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重点文化工程 

文献整理与开发
●    善本古籍的开发

●    普通古籍的开发

●    民国文献的开发

●    馆藏重大出版整理项目

●    年度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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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整理与开发   

一、善本古籍的开发

古籍馆继续对馆藏善本文献进行整理出版，宋刻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金刻本《栖霞长

春子丘神仙磻溪集》、明嘉靖刻本《赐号太和先生相赞》、明万历刻本《坐隐先生精订陈大声乐府

全集》、明刻彩色套印本《湖山胜概》等珍贵文献化身千百。支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国学基

本典籍丛刊》，影印出版珍贵善本，使其可以成为寻常老百姓的插架之物。为中医古籍出版社的

《养生珍本医籍丛刊》、中国书店的《中国道教版画全集》、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的《山水志

丛书》、华东师范大学的《子藏》编纂出版项目、齐鲁书社的《历代丛书汇纂》等国家重点出版项

目或大型文献整理丛书提供底本支持。

�0�� 年，舆图文献开发得到可喜发展，分别为福建省图书馆、南海博物馆、聊城中国运河文

化博物馆、中国海洋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宁波市规划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提供舆图文献的复制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古籍开发有新突破，

为中央民族大学、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珍稀典籍汇编》提供《皇舆山河地名考》

等满文古籍 � 种 �0 册，为出版《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典》提供馆藏西域文献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 种 �� 册 / 件。金石拓片的开发继续深入，策划出版《国家图书馆藏青铜器精品全形拓集》，收

书 ��� 种，为丹棱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提供《龙鹄山榜书》复制件，并开展馆藏邢侗所书法帖

拓本的出版。

二、普通古籍的开发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馆藏古籍按照专题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开发，主要涵盖传记文献、史籍

史料、书目版本、文学艺术、方志地理、哲学宗教、综合文献等方面。

传记文献方面，《历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全 ��0 册），涵盖国家图书馆藏先秦至清近 �000

年间撰述人物的重要史料文献，分为总传与传记。不论人物地位高低，是历史名人还是泛泛之辈，

材料或多或少，均收录入本书。本书按照所记史事或人物之时代先后排列。谱牒、地理等不在本

书收录范围之中。总传部分以两人及以上多人事迹为主，共收录 �� 种书，除传记、图赞外，另收

录姓氏目录、缙绅册等。著作与刊刻时代集中于明清两朝，同时展现 �� 至 �� 世纪的中国古代社

会生活及对古代人物的认识。传记部分主要以个人生平事迹为主，包括行实、行状、行略、墓志

铭等撰述形式，收录从商至 �� 世纪末期历代人物 ��� 人（以明清居多），其中大部分为抄稿本，

系首次整理出版，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本书所收书大部分为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此次集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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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人物资料，为文史哲爱好者、学者及图书馆等收藏单位收藏、使用古籍资料提供便利，同时也

让难得一见的善本古籍为大众所知，有利于古籍的流传与保存。

史籍史料方面，①《中国古籍珍本丛刊 · 武汉大学图书馆卷》（全 �� 册），收录武汉大学图书

馆收藏的 �0 种珍本文献，其内容分为 � 部分：一是经部文献，包括《易经正讹》等 � 种文献；二

是史部文献，包括《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筹海图编》等 � 种文献；三是子部文献，包括

《新编西方子明堂灸经》等 � 种文献；四是集部文献，包括《陈伯玉文集》《文山先生文集》等 �

种文献，这些著述均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②《史学辑佚文献汇编》（全 �� 册），本书是《历

代辑佚文献分类汇编丛刊》之一，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第一次将历代的史学散佚

文献从诸多后代辑佚丛刊中辑选出来，按照正史类、别史类、编年类、杂史类、载记类、史评类、

传记类、政书类、职官类、时令类、地理类、目录类等分类整理成书，对于研究两汉以来的史学，

提供更为集中的辑佚资料。

书目版本方面，《国家图书馆藏佛道教书目题跋丛刊》（全 �0 册），收录国家图书馆馆藏民国及

以前保存下来的佛道书目 �� 种，其中佛教 �� 种、道教 � 种。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佛道书目基本涵盖

至今存世的佛道书目，这批书目至今未全面集中出版过，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应用价值。

文学艺术方面，①《古本戏曲丛刊九集》（全 �0 册），收录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首都

图书馆等地收藏的内府抄本 �0 种结集出版。清宫廷戏大多为连台大戏，本书收录的《升平宝筏》

《劝善金科》为清乾隆时张照编。通过九集可以了解清宫廷戏和内府抄本的特色。本书将 ���� 年

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九集》以精装大 �� 开形式影印出版，方便广大戏曲爱好者与文学研究者欣

赏与研究。②《近人传奇杂剧初编》（全 � 册），近代传奇杂剧作品繁多，其中不乏佳作精品，但

历来少有人进行细致整理，本书编者历经数载，选编近人传奇杂剧近百家，剧目近 �00 种，选录

标准兼重思想艺术性和稀见性，此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时期传奇杂剧文献整理的空白，有益于相

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方志地理方面，①《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 华中卷》（全 �00 册），主要收录河南、湖南、

湖北三省方志 �00 余种。所收人物传记资料的门类大致包括：各类人物传记，一般分名宦、乡宦、

仕进、孝友、节烈、耆旧、寿民、方伎、流寓等；各种表志，如职官表、选举表等；另有金石、

艺文类中的墓志、传记等。②《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全 �00 册）。我国对地方文献尤其是诗

词文赋等文学作品的搜集汇编有着良好的传统，尤其是明清两代，各地府州县镇积极整理本地艺

文，产生大量的地方诗文总集。民国时期，战乱频繁，但地方文献整理之风未衰。直到现在，各

地也在不遗余力地搜集地方文献。此次将 ��0 多种汇为一编，涉及 �0 多个省市，数百县镇，可

以补充别集的不足。既能为今人重编地方艺文提供文献资料，也能为地方文献和文学研究提供便

利。③继续开发方志资源，为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太谷县史

志研究室、榆次区史志研究室、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围场县档案局、山东黄氏印务

有限公司等方志收藏或出版机构提供方志底本；为江西省图书馆等单位出版明刻本《玉茗堂书经

讲意》、文物出版社出版《函牍资料汇编》、汝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风穴续志》提供普通

古籍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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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宗教方面，①《子藏 · 名家部 · 人物志卷》（全 � 册），共收录先秦至民国时期（原则上

截止到 ���� 年）目前所知有关《人物志》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校勘本、批校本及各类研

究著作等 �� 种，集各种版本及研究文献之大成。在遴选方面，主要体现出收书较全、注重校跋本

的收录以及关注稿抄本等特点。②《径山藏》（全 ��0 册），《径山藏》的刊刻发起于明万历七年

（����），由紫柏、密藏、袁了凡等带领，历经种种磨难，终于雍正元年（����），正藏、续藏、又

续藏全部刊竣，历时近 ��� 年。它是明代后期刊刻的一部私版《大藏经》，也是我国编纂的《大藏

经》中收录内容最多的一版，共计收录典籍 ���� 部。它是一部掺杂各种藏外版佛书的百衲本《大

藏经》，也是我国第一部方册装《大藏经》，故此也称其为“方册藏”。

综合文献方面，《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系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藏《永

乐大典》，即卷 ���0�。该册于 ���� 年由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何大伟（David 

Helliwell）先生发现，截至目前未收入任何影印本。该卷韵目为十八养，内容为广州府，正文共

计 �� 个筒子页。原书上有水渍及霉菌。

《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现藏于美国汉庭顿图书馆的《永乐大典》卷 �0��0《教

世子》及卷 �0���《文王世子篇》，是目前世上发现的第 ��� 册《永乐大典》。卷中大量引用《礼

记》等 �� 部文献典籍，其中包括 � 部完全失传的文献。其内容讲述皇室家族如何教育皇子。除引

用文献记载，书中还有不少注解，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宋本孟子集注》（全五册），影印所据底

本，为铁琴铜剑楼原藏（今藏国家图书馆），宋淳祐十二年当涂郡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之《孟

子》抽印本，作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供广大国学爱好者阅读收藏。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大力支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整理出版馆藏文献，所提供的普通古籍涉及

的出版项目包括《中国书院文献丛刊》《晚清民国商业账簿汇刊》《〈华阳国志〉丛刊》《国家图书

馆藏稀见书目汇刊》《农书汇编》《遵义丛书》《赋学文献》《国家图书馆藏稿抄本年谱汇刊》《中国

易学文献集成续编》《牡丹亭善本丛刊》《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四辑》《宋育仁文集》《民国时

期县政史料汇编》《清代家集丛书续编》等数十个。

三、民国文献的开发

�0�� 年，民国文献开发力度继续加大，大型出版项目延续系列化、专题化特征稳步发展，相

关图书的基本信息分为“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外文类影印图书”“名人日记信札”“抗战及对日战

犯审判文献”等类。

民国文献资料丛编方面，《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三编》（全 �0 册），是《民国时期经济调查

资料汇编》的三编，收录民国时期的经济调查报告 �00 余种，内容为：各地方县市的经济概况调

查。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具体门类的专门调查，包括制造业、粮食、棉花、茶叶、矿产、

国货等产业和行业的产销报告等。这些调查报告，涉及全国大多数省份、经济学的大多数门类，

且很多都是抗战时期的调查，是研究民国经济史、地方经济史、抗战史的重要参考。《民国时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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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史料续编》（全 �0 册），是《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的续编，内容主要分为出版机构史料、出

版学专著及出版类期刊三类，凡正编已收录出版史料方面的图书，本续编则不予收录，其体例与

正编同。对于出版史研究、文学史研究都有帮助。《广东省政府公报》（全 ��0 册），收录民国时期

����—���� 年的《广东公报》《广东行政周刊》《广东省政府周报》《广东省政府公报》约 �000 多

期。这 � 种公报在时间上是接续的，都是广东省政府的官方出版公报，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政

权变更而改换了名称。公报分为政府命令、法令法规、党务、民政、财政、公牍电函、议事录、

报告等内容。公报出版时间基本延续整个民国时期，对于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广东政府的各方面

情况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方议会史料汇编》（全 �0 册），收录民国时期浙江

省议会及地方各县议会所编印 ��� 种文献，内容涉及浙江省、杭州市、绍兴县、昌化县、慈溪县、

镇海县等 �� 个县市议会的议决案、常年会、议事录、文牍、议员质问书、议会要览、会议案、报

告书、会刊等，这些资料展现民国时期浙江省及各县议会的组织、活动等情况，较完整地保存了

当时议会所提出与公布的议案，这些文献反映浙江省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是研究基层政治

史、民国议会史、民国浙江史的重要文献。

外文类影印图书方面，《海关医报》（Medical Reports）（全 �0 册），创刊于 ���� 年，以中

国区域性疾病考察和分析为主旨，充分展示中医“症”与西医“疾病”从相遇、对峙到共处的

转折过程，记录西方医生在现代科学思路的指引下，在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疾病”的探索历程，

为了解与研究“疾病”体系在中国被认知的历史，提供翔实的史料和充分的科学依据。���0 年

在第 �0 卷出版后，《海关医报》未再付梓。���� 年年底，总税务司安格联（F.A.Aglen）决定

将其由海关造册处转交给《博医会报》出版。此次影印出版，除完整收入 �0 卷《海关医报》及

《博医会报》上的“海关医报”专栏内容之外，还收入相关专书《驻华医报撮要》《汉口药物》

及《中国药物》，为学者从东西方疾病史比较研究的框架下探索 �� 世纪以来世界医学的进程，

提供翔实的史料。

名人日记信札方面，《求恕斋日记》（全 �� 册），系 �0 世纪著名藏书家刘承幹之日记原稿影印

本。日记稿本原藏刘氏上海寓所，身后散出，今分藏于上海图书馆及复旦大学图书馆。《求恕斋日

记》记事始自清光绪二十六年，迄于 ���� 年，时间跨度长达 �� 年，日记详细记录了反映刘承幹

及其家族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洪流中之特殊命运，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经济、文化等发展轨迹，

堪称刘承幹为后世遗留之又一贡献。《中国民间家书集刊》（全 �0 册），所言“民间家书”，是指尚

未被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公藏机构收藏，散落在民间的家书，包括名人家书和普通人家

书。此书遴选 �000 余封极具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家书，分为清代卷 � 册、民国卷 � 册和当代卷

� 册，其内容分别为清人信札，民国徽商家书、侨批、文人手迹及当代知青家书、新疆建设兵团

教师家书、两岸家书、华侨家书等，力图反映清代民国以来中国民间家书的大概风貌。

抗战及对日战犯审判文献方面，《伯力审判庭审记录：中、英、俄、德、日文版》（全 � 册），

伯力审判即哈巴罗夫斯克审判（the trial of Harbarovsk），是 ���� 年 �� 月 �� 日至 �0 日由苏联政

府在伯力城对 �� 名前日本陆军军人在战争期间实施的细菌战罪行进行的审判。伯力审判是日军

部队在侵华战争时使用细菌武器这一罪行的第一手审判材料，是指证日本实施细菌战的重要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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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伯力审判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与补充，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对细菌战罪行的公开审判，具有极

其重大的意义，足以被载入战犯审判的史册。《丸之内审判文献汇编》（全 �� 册），���� 年 �0 月，

东京审判即将结束之际，盟军总司令部（GHQ）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对原海军大将丰田副武和原

陆军中将田村浩进行审判，被认为是“准 A 级审判（准甲级战犯审判）”，汇编当时的庭审记录、

法庭证据、赦免请愿、法庭判决等审判相关材料，涉及战争期间日军虐待、杀害战俘等战争罪行。

四、馆藏重大出版整理项目

�0�� 年，国家图书馆与贵阳市人民政府正式合作，开展王阳明文献的典籍普查、复制和研

究。此项目涉及金额 �000 余万元，是国家图书馆承接开展专题文献整理研究规模最大的项目，体

现国家图书馆充分发挥自身馆藏资源优势，进一步整理与弘扬阳明学说，开创国家图书馆传承与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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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中国记忆”东北抗日联军专题系列出版物】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 �� 周年，国家图书馆与中信出版集团合作，出版发行中国记忆项目东

北抗日联军专题系列出版物《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最危险的时刻——东

北抗联史事考》和《请把我埋在战斗过的地方——追寻远去的抗联》。

其中，《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是中国记忆项目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口述

史料采集和整理的阶段性成果。�0�� 年 � 月，中国记忆项目启动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抢救性文献资

源建设，对东北抗联战士及抗战亲历者、抗联后代、抗联历史研究者进行口述史访问及照片、日

记、出版物等相关资料收集，历时 � 年，先后在北京、辽宁、黑龙江、湖北、新疆、广东、吉林

� 个省（市、自治区）采集或收集 �� 位受访人的口述史料。其中包括所有健在的东北抗联战士 ��

位，东北抗联家属或后代 �� 位，抗战亲历者 �0 位，抗联历史研究者 � 位。此书系从中选出 �0

位口述史受访人（其中东北抗联战士 ��

位、东北抗联后代 � 位）的口述史料，

配以数十幅珍贵历史照片，整理编辑而

成，全书共计 �� 万字。

《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

考》和《请把我埋在战斗过的地方——

追寻远去的抗联》是中国记忆项目东北

抗日联军专题特邀专家史义军、姜宝才

在参与口述史采访和相关史料收集工作

过程中，对相关历史问题进行研究、考

证，并就相关人物、事件进行介绍和评

论的文章集成，共收录《东北抗日联军

将领冯仲云传奇》《饥饿和寒冷是东北抗

联的天敌》《为抗联作证的人》等 �� 篇

文章，共计 �� 万字。

此 � 种出版物已分别纳入中国记忆

项目“中国记忆口述史”“中国记忆丛

书”两个出版序列，已全面上市。

《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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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馆藏文献开发暨资源建设研讨会召开】

�� 月 � 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承办的“历史文化名

城馆藏文献开发暨资源建设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图书馆召开。来自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馆藏单位的

�0 余位代表参加会议。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图书馆馆藏开发与出版专业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出席会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方自金详细介绍出版社的历史、概况和出版特点，回顾和

各馆开展的重点合作项目，并就本次会议的缘起、会议主旨，以及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阐述。会

议就历史文化名城馆藏文献开发经验交流和资源建设规划展望开展研讨。浙江图书馆研究馆员朱

小燕、嘉兴市图书馆馆长章明丽、衢州学院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刘小成、西南大学图书

馆特藏部主任张丽芬、北京市西城区第二图书馆馆长李金龙、上海通志馆编研部编审吕鲜林、杭

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峰平、商丘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贾光作为会议代表做主题

发言，详细介绍各馆馆藏和开发利用情况，并对未来的工作思路和规划进行简要陈述。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罗琳、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馆员刘蔷、首都图书馆地

方文献部主任马文大、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俞冰作为馆藏开发与出版专业委员会的

委员代表分别对发言进行评议，肯定以往成绩，指出各自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加强的地方，提出自

己的专业性意见和建议。

本次会议的代表分别来自高校研究机构和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方志馆、博物馆，会议在一

定程度上构建了一个不同机构之间馆藏文献开发和资源建设的互动交流平台，更好地调动文献存

藏机构的积极性，扩大馆藏文献开发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 月 ��—�� 日，“回眸与展望：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

开，来自美国、博茨瓦纳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和北京、天津、吉林等 �0 余个省市的专家学

者，图书馆、档案馆、出版社

等业界同人 ��0 余人与会。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作为主办方之

一派代表全程参与此次会议。

在开幕式环节，上海师范大学

副校长刘晓敏，上海市高校图

工委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馆长陈进，上海图书馆副

馆长周德明，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副社长殷梦霞分别致辞。会

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民国文

献整理的学术研究及业务开展

进行讨论。在大会间隙，还举 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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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珍本图录》及《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发展报告（�0��）》新书发

布会，两部新书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会议前夕出版。发布会上，上海书店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

任完颜绍元、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馆长吴志荣对两书的编撰与出版予以高度评价，认为

两书的编撰“需要相当的学养和精力，需要掌握相当的资料”，是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专业人员

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的真正体现”，并且“相信此书能为加强民国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出贡

献”。东方网、《新民晚报》《中国教育报》《解放日报》等近 �0 家媒体到会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