚未完成

分类编目，普遍存在家底不清的现象。其实，由于民国书刊多使用机造纸，其韧

性及保存年限反不如清代及以前的手工纸；民国书刊采用平装或硬面精装，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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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一旦破损，其修补困难远较线装书较大。至今世界各国尚未有一种简便、

廉价的旧平装书修补方式，使得这些珍贵的文献正面临着加速损毁的严峻现实。

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同志曾指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

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民国时期文献正是以文字记

录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民国时期文献，特别是革命文

献，是对历史的继承，对民族的负责，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在完成《湖湘文库》

项目出版后，2010年湖南图书馆随即开展了对馆藏民国文献的编目整理工作，并

在2011年完成了《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编辑出版工作，这也就为

湖南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及开发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湖南图书馆单幅文献目录》的编纂出版

单幅文献指以单页形式存在的文献，也包括少量不能装订成册的散页文献，

湖南图书馆所藏单幅文献主要类型有书画、拓片、信札、舆图、契据、状纸、告

示、功牌、课卷、执照、照片、货币等。

与册装图书相比，湖南图书馆所藏单幅文献如书画、信札、契据、状纸多为

手书文献，仅此一份，并无复本，因此也就成为湖南图书馆特有的馆藏文献。其

内容多有关湖南政治、经济、文化、民俗、民情、

人物等，是重要的湖南地方文献。除丰富的文献

价值外，单幅文献还具有较高的艺术、文物价值，

是各博物馆、艺术馆、档案馆争相收藏的文献类

型。

在众多的单幅文献类型中，湖南图书馆 具

特色的应为古旧字画、名人书信、古旧契据三种。

单幅文献或因其不成册，难以整理与保管，

或因其文物特征，入藏成本太高，因此许多图书

馆并不收藏，或虽有少量收藏，但也多未整理编

目。继2006年《馆藏古籍线装书目录》、2011年《馆藏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

编纂出版后，湖南图书馆又于2013年完成了《馆藏古旧单幅文献目录》及《馆藏

古旧文献目录附编》的出版工作，希望这些珍贵、特有的文献能因此为社会所知

所用。

单幅文献许多类型至今并无著录规则，工作中我们根据各类型文献特征并参

考其他著录规则，拟定本馆单幅文献著录项目及格式，如敦煌抄经著录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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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书写年代、书体、质地、装裱形式、尺寸等，依据抄写年代先后顺序排列；

书画著录项目包括作者及名称、创作年代、质地、装裱形式、尺寸、幅数、钤印、

题识、作者介绍、鉴藏及过眼与藏者介绍等，按作者生卒年依序排列；碑帖拓片

著录项目包括名称、作者或书者及朝代、刻石及拓印年代、册数或幅数、尺寸、

收藏钤印等，大致依其内容产生的年代排列；地图大致分为综合性地图与专业性

地图两部分，综合性地图分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各省行政区划地图，专业性地

图相对集中，按绘制印刷年代排列，著录项目包括图名、作者及朝代、版本、册

数或幅数、质地、板框、比例尺、钤印等。但也有一些遗憾之处，如信札著录项

目仅有名称、通数及页数等，而无法考证其书写年代。湖南图书馆的率先之作为

全国图书馆界的单幅文献编目工作起到了示范及借鉴作用。

四、《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附编》的编纂出版

《馆藏古旧文献目录附编》收录湖南图书馆藏1949年前毛泽东著作版本、徐

特立、张舜徽藏书中古旧文献、民国间连环画、1949年前外文原版图书等。

毛泽东著作版本是湖南图书馆重点收藏之一，馆藏1949年前毛泽东著作版本

约200余种，大致分为选集、专题汇编、单行

本三种类型。选集本中有1949年5月晋察冀日

报社出版的五卷合订本《毛泽东选集》，为现

知 早的选集本。汇编本中有1938年1月汉口

民族解放社出版的《毛泽东抗战言论全集》，

1939年5月重庆新华日报社出版的《毛泽东救

国言论选集》，1943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出版

的《毛主席三大名著》，收录《论持久战》、

《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三种，原为

徐特立同志藏书，书中有徐老眉批多处。单行

本中如1927年4月汉口长江印刷厂印刷的《湖

南农民革命》，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目前所知 早的毛泽东著作单

行本，前有瞿秋白序言，以后各种版本都将此序删去，因此该本更显珍贵。又如

《新民主主义论》，本馆所藏解放前版本即多达50多种，其中1949年长沙钢铁出

版社、香港文风印刷所出版的《中国往何处去?》，为该书伪装本。

1984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原徐特立同志藏书悉数送藏于湖南图书馆，

共有新旧平装书5679册、古籍线装书5615册、报刊合订本1138册、外文原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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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5册，又零散资料520余种，其中尤以古籍线装书、日文原版图书、革命文献

为特色。徐老藏书，不重版本， 重实用，几乎每本即便是日文原版图书上，

都有徐老亲笔批注，是研究徐特立思想 重要、 直接的史料。本馆所藏众多革

命文献中，也多有来源于徐老者。

1992年张舜徽先生将藏书及手稿共2000余种捐藏于湖南图书馆，张先生是中

国文献学大师，其藏书虽无珍善版本，却以文献学著作 为丰富及特色，特别其

手稿，多有未曾整理出版者。捐赠完毕后次日，张先生即溘然长逝。

连环画，又称小人书，向来不为各大型图书馆所重视。湖南图书馆今藏有民

国期间连环画3万余册，如1925年由上海世界书局石印的《连环图画三国志》、

《连环图画水浒》便是至今所知 早的连环画。此后出现的一批连环画作家，如

陈丹旭、李澍丞、金少梅、章兴端、刘伯良、朱润斋、周云舫、沈曼云、赵宏本、

钱笑呆、严绍唐、陈光镒、汪玉山、胡若佛、张令涛、颜梅华等，其作品本馆都

有收藏。

馆藏1949年前外文原版图书（不含徐特立所藏）约千余册。

在长达数年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湖南图书馆也因此发现了大量馆藏珍贵文

献，如清康熙间衡阳刘氏抄本王船山著作《识小录》、《搔首问》，是目前所知

该二书现存 早的版本，以校1992年岳麓书社本，则岳麓本疑滞之处皆可迎刃而

解。清湘潭刘授易所著《损斋诗集》，清乾隆间因“语涉谬妄”而遭禁毁，今本

馆普通书库中竟藏一部。馆藏字画中有一《蟹菊图》，原著录佚名，今考证为齐

白石所绘。

忆昔当年决定编纂《馆藏古旧文献目录丛刊》时，曾有同志认为本馆古旧文

献已有卡片式目录、机读目录，对书本式是否有必要编纂心存疑虑。实践证明，

机读目录不利保存，卡片目录不利传播，二种目录虽能揭示个体馆藏，但无法从

整体反映馆藏概况，因而无法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书本式目录

对于传承与保存文化，实有不可替代之作用。

《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是湖南图书馆历代同仁长期辛勤从事征集

与编目工作的共同成果，是湖南图书馆百年历史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图书馆事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编目工作是文献开发、保护及读者利用的前提，湖南图书馆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当今社会切实加强古旧文献保护的理念。（寻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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