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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开发   

2013 年，国家图书馆在善本古籍和民国文献两方面都有重要成果面世，整理出版《原国立北

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等大型文献。

一、善本古籍的开发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继续出版。该工程启动以来，

国家图书馆投入大量精力，除参与编纂之外，更为其提供绝

大部分底本，推动工程顺利开展。仅就“续编”而言，在

已经出版的 426 种善本中，出自国家图书馆的占到 326 种之

多，影印成书共计 522 函 2155 册 2 轴。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于 2013 年 7 月成功

出版。该丛书共计 1000 册，按经、史、子、集、丛部，收

录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藏书 2621 种，其中美国国会

图书馆 20 世纪 40 年代拍摄的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缩

微胶卷 2600 种、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原甲库善本 20 种、存

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者 1 种。其中，宋刻

本 53 种，宋抄本 1 种；元刻本 102 种；明刻本 1905 种，明

抄本 190 种，明代稿本 3 种；清刻本 32 种，清抄本 284 种，

清代稿本 4 种；其他抄本 40 种；和刻本 3 种；朝鲜刻本 3 种，写本 1 种。这套丛书不仅数量庞

大，而且不乏存世孤本，都是极富学术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丛

书的出版，是继《中华再造善本》及其“续编”后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和文

献开发的重要成果，将使珍稀古籍重获新生，起到传承文明、嘉惠学林的作用。

二、普通古籍的开发

史籍史料方面，有《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全 50 册）、《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

（第二辑，全 35 册）、《八旗通志初集　钦定八旗通志》（全 70 册）、《周一良批校十九史》（全 60

册）、《先秦史研究文献三种》（全 8 册）等。其中，《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收录《清

盐法志》《盐法通志》两部清代盐法总志，《两淮盐法志》《两浙盐法志》《两淮运司志》《福建运司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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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四川官运盐案类编》《淮南中十场志》等十余部稀见明清盐政史料，是明清经济史、财政史

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是清代两部部帙较大的关于八旗制度的

汉文书志，保存了相当多的档案史料，一定程度上具有资料长编的性质。同时又在体例方面自成

一体，且后者更在前者基础上进行调整，内容上做了不少增删订补。可与相关满文文献互补互参，

对研究清代八旗制度、满族历史等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此二书均以国家图书馆所藏相关版本为

底本影印：《八旗通志初集》为清乾隆抄本，本次影印出版属首次披露；《钦定八旗通志》为清嘉

庆武英殿刻本。前书有大量的夹签、天头地脚批注及内文朱墨批校，对本书成书轨迹的探讨以及

校勘整理等均有极大的文献参考价值。

哲学宗教方面，有《中国易学文献集成》（全 68 册）、《唯识文献全编》（全 72 册）、《宋本论

语集注》（一函十册）、《宋本中庸章句》（一函一册）等。《中国易学文献集成》收录元代及其以前

的易学文献近 250 种，1000 余卷。版本方面首选精刻善本，力求网罗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易学著

作，堪称一套前所未有的易学文献集成。《唯识文献全编》收录 1949 年前、所有与唯识学说有关

的文献。既有汉传佛教僧人、居士的论著，也有近代学者的著作。有大力推崇、弘扬唯识学的著

作，也有批判唯识学的著作。该书的出版，填补了目前关于唯识学文献研究的一个空白，为广大

僧众和学术研究人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宋本论语集注》和《宋本中庸章句》所据底本，均为铁

琴铜剑楼原藏（今藏国家图书馆）宋嘉定十年当涂郡斋刻嘉熙四年、淳祐八年、十二年递修本，

采用彩色仿真印制，力求再现宋刻典籍之风采。

文学艺术方面，有《〈文选〉研究文献辑刊》（全 60 册）、《重订文选集评》（全 3 册）、《清末

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全 26 册）、《澹生堂集》（全 5 册）、《校辑宋金元人词》（全 2 册）、

《绿筠书屋诗钞》（一函四册）、《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长春园图》等。《〈文选〉研究文献辑刊》收

录宋代至清代比较重要的《文选》学研究著述 42 种，其中不乏罕见之本，如宋刻本《文选双字类

要》等。《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收录清末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社团相关诗词结集、同人

传记等近百种，涵盖各地诗社数十个，有较为熟知的大型团体，延续几十年，也有名不见经传的

小社，昙花一现，基本反映了我国近现代旧体诗词的发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文献，为研究

近现代旧体诗词文学创作、辑佚近现代名人诗词、诗词社团活动等提供有益资料。《国家图书馆藏

圆明园长春园图》根据镌刻于清乾隆五十一年的《圆明园长春园图》仿真影印，是清代宫廷制作

的风景铜版画的代表作，印数不多，流传稀少，目前仅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套完整的原版，极具文

物和文献价值，是研究艺术史、园林史的重要资料。

三、民国文献的开发

2013 年，在“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推动下，国家图书馆对民国文献进行了有计划、分

门类的开发工作，逐渐形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民国时期文

献资料丛编、民国时期珍稀报刊、目录图录等出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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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方面，有《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庭审记录》（全 80 册）。该书收录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内容包

括法庭成立、立证准备、检方立证、辩方立证、检方反驳立

证、辩方再反驳立证、检方最终论告、辩方最终辩论、检方

回答、法庭判决的全过程。再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

战犯进行审判的逐日记录，对“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

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在东北等地的鸦片毒化政

策、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均有关涉，是驳斥“东京审判

史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论”等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歪

曲和否认侵华史实言论的强有力的武器和佐证。

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方面，有《淮海战役史料汇编》

（全 9 册），共五卷，总计 400 余万字，图片近 3000 幅，分

别为《战役卷》（上、中、下）、《支前卷》（上、下）、《将领

卷》《英烈卷》《追忆卷》（上、下）。《战役卷》以历史文献、

文物、照片为主要编撰内容，依时间顺序和战役进程编排，反映淮海战役发生、发展、胜利的进

程。《支前卷》内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支持淮海战役的伟大壮举。《将领卷》内容为 200

余位淮海战役国共双方将领以及解放区支前领导的小传。《英烈卷》收录 3 万余名烈士（同姓名者

略）的名录及部分烈士事迹材料和亲友回忆，真实反映了淮海战役烈士的英雄业绩。《追忆卷》通

过国共双方战争亲历者及亲历者亲友的回忆、编者对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馆）等纪念淮海战役

的建筑物的描述，再现了当年的烽火战事与后人对战争的思考。其中《战役卷》《支前卷》全部

为文献摘录，绝大部分史料都来源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特色馆

藏，包括命令、总结、报导、日记、家书、照片等，大多系

首次披露，另外还配有 3000 余幅珍贵的图片。《战役卷》还

选录了大量的纵队小报（国内现存极少），保存了大量鲜活、

原生态的描述。《英烈卷》的烈士名录，也为首次公开出版。

民国时期文献资料丛编方面，有《民国时期社会调查

资料汇编》（全 30 册）、《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全

30 册）、《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全 22 册）、《民国时期

司法统计资料汇编》（全 22 册）、《行政院工作报告：1934—

1947》（全 9 册）、《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四编》（全 16

册）等。其中，《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收录民国时

期的社会调查资料 120 种，分为社会概况调查、农村调查、

文教卫生事业调查、工业与工人调查、社会组织调查、民族

与民俗调查等，这些调查涵盖全国的大部分省份，采用了较《淮海战役史料汇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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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进的调查、统计方法，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

收录民国时期的经济调查报告 143 种，内容为：各地方县市的经济概况调查；工业、农业、手工

业等具体门类的专门调查，包括橡胶、茶叶、造纸、酿酒、丝绸等行业的产销报告等。《民国时期

出版史料汇编》收录民国时期各种出版史料 120 种，主要包括出版机构史料、出版概况及研究、

出版法规与出版管理、书业公会史料、印刷及纸业史料、出版类刊物、出版物目录。《民国时期司

法统计资料汇编》收录民国时期司法统计资料 26 种，包括中华民国刑事统计年报 9 种、中华民国

民事统计年报 5 种、民国年度司法统计年报 7 种、地方司法统计 5 种。《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

四编》收录各种图书馆刊物 38 种。其中大部分属于图书馆编印出版的馆刊，计 25 种，另有各地

图书馆协会会刊 9 种，以及图书馆服务供货商发行的刊物 1 种，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发行的刊物 3

种。

民国时期珍稀报刊方面，有《国闻报》（外二种）（全 10 册）、《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全

9 册），以及民国时期外文期刊《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1887—1931）》（全 42

册）、《教育季报（Educational Review，1907—1938）》（全 24 册）、《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1899—1943）》（全 32 册）等。其中，《国闻报》收录严复等人于天津所

创《国闻报》内容，时间跨度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二十六年，对于研究晚清政治风云、戊

戌变法历史及相关时期的报刊史料等问题均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收

入民国时期以刊发旧体诗词为主的刊物三种：《诗经》（共 6 期）、《民族诗坛》（共 29 辑）、《雅

言》（共 44 期）。多为当时诗词名家之作，是研究现代旧体诗词和相关刊物的重要资料。《教育季

报》1907 年由中国教育会（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创刊于上海，详细记录

20 世纪上半叶教会在中国兴办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从语法学校到大学、医学院，乃至妇女教育、

成人教育等，从中可以看出西方教育对中国的影响等，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华西教会新闻》于

1899 年 2 月创刊，1943 年底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刊，跨度长达 45 年，该刊旨在加强华西各教会传

教士之间的联系，大量记载当时教会，特别是华西教会活动的状况，在中国新闻史、出版史、宗

教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目录图录方面，有《民国时期连环图画总目》，收录民国时期期间的连环图画，共计 13895

种，其中含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8291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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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生活报》数字化项目完成】

3 月 19 日，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与《生活报》纪念丛书编委会签订合作协议，由编委会出资，

典藏阅览部负责对馆藏《生活报》进行全文数字化，在保护文献的同时更方便地进行查询与阅览。

《生活报》是 1945 至 1965 年间出版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爱国进步华文报纸，是印尼爱国

华侨的喉舌，为发展印尼华人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两套

《生活报》原件，其中一套是由《生活报》原社长黄周规去世后捐赠，是存世藏品唯一较完整的。

2010 年开始，由原《生活报》编辑及其后代组成的“印尼《生活报》纪念丛书编委会”多次到国

家图书馆查阅整理相关资料。与此同时，编委会十分关心《生活报》原版文献的保护工作及其对

读者的开放使用情况，就报纸的数字化与国家图书馆达成合作意向。

截至 2013 年 11 月底，《生活报》全文数字化工作完成，并制作相关阅览软件，方便读者与研

究者使用。

【民国图书毛边本整理】

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对馆藏民国图书合流工作中发现的毛边本进行筛选整理，共挑出 938

《生活报》数字化项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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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辅以详尽的书目信息，编为《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毛边书举要》一册，又从中精选出 200

种图书的封面制作成鉴赏图录一册。

【《近代报刊丛话》出版】

《近代报刊丛话》项目是 2013 年度国家图书馆典藏

阅览部的重点出版项目，也是《守藏文集》项目之一。

自 2010 年 3 月起，典藏阅览部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之邀，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对近代报

刊史进行管中窥豹式的揭示，并在该报以“报刊史话”

专栏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2013 年 8 月，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将这些文章辑录，编辑出版。

【“中国记忆丛书”出版】

中国记忆项目在进行专题资源建设过程中，对馆藏

原有文献进行整理，形成“传统年画”“大漆髹饰”和

“蚕丝织绣”等专题的相关文献目录，在“中国记忆项

目实验网站”发布。这些目录也为新文献的采集和文献

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背景知识的支持和工作方向的指引。在对新采集的视频文献进行整理的基

础上，国家图书馆编写出版了“中国记忆丛书”2 种，分别为《大漆中的记忆》和《丝绸中的记

忆》。这两种图书汇编了“大漆髹饰”和“蚕丝织绣”两个专题的背景知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及其传承人的介绍、相关文献目录及书影等内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呈现了经过加工

整合的馆藏文献开发以及专题资源建设的成果。

【支持国家重点文化项目】

“中华字库”工程是《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建设项目，并于 2009

年被列入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3 年国家图书馆为其“宋元印本文献用字与整理”项目

包提供馆藏宋元本 108 种；《中华大典》是我国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

乐大典》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大型类书，也是一项规模大、难度高的古籍整理工程，

国家图书馆为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华大典》中的《农业典》提供 27 种古籍作为点校底本。

【支持地方文献的整理与开发】

2013 年，国家图书馆继续推动《绍兴丛书》的开发，《无锡丛书》《泰州文献》正式立项，陆

续出版；继续支持各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整理、出版旧方志，涉及的珍贵方志有《宁波郡志》《大岳

志略》《顺德府志》等。

《近代报刊丛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