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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 

（37个） 

 

河北省图书馆  

河北省石家庄市图书馆  

河北省保定市图书馆  

山西省太原市图书馆 

山西大学图书馆  

辽宁省沈阳市图书馆 

辽宁大学图书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黑龙江大学图书馆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江苏省金陵图书馆 

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省扬州市图书馆 

江苏省徐州市图书馆 

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省苏州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  

安徽中医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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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博物馆  

江西省赣州市图书馆 

山东省泰安市博物馆  

山东省淄博市图书馆  

山东省文登市图书馆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 

河南省郑州市图书馆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浠水县博物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图书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中心 

陕西省西安博物院 

西北大学图书馆  

甘肃省天水市图书馆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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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简介 

 

河北省图书馆 

河北省图书馆现馆舍始建于 1983 年，其前身是建立于

1909 年的直隶图书馆。该馆收藏古籍 8 万册，其中善本 7500

册件。《崇厚使法日记》、《塞北路程考》等稿抄本以及内府

刻本是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总面积 800

平方米。古籍部（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员工 6 人，设有

古籍编目、古籍阅览、古籍修复等机构，常年开展工作。 
 

河北省石家庄市图书馆 

石家庄市图书馆 1958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其前身为

成立于 1950 年的石家庄市图书博物馆。该馆收藏古籍 20 万

册，其中善本古籍 8661 册。明刻本《周易传义大全》二十

四卷、《湟中牍》七卷等是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

库 1 个，面积为 450 平方米。古籍部人员 6 人，均接受过国

家及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专业培训，其中 2 人次参加过古

籍修复培训，从事古籍修复和保护工作。 
 

河北省保定市图书馆 

1957 年河北省图书馆随省会搬迁后，原省馆与保定市馆

合并，1958 年经河北省人委批准，成立河北省保定市图书馆。

该馆现有古籍文献 13 万册，其中善本 1.29 万册。明闵刻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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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三子合刊》、明天顺刻《大明一统志》等是其代表性馆

藏。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1 个，面积为 318 平方米。古籍部

5 人，从事古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山西省太原市图书馆 

山西省太原市图书馆 1954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前身

是太原市第一区人民文化馆图书股。该馆收藏古籍 10 万余

册，其中善本 11136 册。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3 个，总面积

274 平方米。古籍部共 3 人，其中两人参加过修复培训，已

开展修复工作。 
 

山西大学图书馆 

山西大学图书馆创建于 1902 年，始称山西大学堂图书

馆，辛亥革命后改称山西大学校图书馆，1931 年定现名。该

馆收藏古籍 136874 册，其中善本 2 万册。清实录小红绫本、

明代文集、山西地方文献等是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

书库 2 个，面积为 621 平方米。古籍特藏部共 4 人，从事古

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辽宁省沈阳市图书馆 

辽宁省沈阳市图书馆创立于 1908 年，最初名为奉天省

城图书馆。该馆收藏古籍 90687 册，其中善本 3038 册。明

刻本《杜工部诗通》、《唐类函》、清内府刻御制诗文集以及

明代史料长编《明实录》等是其特色藏品，另外还有《国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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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鉴》、《纲目集要》等古代朝鲜和日本版汉籍。该馆有专用

古籍书库 1 个，面积为 408 平方米。古籍保护组共 2 人，从

事古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辽宁大学图书馆 

辽宁大学图书馆始建于 1958 年，由原东北财经学院图

书馆、沈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沈阳俄文专科学校图书馆合并

而成。该馆收藏古籍 16 万册，其中善本 5000 册件。该馆有

专用古籍书库 1 个，面积为 404 平方米。古籍工作人员 5 人，

负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利用工作。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1978 年建院后正式成立，是

在原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东北文史研究所、吉林省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资料室）基础上建立的。该馆收藏古

籍 10.5 万册，其中善本 5000 册。东北地方文献为其特色藏

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1 个，面积为 439 平方米。古籍部

工作人员 3 人，另有由院、馆两级领导和专职馆员组成的古

籍保护整理工作小组进行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 

 

黑龙江大学图书馆 

黑龙江大学图书馆创建于 1958 年，在哈尔滨外国语学

院图书馆基础上扩建而成，其前身可追溯至抗战时期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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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校图书馆。该馆收藏古籍100339册，其中善本10669

册。套印本、内府本、毛氏汲古阁刻本是其特色藏品。该馆

有专用古籍书库 1 个，总面积 500 平方米。古籍保护组共 5

人，从事古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1958 年 9 月，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

法律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 4 个单位合并，成立

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时在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和上海财经学

院图书馆的基础上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该馆收藏古

籍 16 万册，其中善本 4500 册。磁活字本，明铜活字本，清

内府刻本等是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

为 540 平方米。设有古籍阅览室和特藏室，古籍员工共 10

人，负责古籍的保存保护、以及研究开发工作。 
 

江苏省金陵图书馆 

江苏省金陵图书馆创立于 1980 年，初名南京市人民图

书馆，1984 年 10 月改为现名。该馆收藏古籍 50300 册，其

中善本 4676 册。地方文献、套印本，活字本、插图本等为

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为 740 平方米。

古籍特藏部共 5 人，从事古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前身是筹建于 1904 年的武进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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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该馆收藏古籍 8 万册件，其中善本 3500 册件。方

志、家谱是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总面积

475 平方米。古籍部工作人员 8 人，古籍部下设古籍阅览室、

家谱阅览室、文献研究室、古籍特藏修复室等机构，管理、

保护、利用古籍。 
 

江苏省扬州市图书馆 

江苏省扬州市图书馆原名苏北图书馆，创建于 1950 年 3

月，1953 年更名为江苏省扬州图书馆，1956 年在江都、泰

州两地设立分馆，1957 年改为现名。该馆收藏古籍 13.2 万

册，其中善本 8000 册。明版书、地方文献和大量珍贵拓片

为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为 500 平方

米。古籍部有 8 人，成立了市级古籍保护中心，进行古籍修

复与整理开发工作。 
 

江苏省徐州市图书馆 

江苏省徐州市图书馆创建于 1930 年，曾为“江苏省立

徐州图书馆”。该馆收藏古籍 93785 册，善本古籍 24591 册。

清雍正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是其代表性藏品。

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总面积 400 平方米。古籍部共有

工作人员 2 人，另有由业务馆长、办公室、古籍部、技术部

和社会工作部的相关人员组成古籍保护工作小组，负责该馆

和徐州市的古籍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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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前身是 1952 年成立的苏南军区转

业干部速成中学，原址在无锡，1956 年迁至徐州。该馆收藏

古籍 6.7 万册，其中善本 6700 册件。批注题跋本较多的“无

锡国学专修馆”藏书等是其代表性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

库 2 个，面积为 200 平方米。古籍文献中心共 2 人，从事古

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前身是 1949 年成立的南京文物保

管委员会，1978 年更为现名。该馆收藏古籍 1 万册件，其中

善本 3074 册件。特色藏品包括拓本、四色套印本。该馆有

专用古籍书库 3 个，面积共 500 平方米，有古籍工作人员 3

人，从事古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江苏省苏州博物馆 

江苏省苏州博物馆成立于 1960 年。该馆收藏古籍 10 万

册，其中善本 3350 册。苏州地方文献等是其特色藏品。该

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为 730 平方米。古籍保护组共

8 人，从事古籍修复、整理与开发工作。 
 

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始建于 1929 年，原名“浙江省立西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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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 该馆收藏古籍 18792 册，其中善本 3000 册。黄宾

虹、沙孟海、沈增植、朱家济藏书，写本、抄本，瑞安慧光

塔出土刻本、抄本等是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3

个，面积为 150 平方米。古籍保护组共 2 人，从事古籍保护、

整理与开发工作。 
 

安徽中医学院图书馆 

安徽中医学院图书馆成立于 1959 年，2000 年，原安徽

省医药学校图书馆并入。该馆收藏古籍 26030 册，其中善本

古籍 3364 册。《医说》、《备急千金要方》、《婴童百问》等中

医古籍是其特色藏品。该馆有古籍专用书库 2 个，总面积 234 

平方米。古籍部人员 5 人，2005 年成立古籍修复室，开展古

籍修复工作。 

 

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省博物馆 1956 年正式成立。该馆收藏古籍 102763

册，其中善本 4964 册。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医学、

皖人著述、地方志、族谱等是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

书库 4 个，面积为 240 平方米。古籍保护组共 4 人，从事古

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江西省赣州市图书馆 

江西省赣州市图书馆创建于 1926 年，始名为赣县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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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图书馆，先后曾名赣南公立中山图书馆、新赣南图书馆，

1952 年改为现名。该馆收藏古籍 31020 册，其中善本 3012

册。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为 300 平方米。特藏部

共 4 人，从事古籍保护与整理开发工作。 
 

山东省泰安市博物馆 

山东省泰安市博物馆成立于 1986 年，是一所以泰山历

史文化为主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是岱庙的管理机构。该馆收

藏古籍 38600 册，其中善本 10122 册。《道藏》、《书史纪原》、

泰山地方文献等是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1 个，

面积为 118 平方米。古籍保护组共 4 人，从事古籍保护、整

理与开发工作。 
 

山东省淄博市图书馆 

山东省淄博市图书馆始建于 1953 年。该馆收藏古籍 1.8

万册，其中善本 3305 册。明清善本、山东淄博地方文献等

为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为 100 平方

米。古籍保护组共 2 人，从事古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山东省文登市图书馆 

山东省文登市图书馆始建于 1956 年。该馆收藏古籍

35607 册，其中善本 5413 册。明永乐七年内府刻本《圣学心

法》四卷等为其代表性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1 个，面

积为 100 平方米。古籍部专职人员 1 人，从事古籍保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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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开发工作。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创建于 1955 年，前身是山东省师

范专科学校图书馆、曲阜师范学院图书馆，1985 年改为现名。

该馆收藏古籍 10 万册，其中善本 7300 册。儒学文献、曲阜

文献、山东方志等是其特色馆藏。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

面积为 500 平方米。古籍保护组共 4 人，从事古籍修复与整

理开发工作。 
 

河南省郑州市图书馆 

河南省郑州市图书馆始建于 1953 年。该馆收藏古籍 6

万册件，其中善本 4622 册件。方志、弹词宝卷、明清小说、

金石拓片等是其特色馆藏。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1 个，面积

为 180 平方米。历史文献部共 3 人，负责古籍的日常管理保

护和学术研究工作。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创建于 1903 年的文华公

书林。1951 年，原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

三校图书馆合并，成为华中师范学院图书馆，1985 年更名为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该馆收藏古籍 11 万册，其中善本 6032

册。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为 1075 平方米。古籍

保护组共 4 人，从事古籍保护与整理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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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 1963 年正式成立。该馆收藏古籍 7 万册，

其中善本 5000 册，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为 600 平方

米。古籍保护组共 2 人，从事古籍保护与整理开发工作。 

 

湖北省浠水县博物馆 

湖北省浠水县博物馆始建于 1952 年。该馆收藏古籍

43300 册件，其中善本 3096 册件。历代方志、碑帖等是其特

色藏品。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为 650 平方米。古籍特藏

部共 6 人，从事古籍保护修复与整理开发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创建于 1909 年，原称“广

西图书馆”、“广西省第一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图

书馆”等名，1980 年改为现名。该馆收藏古籍 15 万册，其

中善本 3000 册件。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为 600

平方米。古籍保护人员 12 人，设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历史

文献部、古籍修复中心等机构，负责古籍保护、修复和整理

开发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图书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图书馆 1992 年成立，其前身是

1928 年建成的柳江图书馆。该馆收藏古籍 51393 册，其中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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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3544 册。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为 264 平方米。

古籍工作人员共 8 人，从事古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成立于 2000 年，

其前身为 1951 年 3 月成立的西南博物院。该馆收藏古籍

29760 册，其中善本 6753 册。有专用古籍书库 1 个，面积为

80 平方米。古籍保护组共 2 人，从事古籍保护、整理与开发

工作。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中心 

云南省社科院图书资料中心，1996 年正式成立。其前身

是成立于 1956 年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中心云南少

数民族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该馆收藏古籍 10 万册，其中善

本 1980 册。南诏大理国写经、民族文字古籍（藏文、彝文、

东巴文）、清末民初教科书、云南专类古籍等是其特色藏品。

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2 个，面积为 350 平方米。古籍保护组

共 2 人，从事古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陕西省西安博物院 

陕西省西安博物院于 2007 年正式对外开放。该单位收

藏古籍 105840 册，其中善本 8526 册。西夏文泥金写本《金

光明最胜王经》、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等是其特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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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1 个，面积为 447 平方米。古籍工

作人员共 16 人，设业务研究部、藏品保管部、文物修复部

等机构，从事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 

 

西北大学图书馆 

西北大学图书馆于 1902 年建校时建立。该馆收藏古籍

160418 册，其中善本 17000 册。敦煌佛经写本、明清稿抄本

是其馆藏特色，宋刻《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

尼经》等是其代表性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7 个，面积

为 620 平方米。古籍专职人员共 10 人，设古籍分编、典藏

阅览、文献保护与修复等机构，全面开展古籍的管理、保护、

修复和阅览服务等工作。 
 

甘肃省天水市图书馆 

甘肃省天水市图书馆始建于 1916 年。该馆收藏古籍

60028 册，其中善本 9908 册。明末及清初佛经刻本及邵力子

先生赠书中陕甘等省地方文献是其特色藏品，明隆庆刻本

《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等是其代表性藏品。该馆有专用

古籍书库 1 个，总面积 300 平方米。古籍部共 5 人，从事古

籍保护、整理与开发工作。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成立于 1958 年，其前身是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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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的“宁夏介寿图书馆”。该馆收藏古籍 13.1 万册，其

中善本 82 种。西什库教堂藏书、回伊文献、宁夏地方文献

为其特色藏品。该馆有专用古籍书库 3 个，面积为 1100 平

方米。典藏部、参考部共 8 人，从事古籍保护、整理与开发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