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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开发   

国家图书馆馆藏宏富，截至 2012 年年底，馆藏文献已达 3119.51 万册（件），尤以典藏古籍

善本闻名，共有善本古籍 340 023 万册（件），普通古籍 160 万（件）。国家图书馆不仅收藏了各

类珍贵文献，还采用编目、影印、整理的手段，形成了大批丰富的出版物，努力使馆藏珍贵文献

化身万千，为社会服务。1979 年国家批准建立书目文献出版社（即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前身，后

曾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改今名），进一步推动了馆藏文献的开发工作。

一、馆藏目录的编制与出版

善本古籍方面：1913 年编制《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1933 年赵万里主持编纂馆藏善本

书目，出版《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四卷；1935 年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

四卷；1937 年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续目》四卷；至 1987 年，整理出版《北京图

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普通古籍方面：1986 年开始陆续整理出版了《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

十五卷，使馆藏古籍的全貌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地方志方面：1933 年印行了《国立北平图书馆

方志目录》；1936 年印行了《二编》。舆图方面：1934 年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

图目录》；1937 年，出版《馆藏中文舆图目录续编》；1997 年出版《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

6827 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金石方面：1941 年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碑目》；1990 年出版

《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1994 年出版《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外文书方面：

1931 年出版的《北平各图书馆藏西文书联合目录（外文版）》收入了北平图书馆馆藏西文书的目

录；2001 年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书目》。此外，1936 年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

中文期刊目录》，1981 年出版了《北京图书馆藏报纸目录》。

二、善本古籍的开发

《永乐大典》《赵城金藏》《四库全书》和《敦煌遗书》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藏品，是文

献开发的重点。1997 年，国家图书馆将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可补文渊阁四库集部之缺的部分

汇集，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 集部》（全 15 册）。其后，推出仿真本《文津阁四库全书珍

赏》（全四册）。2004 年，又将馆藏 161 册《永乐大典》仿真印行。2005 年，开始陆续整理出版馆

藏敦煌遗书，2012 年全部出齐，共计 146 册。2008 年，又整理出版了 122 册的《赵城金藏》。至

此，四大馆藏均化身千百，方便了读者阅览。在善本古籍的开发方面，重点项目还有 198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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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整理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全 120 册）、2002 年至今编纂的《中华再造善

本》（初编、续编）和 2011 年启动的《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仅此 3 项，就涉及各类

善本古籍 4000 余种。其他还有专题善本丛书、特装书等等。

三、普通古籍的开发

普通古籍的开发方面，重视资料的实用性和史料价值。除了单品种的提供底本影印和点校整

理外，主动参与策划编纂，汇编专题资料丛书是国家图书馆文献开发一大特色，涉及传记文献、

史籍史料、目录版本、文学艺术、方志地理、哲学宗教、金石文献、中医科技、综合文献等 9 大

门类。

（一）传记文献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全 200 册）收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历代人物的线装年谱，计

1212 种，谱主 1018 人，是我国第一部涵盖时间最长、收入历代年谱最多、规模最宏大、线装版

本最完备的年谱资料汇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汇编》（6 卷，已出版 5 卷 353 册）辑出散布在

方志中的人物传记资料，分地区编辑影印出版，并且为每卷编制了详细的人名索引，受到文史学

者的青睐。《宋代传记资料丛刊》（全 49 册）、《辽金元传记资料丛刊》（全 22 册）、《明代传记资料

丛刊》（第一辑全 40 册）则将宋、元、明人物传记资料断代汇集一编，为各阶段历史研究提供一

手资料。

（二）史籍史料

有《二十四史订补》（全 15 册）、《清代方略全书》（全 200 册）、《明清赋役全书》（第一编 60

册）、《明清法制史料辑刊》（第一辑 37 册）、《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一辑 46 册、第二辑 50

册）、《李朝实录》等史料辑刊，也有《〈汉书〉研究文献辑刊》、《〈战国策〉研究文献辑刊》、《〈竹

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左传〉研究文献辑刊》、《〈国语〉研究文献辑刊》等以专书为线索的

文献汇编。其中，《二十四史订补》汇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二十四史考证、补逸、证误等方面

的善本古籍 100 余种，较全面地反映了历代学者对二十四史的考订成果，受到学者好评。《清代方

略全书》收录记载清代 200 多年军政大事，尤其是历次平定边乱事件始末的官修实录文献 24 种，

计康熙朝 4 种、乾隆朝 11 种、嘉庆朝 3 种、道光朝 1 种、同治朝 2 种、光绪朝 3 种，内容涉及开

国、康乾平定边疆数乱、陕甘云贵等地回族起义、太平天国、捻军等重大历史事件，其史料价值

自不待言。《明清赋役全书》（第一辑）收录涉及明清直隶、江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

肃、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南北各省的赋役档案，为清朝

内阁大库所存，后由国家图书馆珍藏，以清初顺、康、雍、乾四朝为多，共计古籍善本 64 种近

3000 册。《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文献汇编》（第一辑，全 100 册）收录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代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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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两种：《谕折录要》和《谕折汇存》，汇集的谕旨章奏较为完全，又便于翻检和保存，具有很

高的史料价值。

（三）书目版本

有《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全 30 册）、《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全 10 册）、

《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正续编 52 册）、《地方志 · 书目文献丛刊》（全 40 册）、《地方

经籍志汇编》（全 46 册）、《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全 66 册）、《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

（全 18 册）、《民国时期私家藏书目录丛刊》（全 13 册）等。《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收录国

家图书馆藏题跋类古籍 67 种，多为明、清及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或学者的著作。该书

所影印版本包括大量的刻本以及少数的抄本和稿本，书后附《题跋篇名索引》，对于研究古代文

献、古籍版刻源流及书籍校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正编、

续编）揭示清代、民国时期官办书局、民办书局、书坊、书店的古籍、方志、学术机关刊物等的

出版发行目录、征订样本 200 余种，为研究晚清民国的图书出版和发行汇集了重要文献。《地方经

籍志汇编》系“地方专志系列”之一，收录地方经籍专志 50 余种，并作了专门索引，查索便利。

《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汇集明清以来公藏书目近 200 种，包括明清两代内府等机构，民国时期

教育、外交、内政各部，及明清以来书院、公立图书馆等机构藏书目，尤以近代图书馆藏书目为

多，涉及古籍近 10 万种及近代出版的各类图书数十万种，其中不少是清代、民国时期的抄本、油

印、石印、朱印本，是研究明清以来藏书史和图书版本、目录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

（四）文学艺术

有《红楼梦评点本系列》、《潮州歌册卷》（全 70 册）、《国家图书馆藏古籍艺术类编》（全 38

册）、《中国诗话珍本丛刊》（全 22 册）、《域外诗话珍本丛刊》（全 20 册）、《历代书画录辑刊》（正

续编 36 册）、《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全 25 册）、《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

集丛刊》（全 38 册）、《国家图书馆藏〈西厢记〉善本丛书》（全 30 册）等。其中，《国家图书馆藏

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选辑乾嘉时期 62 家著名学者的别集 89 种，洵称难得；《郑振铎藏古吴

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一书收录国家图书馆所藏的 97 种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又将莲勺庐主人张

玉森为 282 种戏曲传奇所撰写的提要——《传奇提纲》八卷也收集完备，列于卷首，并编制了提

纲目录和索引目录，成为方便检索的珍贵戏曲资料。

（五）金石文献

《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全 20 册）、《历代石刻文献汇编》（全 16 册）、《国家图书馆藏金文

研究资料丛刊》（全 22 册）、《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正续编全 6 册）、《国家图书馆藏古籀文

献汇编》（全 32 册）等。其中《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全 20 册）收录《铁云藏龟》等甲骨文

发现早期（多为 1949 年以前）学术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图录及研究著作等 50 种，对甲骨学、

古文字学及相关历史学的研究多有裨益。《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精选国家图书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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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北宋至近代的 30 余位学者整理编撰的金文著作 40 余种，内容多涉及祀典、锡命、征伐、

契约等，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先秦尤其是商周历史的重要文献。《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正

续编搜罗清代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编撰的有关陶文、砖文、瓦文研究资料共计 28 种，是该领域文

献的首次集中展示。

上述 200 多种丛书涉及国家图书馆的各类古籍近 20 000 种，成为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四、民国文献的开发

在对古籍文献进行开发的同时，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在吸收国内外图书文献保存、保护先进

经验并对馆藏民国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国家图书馆在继续推进既有各项抢救保护措

施的同时，于 2007 年 8 月成立了“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料编纂出版委员会”，对民国文献统一

规划整合，并依据馆藏特色、资料类型、濒危状况、珍稀程度和社会需求等，进行分类整理，由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民国文献资料丛编”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成规模地陆续编纂出版。

截至 2012 年年底，《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出版 100 余种近 2000 册，已形成规模。内容涉及民

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学界、图书馆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其中《近

代学报汇刊》收录近代学报 90 余种，包括各学科的学报、研究团体的学报、地域性学报、学校的

学报，其中清末学报 8 种，包括《四川学报》《学报》《工商学报》等；民国学报 80 余种，包括

《清华学报》《金陵学报》《复旦学报》《暨南学报》《浙江学报》《之江学报》《地理学报》等。这些

学报，既是近代学术的集中体现，也是近代史料的集中展示，具有很高的教育文献价值。《抗战阵

亡将士资料汇编》辑录抗战时期阵亡将士的名录、传记等资料，共计 11 种，包括《中华民国忠烈

将士姓名录》、《抗战特殊忠勇军民题名录》《陆军第五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抗日阵亡烈士传记》《南

口抗日之役官兵伤亡名单》等。其中《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是 1947 年国民政府为救济抚恤

全国各地军烈属而编撰的阵亡人员名录，全书按省分县编排，每县一册，内容为姓名、职务、部

队番号、年龄、阵亡时间、阵亡地，其中抗战时期阵亡人员占 90% 以上，此书极为珍贵，此次出

版，经多方搜求，共收得河北、内蒙、吉林、上海、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山东、广

西、云南、陕西等地的 273 个县的 273 册。《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收录辛亥时期的重要文献

86 种，内容包括：①期刊类。收录了留日革命社团在东京创办的期刊，如《第一晋话报》《粤西》

《汉风》《江西》《河南》《复报》等；同盟会内地分支机关的机关报及其他宣传革命的期刊，如

《南风报》《南报》《中国女报》《女报》《萃新报》《浙源汇报》《东浙杂志》等；奉天、河南、湖

北、广东等地所办的自治报；部分白话报，如《宁波白话报》《新白话》《白话报》等；其他相期

刊，如《觉民报》《大陆报》等。②清末预备立宪、各地资议局的相关文献。包括审政编查馆、资

政院的相关规章、文书，特别是重点收录了各省资议局的报告、建议案、议决案、议事录、文牍

等重要史料，共计 45 种，涉及全国大部分省份，为首次集中大规模披露。③该时期的重要档案，

如无锡市档案馆所藏的《锡金军政分府文书》。④其他文献，包括相关的专著、文集、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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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为首次影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民国文献资料丛编》采用分专题的编纂方式，利用再生性保护的影印技术出版，是国家图书

馆在文献保护方面的又一开创性举措。既能及时抢救保护文献，又可使之化身千百，服务于学界，

为文化的传承作出贡献。其中，《抗战阵亡将士资料汇编》（全 13 册）、《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

（全 20 册）、《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全 45 册）、《北洋时期国会会议记录汇编》（全 16 册）、

《民国边政史料汇编》（全 30 册）、《民国边政史料续编》（全 30 册）、《民国司法史料汇编》（全 50

册）、《外交报汇编》（全 32 册）等书甫一出版，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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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整理出版《民国儿童画报选编》】

民国时期是我国儿童教育步入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儿童读物，

除《儿童教育画》《儿童画报》外，还有《儿童世界》《小朋友》等，这些刊物都是我国近代早期

儿童启蒙读物的典型代表，他们从内容到形式都富有新意，生动活泼、多样化地运用了儿童美术，

虽然时光流逝近百年，她们依然图画清晰，色彩鲜艳，令人神往不已。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试

图将这些精美的艺术作品和再现社会，期望对当今儿童传统习俗的沿袭和道德品格的培养，能有

一定启发和裨益。特别精选《儿童教育画》和《儿童画报》的精彩内容，整理完成《民国儿童画

报选编》共 10 册。

【《启蒙与批判：清末民初新闻漫画释读》】

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在整理 1900 年至 1919 年间出版的报刊资料时，发现了大量漫画作品，

量及千百，且题材广泛，既有时政漫画，如对复辟现象的讽刺、对一战期间日本对德宣战阴谋的

揭露、对袁世凯称帝时社会现象的揭示；也有教育漫画，如对私塾改革的关注、对袁政府教育财

政的揭露、对分税制改革的讽刺等；还有经济漫画，如对一战期间我国民族工业快速发展的刻绘

等。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时事漫画与时俱进，在抨击陋政、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同时，开始

关注民生和社会问题，对新闻报道形成了有力补充，为当时国人认识社会和统一思想提供了直观

的表达方式和舆论武器。典藏阅览部编辑整理了《启蒙与批判：清末民初新闻漫画释读》一书，

并于 2012 年 8 月出版。

【开展《中国年鉴总目提要（1949—2011）》编纂工作】

国家图书馆自 2012 年 3 月正式启动《中国年鉴总目提要（1949—2011）》的编纂工作。

《中国年鉴总目提要》将全面揭示建国以来（60 余年）我国年鉴出版情况，收录 1949—2011

年出版的年鉴信息条目，著录内容包括年鉴的中图分类号、年鉴分类、年鉴书名（题名）、曾

用名、创刊时间、编者、出版者、载体形态、已出版卷期、内容提要、印数等，并将编制目

录和索引。

年鉴在国家图书馆是作为专藏文献入藏的，是馆藏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图书馆从

1993 年开始建立年鉴专藏，致力于使国家图书馆成为全国年鉴收藏中心。随着新的年鉴不断创

刊，国家图书馆也不断加大采访力度，年鉴的馆藏、室藏逐年上升。《中国年鉴总目提要（1949—

2011）》的编纂工作已经得到年鉴学界的认可，本项目的意义在于通过研究、分析年鉴资源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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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尽可能全面揭示我国年鉴的出版情况，系统地规划、选择、收集、组织管理年鉴资源，为

图书馆界选择年鉴入藏提供信息，为科研读者研究提供详细的参考工具，为年鉴学者的研究提供

详实的资料信息，进一步提高年鉴的社会价值。同时建立动态的“中国年鉴总目提要数据库”，每

月更新，为读者查询年鉴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