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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实习记事

郭勉愈

　　虽然我是学古典文学的 ,但文献学方面

的修养却很差 ,对与古籍有关的版本学、目录

学所知甚少。为此 ,我常常感到忧虑 :如果缺

少这种基本的文献学的功底 ,古典文学研究

不就成了空中楼阁了吗 ? 但要想真正掌握相

关知识 ,提高文献学的修养 ,却必须将听课与

观看实物结合起来。如果只是听老师讲课或

自己看专著 ,因为缺少实物的印证 ,只能得到

一些很模糊的概念而不能获得生动的感性认

识 ;如果只是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翻看古籍 ,

又因为没有人从旁指点 ,结果往往是看了半

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因此 ,掌握版本学的

知识并非易事。我一直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我

既能接触古籍同时又能聆听老师的讲解。机

会终于来了。系里规定研究生必须参加社会

实践 ,我决定申请到国家图书馆的善本特藏

部去实习 ,借机提高我对古籍版本的认识。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国家图书馆我并不陌生 ,尤其喜欢它的

建筑样式。在我看来 ,整个建筑具有一种古

典式的优雅气质 ,庄严中充满灵动之气 ,色调

雅致悦目 ,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一种大家风范。

在各类建筑争奇斗艳的北京 ,国家图书馆可

说是别具一格。实际上 ,自从我开始学古典

文学 ,我就对国家图书馆的善本特藏部怀有

很大的兴趣 ,我知道这里是世界上中文古籍

善本的最大收藏者 ,它所保藏的三万册古籍

具有极大的文献和文物价值 ;也知道这里有

不少著名的学界前辈 ,如 :杨讷、冀淑英、李致

忠、丁瑜等。对我而言 ,这种学术品格使善本

特藏部充满吸引力。

善本特藏部位于图书馆主楼的一楼 ,包

括七个组。一块“读者止步”的牌子把善本特

藏部的“领地”与外界隔开。宽阔的大厅挡住

了灼人的阳光 ,也挡住了都市的喧嚣与杂乱。

第一次走进去 ,幽长曲折的通道、复杂却又井

井有条的布局令我惊叹不已 ,忙碌而安静的

工作状态也让我喜欢。我的实习主要在善本

组进行。组长程有庆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 ,

他那随和的态度一下子就消除了我的陌生

感。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 ,程组长耐心

征求我的意见 ,再根据我的意向为我做好实

习安排 ,并尽量抽时间给我介绍组里的工作

情况。通过程组长的介绍 ,我了解到善本组

的日常工作是编目 ,编目是古籍进入流通的

必要条件。这使我意识到 ,对古籍的正确编

目是展开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为帮助

我了解如何编目 ,程组长专门从书库里提了

两册书 ,结合实物来向我解释古籍编目的一

般过程 ,使我对编目工作有了初步的认识。

原来编目工作却并不容易 ,因为它牵涉的知

识面非常广 ,同时还要求个人有丰富的实践

经验的积累。其中 ,对目录学的运用包括熟

练使用馆藏善本书目、全国各大图书馆的善

本书目以及历史上著名藏书家的藏书目录。

对版本学的运用包括从古籍的行款、版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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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出发对一本古籍的版本作出正确判断。

除版本学和目录学以外 ,还应熟练掌握古汉

语知识 ,包括字体的识别、古文的阅读能力

等。总之 ,广博的知识 ,个人的感性经验 ,对

某些规律性认识的把握 ,这些是做好古籍编

目工作必须具备的能力。

程组长除了自己介绍情况以外 ,还安排

其他组员围绕自己的专长为我介绍善本组的

工作。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李际宁老师。李老

师专门研究敦煌经卷 ,在我实习的第二周 ,李

老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向我介绍了馆藏敦煌

文献的大致情况及他本人的研究工作 ,并打

开保险柜拿出几种原件 ,为我讲解他们各自

的装帧形态。当时 ,看着那又黄又旧的书页 ,

读着古人留在上面的依然清晰的墨迹 ,听着

老师的讲述 ,我仿佛感受到了大漠的风沙 ,仿

佛看到了大唐王朝昔日的气象与河西走廊逝

去的繁华 ,同时也为近代以来民族历史的沧

桑而悲哀。在此以前 ,我对敦煌学的了解并

不多 ,李老师的讲解使我受益非浅 ,他对敦煌

文献的熟悉程度也令我衷心佩服。典藏善本

阅览室的李晓明组长同样令我感到钦佩。李

组长从 1991 年以来 ,一直在杨讷先生的指导

下进行台湾文渊阁四库与馆藏文津阁四库的

比较工作 ,集部的研究成果已于 1995 年整理

出版。负责典藏阅览室的工作以来 ,不论工

作多么忙 ,李组长对这项研究工作一直坚持

不懈。这使我意识到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

与所能达到的高度 ,主观上取决于他是否能

进行自我教育并不断追求自我完善 ,这在人

生态度上体现为一种强烈的奋斗精神。而这

正是我所缺少的。

在实习的过程中 ,我时时感受到善本组

所拥有良好的工作氛围。在这里 ,组员之间

的关系轻松而和谐 ,很像我所习惯的学校里

的那种单纯的人际关系 ,这使我在心理上产

生了一种亲切感 ,也使整个实习一直在一种

愉快的心情中度过。从中我意识到 ,一个宽

松、舒适的人际环境带给个体的是良好的心

理感受 ,而良好的心理感受往往能提高成员

的工作质量。

我一向运气比较好 ,常会遇到一些意想

不到的惊喜 ,这次实习也不例外。实习的第

一个星期 ,善本特藏部与北图出版社联合拍

摄一套《馆藏善本精品图录》,我有幸“亲临”

现场 ,看到了不少平常难得一见的善本珍品。

平常 ,从书本上、电视上看到收藏家们对文物

进行精微的鉴赏时 ,我总是非常羡慕。我虽

然是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但没有书香门

第的熏陶和传承 ,对传统的文化艺术仅仅是

略知皮毛而已。俗话说 ,“内行看门道 ,外行

看热闹”,如果没有人介绍 ,我对这些珍品的

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只能是一知半解。幸运

的是 ,李际宁老师和陈鸿雁老师从旁指点 ,这

些珍品在我的眼中一下子变的生动起来。以

前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的铅印本的李白、

王维的文集 ,书的序言在讲版本源流时提到

这两家别集最早的版本是宋刻《李太白文

集》、《王摩诘文集》,我从未想过能目睹实物 ,

但现在它们就摆在我的眼前 ,再加上刻印清

晰的佛经 ,使我不禁惊叹于宋版书的精美。

另外还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手稿 ,精良的

纸张 ,清晰的笔迹 ,大大小小的藏书印 ,这一

切都使我折服于古人的文明程度以及古人对

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的珍视与热爱。在我结束

实习的那一天 ,黄主任告诉我部里正举办甲

骨展览。我虽然对古文字感兴趣 ,但只是从

照片上看到过甲骨 ,从没见过实物。而在国

家图书馆 ,甲骨是不提供阅览的。这次展览

对我而言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在程组

长带我参观的过程中 ,正好碰上了这次展览

的负责人。他如数家珍般向我们介绍了每一

件展品的特点。其中有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一

片甲骨 ,有的甲骨炙痕十分明显 ,有的字迹小

巧秀丽 ,有的是最完整的龟板 ,等等 ,令我大

开眼界。

短短一个月的实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

好的。我最大限度地接近了 (下转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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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的需要 ,是图书馆公益事业的属性及

社会化服务的职能所决定的 ,也是国际图书

馆界共同遵循的服务准则。与此同时 ,在保

证社会效益的最大体现、不损害读者利益的

前提下 ,开展有偿服务 ,进一步加大文献提供

在科研、生产及经济建设等领域的力度 ,遵循

服务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变化规律 ,使文献

提供在正确、合理、规范化的轨道上运行 ,进

一步缩短我馆与国外同行业先进国家的差

距。

如果说图书馆从创建至今经历了古代藏

书楼 ———近代图书馆 ———现代图书馆的变

迁 ,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 ,知识和科技

信息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图书

馆作为知识传播的源头和中介 ,应该在完成

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的同时 ,大

力开发智力资源、传递科技信息、实现全球文

献资源的共享。今年适逢我馆 90 周年华诞 ,

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周岁生日 ,作为国内

图书馆事业的带头人 ———中国国家图书馆 ,

应该进一步发挥其龙头作用 ,通过对文献的

搜集、整理、开发和利用 ,使科技信息最大限

度地转化为生产力 ,为社会创造财富 ,为祖国

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 ,使长期以来在计划

经济和资源经济下运行的图书馆 ,向文献提

供的产业化方向迈进。让图书馆文献信息的

有偿服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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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善本 ,不仅有感性的认识 ,还有善本组的

老师们不厌其烦的讲解 ,我对版本学与目录

学的认识因此而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跟善

本组老师们的每一次谈话都毫无疑问地拓宽

了我的知识面。这使我对善本组满怀深切的

感激。从我踏进小学校门到现在 ,我一直是

个纯粹的学生。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 ,我对

社会的了解却少得可怜。我很庆幸我是在国

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完成了即将进入社会的

第一课 ,这里有浓厚的书卷气 ,有随时感受得

到的文化氛围。就善本组的老师们来说 ,他

们身上总是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一种淡泊名利

的胸怀。浩如烟海的古籍记载着祖先的智慧

与情怀 ,记载着民族前进的足迹 ,记载着一切

逝去的历史与文化。赵前老师曾经这么说 :

“我非常非常热爱古籍善本。”我想 ,正是这种

不带任何功利性质的“爱”,使他们在这个过

分功利的世界里甘心守护着民族的传统文

化。

(郭勉愈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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