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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开发   

2014 年，国家图书馆在古籍和民国文献领域进行力度较大的开发工作，《中华再造善本》续

编的编纂出版工作全部完成，一批大型的历史文献影印出版，有关古籍的数字产品面世。

一、善本古籍的开发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的出版印制工作至 2014 年年底全部完成，涉及明代编、清代编以

及少数民族文字编的 554 种 4266 册善本古籍（参见“重点文化工程”之“一、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

《思溪藏》是南宋时期刊刻的一部大藏经。目前国内仅有数家单位收藏有宋版《思溪藏》的零

本，唯独国家图书馆的收藏较为系统，达到 5000 卷左右，十分难得。2014 年，国家图书馆开始

与有关出版单位合作，整理出版这部珍贵的佛教典籍。

“天禄琳琅”是清代内府藏书的精华所在。国家图书馆自 2013 年启动“天禄琳琅”珍贵古籍

修复专项，对现存馆藏之书进行原生性保护。2014 年，国家图书馆又与出版机构合作，以出版的

方式对这批珍贵文献进行再生性保护。

此外，整理出版馆藏善本中的《金粟山大藏经》《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沈氏砚林》《西清砚

谱》《千家诗》《履巉岩本草》《御制耕织图》，以及金石拓片中的《三希堂法帖》《快雪时晴帖》

《伯远帖》《中秋帖》等。而年画、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等馆藏中的特色文献也开始系统整理，随

着这批文献的出版面世，将对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普通古籍的开发

按照专题整理与开发馆藏文献，在史籍史料、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金石文献、综合文献等

方面都有重要图书出版，为学界提供全面系统的研究资料。

史籍史料方面，一是《明清法制史料辑刊（第二辑）》（全 72 册），收录刑案说帖类的法制史

料文献，分为三大类：成案类，主要包括《秋谳汇案》《秋谳必览》等 29 种文献；说帖类，主

要有《嘉庆年说帖》《说帖类编》《刑部说帖揭要》等 8 种文献；其他类，《审看拟式》《明刑管见

录》2 种。二是《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全 80 册），汇集元、明、清三代关于运河的专门著

作 130 余种，为研究者提供便利，也为关心运河及其历史文化遗产的人们提供基本的阅读材料。

每种书均有简短的内容提要，介绍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史料及应用价值、版本流传

情况等。三是《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汇编》（全 22 册），收录清末民国时期的各类图书馆史料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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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包括图书馆法规、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史等五方面的内容，涵

盖图书馆概况、指南、章程、计划书、馆务报告、调查资料、职员录、纪念册等各方面，涉及全

国各地各类型图书馆的馆史。

文学艺术方面，一是《楚辞文献丛刊》（全 80 册），选编《楚辞》历代重要版本、名家批

注本，以及楚辞研究著作 200 余种，涉及海内外图书收藏机构和个人数十家。编者历经数年，

将《楚辞》相关文献的重要版本几乎搜罗殆尽，是目前《楚辞》学界收录最全、使用底本最精

的参考文献，其中的大量孤本、秘本均为首次刊印，将推动楚辞和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二是

《清代闺秀集丛刊》（全 66 册），收录清代（含部分清末民初）女性（401 位）之诗、文、词别

集及其附录 403 种，按照作者生卒年时间顺序编排，而且每种别集前撰写作者小传一篇，具

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三是《国家图书馆藏鲁迅未刊翻译手稿》（一函 6 册），为至今从未影印刊

行过的鲁迅译文手稿，既包括《小约翰》这样的长篇，也包含不少短篇乃至短文随笔，涉及苏

俄、日本、德国、英国等国作家的作品共十余种近 800 页。

《清代闺秀集丛刊》《国家图书馆藏鲁迅未刊翻译手稿》

哲学宗教方面，主要是《子藏》系列图书的出版。《子藏 · 法家部 · 韩非子卷》（全 45 册），

收录目前所知有关《韩非子》之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关研究著作等

105 种。其中，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庄元臣《韩子弋腴》、清朱锡庚《韩非子校正》、民国间佚名

撰《读韩非子》，是难得一见的手稿本，现初次公布。《子藏 · 道家部 · 鹖冠子》（全 6 册），收录

目前所知有关《鹖冠子》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稿抄本、批校本及各类研究著作等 55 种。

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九年碧云馆活字本《鹖冠子》3 卷，为目前所知碧云馆刻书唯一传世本；

清黄丕烈校跋明抄本、清蒋凤藻校跋明嘉靖间刊本、今人朱学勤校跋明刊《十子》本等均为难

得一见的名家批校本。这些校本的收录，大大丰富《鹖冠子》研究所需的文献资料。

金石文献方面，《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全 8 册）充分挖掘馆藏优势，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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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藏 40 余种石鼓文研究资料汇为一编，对这些零篇遗珠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搜集整理，对

先秦史、金石学等相关研究将大有裨益。

综合文献方面，《稀见清代民国丛书五十种》（全 96 册）收录清朝到民国的 50 部丛书，把每

部丛书作为编排单元编纂，分册目录具体著录每一部丛书的子目情况，还按照笔画顺序制作《丛

书子目书名索引》和《丛书子目著者索引》。

重视以方志、家谱为主的地方文献的开发，先后与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洛阳市地方史志

办公室、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海盐县史志办公室、蒲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等

单位合作开展所属区域方志的整理与出版；深入挖掘家谱内容，在广泛搜集、精心考辨的基础上，

编辑出版《国家图书馆藏家谱唐宋元人序跋汇编》一书；在此前开展《绍兴丛书》《泰州文献》

《无锡丛书》等地方文献丛书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策划和整理出版《国家图书馆藏衢州古籍》《宁

海丛书》等。

《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 《稀见清代民国丛书五十种》

三、民国文献的开发

在“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推动下，2014 年的民国文献开发更具规模和体系，逐渐形成

民国文献资料丛编、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外文类影印图书、名人日记信札、抗战及对日战犯

审判文献等多个系列。

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一是《民国审计院（部）公报》（全 29 册），这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国家级

官方审计出版物，收录民国时期《审计院公报》32 期，《审计部公报》102 期，合计 134 期。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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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汇编》（全 50 册），系统收录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

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湘雅医学院、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 64 所高校的校史资

料 206 种，内容涵盖学校或院系概况、年刊、年鉴、毕业纪念册、规章制度、工作报告、教职员

和学生名录及通讯录、选课指导、入学简章等。三是《民国时期外交史料汇编》（全 140 册），分

为档案和期刊两部分，档案部分主要收录民国间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包括驻外各使馆星期报告、

外交文牍、外交部收发电稿、外交部参事厅收电簿、外交部条约司译件以及外交部存底之重要外

交文献等；期刊部分主要收录《外交公报》《国民外交杂志》《外交评论》等 20 种期刊。四是《民

国时期图书馆学报刊资料分类汇编：儿童图书馆卷》（全 3 册），收录 1909—1949 年间 118 种报刊

上刊登的有关儿童图书馆（含中小学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附设儿童图书室）的文章 356 篇，内容

包括儿童图书馆法令、理论探讨、实务工作、全国各地儿童图书馆办馆情况等，书后附篇名索引。

抗战及对日战犯审判文献，一是《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一辑》（全 100 册），汇辑抗战时期

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文献数千种，第一辑主要收录军事方面的文献近 500 种，内容包

括历次战役的战斗详报、战纪、总结、检讨等，历次军事会议的纪要、会议录；抗日战争战略、

战术的研讨，陆、海、空军的战斗画报，抗战英烈传记，缴获日军的密件、日记辑要。另外还包

括对日军战术的研究、供国民党中高层阅读的《情报摘要》等内部文件，以及“中统”“军统”编

纂的秘密文件《调查专报》。二是《马尼拉审判文献汇编》（全 53 册），将马尼拉审判的审判速记

录、法庭证据等原始档案文献整理影印出版，对研究二战史及日本暴行具有重要价值。三是《横

滨审判文献汇编》（全 105 册），将横滨审判的审判速记录、法庭证据等原始档案文献整理影印出

版，以详实的史料充分揭露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四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

（全 50 册），本次出版的为日文部分。法庭证据集中提出日本法西斯的罪证，对日本侵略中国、南

京大屠杀、太平洋战争、虐待战俘等罪证进行详细的梳理，特别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政策的

的发展过程有详细的展示，涵盖整个东亚地区 20 世纪总体历史概况。五是《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

《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一辑》 《马尼拉审判文献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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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资料选编》（全 6 册），从当时国内外出版的近 100 种报刊杂志中辑录 5300 余条相关新闻报

道，全方位呈现二战后盟国对日本甲级、乙级、丙级战犯审判的过程，客观反映当时国内外舆论

界对审判日本战犯的态度与期望、审判进程的实时报道以及日本战犯罪责的探讨等。

根据馆藏文献内容与载体形式的不同特点，采取原文影印、目录编制与主题文献分类汇编等

多种方式对馆藏文献进行不同深度的揭示与有序化整理，影印出版《北洋官报》《顺天时报》；编

制出版《民国时期连环图画总目》《国家图书馆藏毛边书举要》等。参与中华书局策划的《中国近

代出版史料长编》出版项目，选择国家图书馆藏 1912—1949 年出版的普通古籍以及新善本中的红

色出版物，其中每种民国时期出版的普通古籍选录 1—3 幅书影，红色出版物图书一般收录封面、

版权页及一页正文，从而全面反映民国时期的出版状况。

2014 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和各成员馆历经两年时间共同编制的《全国图书馆缩

微文献联合目录 · 民国编》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 2013 年 6 月底前拍摄的民国时期

文献联合目录共 18 卷，其中民国图书 13 卷、民国期刊 3 卷、民国报纸 1 卷、索引 1 卷，是近年

来全国图书馆珍贵文献抢救事业在保护与建设方面并举的成果体现，意义深远。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还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出版《历代人物传记资料丛刊》，项目底本约 65000 拍

13 万页，成书 16 开，全 200 册，收录目前为止国内最全的历代人物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

价值。

四、文献数字化

2014 年，国家图书馆在历史文献的数字化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于

2012 年开始建设，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影印出版的珍贵古籍善本进行图像数字化，至 2014

年完成一期，收录古籍善本 757 种，以后不断更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查询系统”依托国家图书

馆，一期收录 1949—2010 年间中国内地新编影印古籍丛书 457 种，涉及古籍 7 万余种。该数据库

分类体例统一、检索手段完备、文字校勘精准，反映影印古籍丛书领域的出版成果，方便学者及

图书馆界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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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整理出版《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

作为“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重点资助项目，国

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承担的《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

资料选编》（全 6 册）于 2014 年 4 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正式出版。该项目于 2011 年年底启动。该书收录自

1945 年 7 月至 1949 年 3 月国内外重要报刊对日本战犯

审判的相关新闻报道，包括《大公报》《申报》《新华日

报》《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读卖新闻》

《星洲日报》等近 100 种报刊中辑录的 5300 余条重要新

闻资料，内容包括战犯审判的准备工作、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审判、中国主导的审判、美国主导的审判、英国主

导的审判及其他国家主导的审判六部分。全方位地客观

再现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动态历史过程，反

映当时国内外舆论界对审判日本战犯的态度和期望、审

判进程的实时报道以及日本战犯罪责的探讨等。特别是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徐州、保定、广

州、汉口、沈阳、台北、太原等地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资料中搜集关于战犯抓捕、搜集

侦查罪证、审判以及执行判决结果的全过程，连载审判战犯的起诉书和判决书，充分揭示日本战

犯在中国犯下的大量罪行，是研究日本战争罪行及相关审判的重要文献。

【策划调研《国家图书馆馆藏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报告汇编》项目】

《国家图书馆馆藏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报告汇编》是“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年度重点资

助项目。项目基于馆藏进行充分调研，对日本东亚同文书院自 20 世纪初开始的、以“中国学”为

名、组织学生长期持续有规模地对中国各地进行广泛调查的调查报告，进行系统整理和分类，通

过底本搜集、数字化加工，编辑目录等方式，主要收入未曾影印出版的东亚同文书院旅行日志及

调查报告，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珍贵稿本，总量约 1500 余册。调查以地域为范围，

以专题为主线，内容有政治、经济、教育、金融、工业等方面，还包括开展某一地区的专题调查

如皮革业、米粉业、棉花、外贸、交通状况等，文献资料极具价值。此文献也是国家图书馆的特

色馆藏，这些调查资料和旅行日志为日军的侵华战争提供重要情报，是日本对中国别有企图的佐

证，也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军事等问题的重要材料，具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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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日军暴行报刊资料汇编》项目】

《二战日军暴行报刊资料汇编》是“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支持项目，主要内容是对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犯下种种暴行的新闻报道资料进行搜集整理。日军在中国的暴

虐横行，当时国内外新闻媒体和记者都进行及时报道和揭露，这些新闻史料保留珍贵的历史信

息，是重要的一手资料。该套丛书计划收录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日本侵华期间国内外重

要报刊有关日军暴行的新闻报道，一方面对现存报刊进行爬梳整理，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库进行

辅助检索。内容主要包括日军对中国平民犯下的各种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杀、武汉大轰炸等）、

鸦片侵略、细菌战、虐待俘虏、奴役华工等，是日本侵华的罪证体现。通过系统搜集整理这些

珍贵的新闻资料，对于研究日军战争罪行、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和现实意义。

【整理出版《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报刊资料分类汇编》】

该项目以国家图书馆馆藏范围内民国时期报刊为

整理对象，对刊载的图书馆学相关的论文进行全面系

统的收集整理，按照主题对其进行分类汇编，并结集

出版。本项目自 2012 年启动，至 2014 年已完成对包

括《图书馆学季刊》《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1929

年 11 月—1932 年 4 月）、《江西图书馆馆刊》（1934 年

11 月—1935 年 7 月）、《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

（1945 年 3 月—1946 年 10 月）、《燕京大学图书馆报》

（1931 年 1 月—1939 年 8 月）等在内的 91 种图书馆学

核心期刊，《教育部公报》《关声》《北碚》等在内的 130

余种人文社科类报刊的查检，共收集整理资料 10000 余

条。拟按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法规、儿童图书馆、影

像资料等主题分卷出版。2014 年，《民国时期图书馆学

报刊资料分类汇编 · 儿童图书馆卷》由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正式出版。本套丛书对民国报刊中散见的一手材料进

行收集整理并影印出版，作为研究资料，其原始性、权

威性、可靠性极高，同时其分类结集出版的方式也便于

学者查检使用。

【整理出版《北洋官报》】

《北洋官报》是清末创办最早、最有影响的地方政府官报，1901 年 12 月创办至 1912 年 11 月

停刊，共出版 3325 期。其内容以政府公报为主，包含圣谕广训，上谕，本省政治、学务，近今

时务，外省新闻，各国新闻等。设有宫门钞、奏议录要、析法摘要、文牍要录、畿辅近事、外省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报刊资料分类汇

编 · 儿童图书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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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各国新闻等栏目，是研究清末新政及民初历史的重

要史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国家图书馆馆藏缺藏较

多。2014 年，国家图书馆通过与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

合作完成整理出版，将整套《北洋官报》从 1901 年创刊至

1912 年终刊底本全部收集补齐，共 88 册。

【整理出版《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创办的一份中文

报纸，1901 年 12 月在日本浪人中岛真雄主持下创刊于北

京，后由日本公使

馆正式接管，并接

受日本外务省的资

助，成为后者在华

的机关报，是研究

近代日本在华新闻事业的重要资料。因受治外法权保护，

敢于言说，在当时的政府和民间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该

报详细记载清末到民国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方面的时事内容，早期较为关注清末新政、立宪运动，

相关报道较为详尽，后期随着中日冲突的发展，该报的真

面目日益暴露，遭到抵制，最终停刊。2014 年，国家图书

馆典藏阅览部开展《顺天时报》整理出版工作。该项目以

馆藏为基础，重新整理出版 1907—1930 年报纸共计 140

册，同时保存数字化成果。

【整理开发《民国金石书画报刊集粹》（北平卷）】

该项目以整理开发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画报刊文献为主，收录民国时期重要书画报刊 6 种，分

别是《艺林旬刊》（共 72 期）、《艺林》（共 118 期）、《湖社月刊》（共 150 期）、《故宫周刊》（共

510 期）、《故宫月刊》（共 33 期）、《故宫旬刊》（共 32 期）。这些报刊都是民国时期优秀书画作品

发表的重要平台，保存有丰富的书画资料。

【完成《大公报》数字化项目】

《大公报（Ta Kung Pao，1902—1949）》由英敛之创办，在 20 世纪 20 年代陷入困境，由吴鼎

昌、张季鸾、胡政之于 1926 年接办，此后声誉大振，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

位，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宗旨，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具有较高的资

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国家图书馆藏有该报创刊号，文献保存较为完整。一直以来，《大公报》

《北洋官报》

《顺天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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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备受学者青睐，文献使用需求较大。由于文献数量巨大，检索极不方便，因此数字化显得

尤为重要和紧迫，2014 年，国家图书馆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大公报》数字化，除天津版外，

将新中国成立前的各地方版也收集齐备，包括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上海版、香港版等，共

完成 187474 版数字化加工。建成数据库后将为读者服务和学术研究提供便利。

【出版《大漆髹饰传承人口述史》】

6 月，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将“大漆髹饰”专题文献资源建设采集相关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21 位国家级传承人和 4 位省级传承人的音视频口述史料转化为文字稿，整理成口述史文

章，并进行编辑校对，配以口述史访问工作手记、注释和 400 余幅图片，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

式出版《大漆髹饰传承人口述史》。全书分上下两册，共计 34 万字，是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

中心整理编写的第一部口述史专著。

《大漆髹饰传承人口述史》（上、下卷）



165

文献开发

【出版《中国记忆丛书·我们的文字》】

12 月 30 日，在“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的文字传承”展览开幕当天，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

目中心编著的知识普及型读物《我们的文字》由清华大

学出版社同步出版发行。该书搜集馆藏文献中大量与中

国各民族文字相关资料，并以中国记忆项目“我们的文

字”专题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等文献资源为基础，配以

300 余幅图片（包括众多馆藏古籍善本图片），将与文字

有关的 60 余个非遗项目融入其中，内容纵向贯穿文字发

展全部历程，横向覆盖我国全部 30 余种传统民族文字和

10 余种已经消失的古代文字，并从文字与民俗、文字与

艺术、文字崇拜、文字的记录与传播等不同角度来解读

文字主题。 《中国记忆丛书 · 我们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