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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  展示珍品 
——湖南图书馆馆藏珍贵文献展览工作小结 

古籍保护是一项艰巨而持久的任务，应代代相传，持之以恒。唤起全社会的

力量来共同努力，携手并进，才是这项浩大工程持续发展的动力。实施“中华古

籍保护计划”以来，湖南图书馆加大古籍保护的宣传力度，倾力打造公益展览鉴

赏平台，普及古籍保护相关知识，提高大众关注力，在宣传古籍保护、提升公众

古籍审美能力等方面已颇显成效。 

一、展览硕果累累，文化品牌初显 

2011 年起至今，湖南图书馆共举办了“革命先声 红色史迹——馆藏革命历

史文献展”“敦煌遗书 惊现湖南——湖南图书馆馆藏敦煌写经展览”“谁与斯

人慷慨同——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湘籍辛亥人物墨迹展”“人民的文艺 文艺

的人民——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大型展览”

“天地正气左宗棠——馆藏左宗棠手札墨迹展”“百年风云 报海观澜——馆藏

老报纸展览”“永远长不大的记忆——湖南图书馆馆藏连环画精品展”“寻根谒

祖 谱牒释疑——湖南图书馆馆藏大型家谱展览”“群贤毕至 郭园雅集——湖南

图书馆藏清末旷代逸才群体老照片展”“湖南文化世家：湘潭黎氏——湖南图书

馆藏黎氏手迹、信札、文献展”“无公则无民国 有史必有斯人——湖南图书馆

藏黄兴书法手迹、照片、著述展”“一寸河山一寸血 军民奋战保三湘——纪念

抗战胜利 70 周年馆藏抗战文献及抗战名人字画展”等近 30 场大型公益性馆藏精

品主题展览，以及馆藏扇面精品展、湖湘名人家谱展、“湖南文化世家道州何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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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真迹鉴赏会”“民国四大书法家书法作品真迹鉴赏会”“清朝皇室书画及清

四大书家作品真迹鉴赏会”等小型展览和鉴赏会 40 场。 

这些展览和鉴赏会的举办，很好地揭示了我馆丰富的馆藏，体现了图书馆服

务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化，强化了图书馆传承文明、保存优秀文化的公益大使形象。

活动屡次被人民网、中国文化报、湖南日报、潇湘晨报、长沙晚报、凤凰网、新

华网、红网、星辰在线、湖南公共频道、政法频道、湖南电台新闻频道等多家平

面媒体、网络媒体、纸质媒体报道转载，为普及古旧文献保护意识，提升公众文

艺鉴赏水平，构建了一个公众审美教育、公益展览鉴赏的良好平台。 

二、展览形式多样，灵活多变 

在精心策划构思每一场展览主题的同时，展览的形式也注重推陈出新，鉴赏

会讲、观、赏互动，声色俱佳。展览活动有时与讲座、座谈结合，请专家进行现

场鉴赏、评说、互动，扩大参展者的文化视野，如邀请湖南知名书画家熊灿亭、

贾铎、彭志远、张志等举办讲座，就展出的馆藏精品书画进行近距离的观摩、欣

赏和讲解。观众收获之丰厚、反响之热烈，实属空前。有时与外界相关机构紧密

联系，联合办展，加大展览的影响力和辐射面。每场展览、鉴赏会都会利用短信、

QQ、微信等形式邀请各界人士参加。湖南图书馆的展览活动还得到了湖湘名人后

裔们的密切关注，如梁焕奎、黎氏八骏、杨度、黄兴等名家后裔除参观展览外，

还向图书馆捐赠名人手稿、照片等珍贵资料。 

三、精品展览撷英，绽放文化魅力 

1、革命先声 红色史迹——馆藏革命历史文献展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发扬革命精神，加强革命文献保护，2011

年 7 月，湖南省文化厅和中共湖南省委

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湖南图书馆承办

的“革命先声 红色史迹——馆藏革命历

史文献展”在湖南图书馆四楼古籍阅览

室举行。湖南图书馆藏有辛亥革命到解

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文献约 500

多种，尤其是在湖南本地创刊的革命文

献品种繁多，殊为难得。此次展览按照

不同的历史时期，展出 133 件各个时期

有影响力的革命文献，如有“五四”时

期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的、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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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著名刊物——《湘江评论》；1920 年 9 月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

宣言》第一个完整中文全译本再版本；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中的最早印本——1927

年 4 月汉口长江印刷厂出版的《湖南农民革命》等。   

 
2、敦煌遗书 惊现湖南——湖南图书馆馆藏敦煌写经展览 

流落到南方的敦煌写经并不多见，湖南图书馆藏有 9件珍贵的写经，确系敦

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抄写年代分别为公元五世纪末期的南北朝到九至十世纪

的唐朝。其中抄于五世纪下半叶的《大智度论》的发现，使得湖南图书馆馆藏最

早的文献可追溯至公元五世纪下半叶。 

2011 年 9 月 7 日，“敦煌遗书 惊现湖南——湖南图书馆馆藏敦煌写经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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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楼古籍鉴赏室盛大开幕。此次展出，可让广大读者近距离观摩罕见的敦煌遗

珍，了解和关注敦煌遗书，探究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曲折和磨难，体验中华文化艺

术的悠远精深，从而增强自身的文化责任和文物主权意识。 

3、谁与斯人慷慨同——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湘籍辛亥人物墨迹展 

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湖南图书馆举办“谁与斯人慷慨同——纪念

辛亥革命 100 周年湘籍辛亥人物墨迹展”，甄选黄兴、宋教仁、杨度、谭延闿、

章士钊、仇鳌、刘人熙等二十余位湘籍辛亥风云人物的字画手札隆重展出，让人

们在翰墨丹青阅尽风流的流连忘返中，体验辛亥群英们的壮烈情怀，走近那一段

惊心动魄的历史，从而激发自己作为三湘儿女的昂扬激情，发扬湖南光辉的革命

传统，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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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寻根谒祖 谱牒释疑——湖南图书馆馆藏大型家谱展览 

家谱是同宗共祖的血

亲集团以特殊形式记载本

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

籍。湖南图书馆非常重视

家谱族史这种重要地方文

献类型的收藏，至今已收

藏湖南家谱近 5200 多种、

300 多个姓氏、6万余册，

尤以湖湘名人如毛泽东、

刘少奇、彭德怀、曾国藩、

谭嗣同等人家谱入藏完

备。 

2013 年 7 月 3 日至 8

月 26 日，湖南图书馆举办

“寻根谒祖  谱牒释疑—

—湖南图书馆馆藏大型家

谱展览”，以此来揭示家

谱姓氏及其附属的文化内

涵，引导读者进行文化寻根之旅，展

示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尊祖敬宗，谆

亲睦族，同心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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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永远长不大的记忆——湖南图书馆馆藏连环画精品展 

2013 年 5 月 8 日，一千余种珍贵的连环画在湖南图书馆集体亮相。 

本次展出的连环画册是从三万余册馆藏中挑选出的

精品。其中，历史最为久远的是晚清时期的《点石斋画

报》，堪称中国第一部时事风俗画报，它以图文并茂的

方式记录了晚清政治社会的实况和外国的科技新知和

新鲜事物。 

民国时期，连环画界名家辈出，此次展览即挑选了

民国陈丹旭、李澍臣、赵宏本、钱笑呆、朱润斋、陈光

镒、沈曼云、严绍唐、赵三岛、

颜梅华、笔如花、徐宏达等名

家的名作。 

建国后，连环画题材日益广泛，此次展览则集中展

现了该时期的获奖作品，它们涵盖历史人物、历史故事、

红色经典、外国文学、经典影片等多个方面，具有很高

的历史价值，读者从中可以清晰窥见新中国成立、土地

改革、合作化道路、技术革新、大跃进、文革、伤痕、

解冻等诸多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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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公则无民国 有史必有斯人——湖南图书馆藏黄兴书法手迹、照片、

著述展 

黄兴，辛亥革命时期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革命伟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

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辛

亥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

勋。他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

命的酝酿、发动、胜利、失

败、再奋斗的全过程。从创

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到建立中

国同盟会，在他的领导下，

中国革命斗争由散漫的反清

武装斗争变为了有组织、有

筹划的武昌起义，由此革命

也开创里程碑式的新格局，

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

制，使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

的转折。 

为了激励我们的民族和

人民继承革命先辈们的遗

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

命传统，湖南图书馆将馆藏中有关黄兴的著述、照片、手迹、资料等汇集展出，

作为隆重纪念黄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的一份献礼，包括《辛亥革命诗文杂钞一卷》

《黄克强先生上孙总理述革命计划书真遗迹》

等百余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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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湖南文化世家道州何氏书画真迹鉴赏会 

道州何氏，由一代名儒何凌汉始，中继以何绍基兄

弟，一直到其曾孙何维朴，绵延了一百二十余年，前后

涌现出多位书法名家，开创了一代书艺新风，形成了中

国近代史上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 

湖南图书馆收藏有道州何氏家族的字画、碑帖、原

迹影印、著作等藏品数百件。为展现湖湘文化世家特有

的文化底蕴，湖南图书馆于

2014 年 3 月 16 日至 18 日，隆

重推出“湖南文化世家道州何氏书画真迹鉴赏会”，展

出四十余件书画作品，有奠基人何凌汉的书法作品，开

一代书艺新风的何绍基早、中、晚期书法作品，书画双

绝何绍业的山水画，学优不仕的何绍京行书条，贤名远

播的何绍祺行书联，承前启后的何庆涵行书联，文苑新

隽何维朴的书画等，这些作品大多首次面世，广大读者

可现场品味道州何氏文化世家的诗、书、画艺。 

8、群贤毕至 郭园雅集——湖南图书馆藏清末旷代逸才群体老照片展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湘军的文化辐射和带动效应，湖南近代史舞台上

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尤其是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早期，更是催生了一大批在文

化教育、经济实业、时局政治等

各方面都影响深远的士绅贤达。

这些引领湖南近代历史进程的

士绅先贤们，彼此间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他们有的师出同门，

有的互为唱和，更多的是因有相

同的爱好和共同追求的事业，而



 

 
 

9

经常宴请聚会，

并以诗文照相

记之，成为一时

流行的风雅之

举。 

这 次 展 览

以 1910 年 3 月

18 日在长沙郭

园聚首并留影

的十四位先贤

（王闿运、谭延

闿、杨度、杨钧、

龙璋、胡元倓、

胡少潜、梁焕奎、廖树蘅、曾广钧、周大烈、黄忠绩、王莘田）为主角，重点展

出题有诗文的合影三张，辅以湖南图书馆所藏各人著述、信札、字画、图片等其

他藏品，试图以仅存的片断生动反映湖南近代化过程中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9、湖南文化世家：湘潭黎氏——湖南图书馆藏黎氏手迹、信札、文献展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近代以来，湖湘大地人才辈出。系出东汉轪侯朱苍的

湘潭黎氏是湘潭一道璀璨靓丽的风景，更是一曲誉满中外的传奇。湘潭黎氏最著

名的有茶园铺、晓霞山、观湘

门三支：“皋山黎氏”定居于

湘潭县茶园铺皋山南泉冲一

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知名人

物有黎培敬、黎承礼、黎泽泰、

黎丹等；“长塘黎氏”寓居于

中路铺拗柴晓霞山一

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知名人物有黎培銮及

其“锦”字辈的八个儿

子，即“黎氏八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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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湖黎氏”居于老县城观湘门，在

中国近现代史上知名人物有“仿陶别

墅黎门四杰”——黎光曙、黎景嵩、

黎烈文、黎念之。 

本次展览可以说是汇群英于一

堂，除了用文字简要概括其人生经历

外，还集中展示了与之有关的其他宝

贵资料：照片、著述、手稿、信札、

字画、乡试卷、谱牒，希望参观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们不落俗套的家教、家风和

家学渊源，感知和解读出他们成材的家族密码，将极富地域特色的湖湘文化加以

传承并发扬光大。 

10、一寸河山一寸血 军民奋战保三湘——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馆藏抗战

文献及抗战名人字画展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牺牲最惨重并最终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

放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湖南人民

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以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重要贡献。 

值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湖南图书馆

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至 8月 28 日特推出“一寸

河山一寸血 军民奋战保三湘——纪念抗战胜

利 70 周年馆藏抗战文献及抗战名人字画展”。

展览以简洁的文字回溯了湖南抗战的整个历

程，着重介绍了抗战期间湖南建成抗战后方基

地和四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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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受降等几个历史片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展览希望民众能够重温那段

苦难与辉煌并重的历史，感恩先辈，珍惜和平，用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艰苦奋

斗，百折不挠，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1、其他展览和鉴赏会剪影 

 

◄图为 2012 年湖南省省委宣传部

部长许又声一行在张勇馆长的陪

同下来到古籍阅览室视察。 

►图为“天地正气左宗棠——馆藏左宗棠手

札墨迹展”举办期间，左氏后人左丹红女士

前来观展。 

 

◄图为工作人员与部分“百年风云 报海观

澜——馆藏老报纸展览”的观展者合影。 

 

 

 

 

▲图为 2012 年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

专家李致忠先生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

溪先生来我馆鉴定馆藏四库全书零本。 

◄图为 2012 年湖南省省直工委领导前来

我馆赏鉴珍贵古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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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湖南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雷树德

结合湖南图书馆馆藏谭延闿近十幅对联真

迹，给观展者讲析谭氏书法魅力。 

 

 

◄图为湖南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张勇

为有关领导介绍馆藏名人家谱。 

 

 

 

 

▲图为湖南省政协委员莅临我馆参

加馆藏精品鉴赏会。 

 

◄图为馆藏单幅古旧地方文献展览

现场。 

 
           

四、结语 

古旧文献是传承文明、振兴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资源，而它的保

护和传承更是一种历史责任。而这些优秀的文化资源只有被更多的普通大众所熟

知，才能保持它旺盛永久的生命力，才能代代相传，薪火传递。搭建一个公益性

的展览鉴赏平台，就是搭建了一座普通大众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历史典籍和文化传

统的桥梁，鉴古知今，这将有利于古籍保护和文化创新的持续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