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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古籍藏量和珍贵
古籍初步理清
全省古籍2万余册，90%以上待修

海南真正意义上的古籍保护工作始于2008年。
2007年国家提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后，我省

相关职能部门2008年正式下文开展此项工作。到
2009年时，我省有了最初的5家古籍收藏单位。截
至目前，我省共拥有海南省图书馆、海口图书馆、文
昌市图书馆、海南大学图书馆、海南师范大学图书
馆、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儋州市第一中学
图书馆、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海南省档案馆、海南省
博物馆以及海口市博物馆共11家古籍收藏单位。

除了起步晚，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起点也比较
低，主要表现在古籍数量少、收藏比较分散、保护意
识淡薄等。

起步晚加之起点低，让海南错过了2011年《第
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一时之间，社会上
出现了“海南无古籍”这样的声音。

那么，海南真的就没有古籍吗？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由于一直以来人们缺乏古籍存量的认知，加
之人力有限，不少保留下来的古籍一直未进行编目
和整理。

“2009年虽然5家单位都有古籍，但大家都还是
‘糊涂账’。古籍和民国文献不分，基本都只是把前
人留下的古籍放在一处保管而已。”省古籍保护中心
办公室（省图书馆地方文献与古籍部）主任、副研究
馆员乔红霞介绍道。面对此情此景，省古籍保护中
心立即开办了我省首届古籍普查培训班，教授古籍
普查基础知识。培训班的开办也标志着我省古籍普
查工作的正式启动。

乔红霞告诉记者，有一些古籍正是各单位的工
作人员在接受过系统的培训后发现的：“我记得那是
个周六下午，琼台师范的老师给我来电话，说他们在
一摞书中，发现了旧报纸覆盖的数百册图书，按照标
准，都可算作是古籍。这其中有《资治通鉴》清刻本，
还有汲古阁版《陆放翁全集》等。”

事实上，海南在历史上也并不缺乏古籍。据介
绍，历史上，海南本土不少有识之士赴内陆做官，常常
会带回一些珍贵古籍，例如明代的王佐、唐胄等。但
由于一来热带地区高温、高湿、高盐的自然条件对古
籍保护相当不利，二来能够识别和进行整理的文化人
实在是少数，一直没有专藏，导致能够留存的古籍十
分有限。清代海南“探花”张岳崧在编修《琼州府志
序》时就对海南先贤的著述没能流传而慨叹“惜乎藏
书太难”、“令人望古太息也”。历史上后人们往往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将白玉蟾、海瑞等这样的大家之作重
新整理一次。

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目前我省古籍
收藏单位均已具备基本的古籍保管条件，如保持环
境恒温恒湿的设备等。省古籍保护中心也在2009
年、2010年期间，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推广下，建
立我省古籍著录平台，各收藏单位只要在省图的“全
国古籍普查平台”进行输入，即可实时更新古籍普查
的相关信息等。该平台最新数据显示，当前，我省共
拥有古籍23800余册（暂未算入碑帖），而据介绍，其
中90%以上的古籍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目前，我省各收藏单位的古籍都由各单位自行
保管且所有古籍均不可离馆。图书馆中的古籍善本
往往是作为特藏集中典藏，读者可在馆内阅读一些
新印古籍。在一些收藏单位里，若读者需要翻阅善
本，需经过申请后，由工作人员带领才可进行查阅。

其实，除了公立图书馆及博物馆收藏，省内少许
私人藏家也藏有一些古籍。其中较为有名的就是海
南知名中医霍列五的收藏。“霍列五专藏”拥有古籍
及民国时期图书约千种万卷，均是霍列五本人常年
搜集而得，其藏书也已历经百年传承。

无专项资金 专业人才匮乏
古籍保护意识仍需加强

“一些古籍流传至今早已是破烂不堪，例如清朝
光绪年间的刻本《海忠介公备忘集》都已经破损得很
难捧起来了。”乔红霞惋惜道。清康熙四十九年何九
畴刻本《白沙子全集》六卷首一卷附录一卷曾入选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现在的它虽
已破烂不堪，但鉴于流传不易，在2013年也入选了
《第一批海南省珍贵古籍名录》。

超过90%的古籍破损，亟须保护。但作为条件
最好的省古籍保护中心，这里也仅仅拥有1位工作人
员可以进行部分修复工作。负责修复工作的黄文锋
告诉记者，修复古籍是个慢活，全省待修复古籍数量
很大，古籍修复不仅缺少人力还缺少资金支持。

长年研究海南地方历史文化的海南大学教授周
伟民说，自己以执行主编身份负责“海南地方文献丛
书”时，从国内外多地复制一些古籍文献资料回来，但
由于本土缺乏受过严格训练的古籍整理专业人才，所

以邀请了国内40余位专家进行整理、校勘等工作。
人员匮乏是全省古籍收藏单位都面临的困境。
文昌市图书馆馆长云春雷介绍，目前图书馆正

式在编人员仅有3人，每一个人都是身兼几职。不
说专业人才，单是一般人员的紧缺就已让古籍保护
工作“力不从心”。

记者来到海师大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时，负责古
籍工作的副研究馆员陈秀云正在清点馆藏。她告诉
记者，1987年时，这里曾做过比较详细的登记工作；
1997年时又进行过一次粗略清点。而她现在的工
作就是要把所有的馆藏从数目、版本、破损情况等方
面再作清点整理，详细记录，顺便审校在省古籍著录
平台上的录入数字。1个人，4万余册藏书，庞大的
工作量让陈秀云从2012年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截至
目前，已清点完毕32000余册馆藏图书。

从黄文锋的修复工作到陈秀云的整理工作，古

籍保护工作的专业人才涵盖多个种类。据介绍，古
籍保护工作所需的专业人才种类包含了古籍普查、
古籍采编、古籍修复、古籍保护技术（如库房保存条
件等）、古籍数字化技术，还有古籍研究整理等多个
类别。而对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规模大的古籍收藏
单位来说，其人才团队已经细分到了针对不同版本、
不同古籍种类而拥有不同的“专攻”人才。

同时，由于没有专项资金的支持，一些收藏单位
也仅是拥有最基础的设备，如除湿机、空调等，修复工
作难以展开。记者了解到，虽然每个收藏单位都有部
分需要修复的古籍，但多数收藏单位没有修复这些古
籍，只能将其暂时保存，等到有机会时再作修复。

“除了资金和人员的缺乏，人们对古籍的保护意
识也比较薄弱。”乔红霞说。只有一些从事学术研究
的人士才会时常需要翻阅古籍，大众很少想到翻阅
古籍，自然也就没有保护古籍的意识。

计划完成全省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让积年累月的“糊涂账”成为条理清晰的“明细表”

虽然，我省古籍保护工作面临诸多困难，但自
2008年正式启动以来，古籍保护工作依然取得了
不小的成果。

自古籍保护工作正式启动以来，省古籍保护中
心组织本省古籍专家到基层古籍收藏单位进行古籍
著录和辅导。全省古籍著录平台的使用以及各收藏
单位不断地清点、整理，让全省古籍整体收藏情况也
愈加清晰，对重要古籍的情况也有了更全面的掌握。

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成熟，海南省古籍保护中心
申报的明徐氏东雅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
卷遗文一卷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一卷》成功入选了第
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现在，这套藏于海师大古
籍阅览室中的“国宝”正被精心包裹着，存放在樟木书
柜中。2014年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时，省
民族博物馆等单位新发现的善本以及民间收藏木雕
片也被纳入申报，进一步提高了全省古籍申报水平。

除此之外，2013年初，我省古籍保护中心在政府

支持下，还举办了《第一批海南省珍贵古籍名录》和第
一批海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选工作。54部古
籍藏品被评选入榜，包括海师大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等
在内的5家单位被评为海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除了这些古籍保护“最前线”的单位所作的努
力，值得一提的是，省文体厅、省发改委、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等多家政府职能部门还建立了古籍保护
工作厅际联席会议。《第一批海南省珍贵古籍名录》
及“第一批海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评选就
是在联席会议推动下进行的。

“我现在所进行的清点工作也是为之后省古籍
保护中心推出全省古籍普查目录在做准备。”陈秀
云说。

“随着全省古籍收藏的梳理，下一步我们要形
成古籍普查成果，推出海南省古籍普查目录。”乔红
霞介绍。有了这样的目录，以前积年累月的“糊涂
账”就成了条理清晰的“明细表”，不仅仅是对古籍

保护工作而言，对公众来说也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
海南古籍的基本情况。

古籍同文物一样，要“藏用结合”。虽然珍贵的
善本不能被普通读者随意借阅翻读，但为了让更多
人走近古籍，省古籍保护中心还举办了“馆藏苏东坡
古籍暨珍贵文献展”等展览，并在今年4月走进海口
市部分中学，进行《古籍里的苏东坡》专题讲座。

不过，由于各收藏单位现在都有“藏品不出馆”
的规定，所以古籍联展还很难实现。但在一些古籍
工作较为成熟的省份，例如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与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湖北省图书馆就曾举
办过《册府千华——湖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其展品就来自湖北省内多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这就需要政府牵头，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保
护机制，让收藏单位之间达成共识、群策群力。毕
竟，举办一个古籍展览，需要媒体、公安等多方社会
力量的加入。”乔红霞说。

2016 年 全 国
“两会”期间，“将
《更路簿》纳入国
家重大专项课题”
的建议引发了代
表委员们的广泛
关注和强烈共鸣，
全国人大代表、省
委书记罗保铭现
场表示支持。海
南日报社宣布将
出资100万元建立
南海《更路簿》保
护基金。

《更路簿》对
海南及南海文化
的意义不言而喻，
抢救如此宝贵的
文化遗产对海南
来 说 迫 在 眉 睫 。
《更路簿》引来公
众及舆论的关注，
它是幸运的。然
而，即便是这样的

“幸运儿”，也面临
着“仅十余本现存
于 世 ”的 危 急 局
面。

海 南 古 籍 存
有多少？其他众
多尘封在书库深
处的古籍又面临
着 怎 样 的 境 况 ？
离开了舆论的“帮
衬”，这些晦涩难
懂、少人问津却又
有着文物、学术和
艺术价值的古籍
要怎样在现世“存
活 ”并 延 展 生 命
呢？

● 计划完成全省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 举办古籍展览，“藏用结合”
● 丰富古籍馆藏，完善古籍资源建设
● 对古籍整理复制，推进数字化发展

我省90%以上古籍待修，
修复人才匮乏，资金不足是保护瓶颈

莫让古籍空悲戚

古籍的保护一般分为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
护。

所谓原生性保护，即是指对古籍本体进行保
护，改善古籍存放环境、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进而
延长生命等都属于这一类。

接下来，各古籍收藏单位除了要在硬件设施上
不断完善之外，还要在古籍修复等方面加强力量，缓
解或解决目前破损古籍难以得到修复的窘迫局面。

与此同时，古籍资源建设也是增强我省古籍收
藏的重要一环。通过购入特色古籍资源，不断丰富
古籍收藏，推动海南古籍收藏向前发展。

“这些工作都离不开政府经费以及广大群众的
支持。图书馆、博物馆更应该积极主动承担古籍的
挖掘、整理、保护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充分发挥古籍
的文化作用，传播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省图书馆馆
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彤说。

“发挥古籍的文化作用”则与古籍的再生性保护
息息相关，而这也是新时期下让古籍“活”起来的方法。

所谓再生性保护，就是对有限的古籍资源进行
复制，整理再出版，使其“化身千百”，这也是重要的
保护途径。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古籍数字
化也成为趋势。数字化也是目前对珍贵的古籍资

源而言最好的保护手段之一。当古籍善本尘封于
库中时，它的数字资源可以以时下最易于传播的方
式为众人所使用。

2002年时，文化部与财政部等多家单位设立专
项资金，实施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将我国珍贵的
古籍善本进行仿真、原样出版，收录珍贵善本古籍
758种，目前省图书馆和海大图书馆均有收藏。

回到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省古籍保护中心在进
行普查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本省古籍保护的路
径，如省古籍保护中心与各收藏单位建立古籍资源
共建共享关系，推进全省古籍资源的开发、展览和
利用。目前，省古籍保护中心正在与省民族博物馆
推进部分资源数字化共享工作，以此推动我省的古
籍保护与文化传播。

“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
积累过程。”周伟民说。

海南古籍保护工作任重道远。随着“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列入“十三五”百大工程项目，社会各界
对中华古籍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愈发重视，以及海南

“全域旅游”工作的全力发动，我省古籍保护工作也
在努力和期待着进一步的发展。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加快古籍资源建设
让古籍“活”出新风采

名词解释

古籍，是中国古代
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
写或印刷于 1912 年以
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
式的书籍。它是历史的
产 物 ，是 历 史 的 记 录
者。对古籍的保护是对
文化财富的继承与历史
文明的传承，也是对历
史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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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以上的古籍
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当前，我省共拥
有古籍 23800余册
（暂未算入碑帖）

● 没有专项资金支持
● 缺乏专业人才
● 古籍保护意识淡薄

保护困境

努力方向

制图/红胄

海南省图书馆（海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内，工作
人员正在修复受损的古籍。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