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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论述了察合台文古籍修复的过程及修复技法，论证了察合台文古籍修复与中西文古籍修复

的异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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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察合台语是 15 世纪至 20 世纪初新

疆维吾尔、乌兹别克、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等

少数民族的共同书面语。现存察合台文古籍多以

桑皮纸书写或印刷，其装帧与西文古籍装帧大体

相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自 2014 年 10 月

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修复中心以来，馆领

导对于古籍修复工作十分重视，并把古籍修复工

作作为近几年来新疆古籍保护中的重点工作来

抓，大力培养修复人才，依托于中山大学国家级古

籍修复中心的师资力量培养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

复人才。察合台文古籍的修复是新疆古籍修复中

心开展特色古籍修复的尝试。笔者于 2012 年参

加了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举办的第三期察合台文古

籍修复的培训班，并于 2015 年师从中山大学图书

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古籍修复专家林明老师及

肖晓梅老师，专门针对察合台文修复进行了为期

一年的学习培训。近两年笔者开展了西文装帧的

古籍及察合台文古籍的修复。

一、确定察合台文修复方案

在开始修复前，确定古籍修复方案十分重要。
判断和掌握所修古籍的珍贵程度、流传情况、文献

价值、版本优劣，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修复的方式和

材料的选择。由于古籍破损的原因有很多种，其

程度各不相同，既要考虑如何尽量延长古籍寿命，

还必须考虑方便使用和使用过程中的保护问题，

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完成古籍修复。在察合台

文古籍修复中，对古籍文字的识别是判断版本的

基础。因此，察合台文古籍的修复既要借助于文

字专家确定古籍版本、文献价值、页码排序，又要

借助于修复师确定其破损原因及破损级别。
( 一) 遵守修复原则

以“整旧如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最少

干预”“过程可逆”为修复原则。在察合台文古籍

修复时，必须尽可能地保持亦或恢复书籍原貌，即

恢复其原有装帧形式。古籍修复材料和装帧形制

的选择必须慎重，其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古籍的原

貌，便于使用和传承。古籍的修复要最大限度地

做到从技术手段到修复材料的使用和装帧形制的

选择上基本符合古书修复的要求目的，那就做到

了或是遵循了古籍修复的“整旧如旧”原则。
( 二) 建立修复档案

古籍修复前，查看破损程度，了解破损原因，

然后考虑采用何种修复方法。新疆古籍修复中心

制定了《新疆图书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复档

案》，将需要修复的察合台文古籍进行登记备案。
其中包含档案表、修复前中后不同时期的对比图

片等。修复档案的建立使古籍修复工作有案可

查，为已修古籍今后重修提供参考依据。一是修

复方案的确定，在开始修复前召开古籍修复座谈

会，修复人员共同探讨，确定察合台文古籍修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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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方法、修复用纸张等; 二是档案表的填

写，客观详实的记录古籍修复前后的情况，修复材

料及修复过程; 三是拍照，用色卡比对，拍摄不同

破损类型的主要破损页、反应装帧形式的图像等，

采集书籍修复前、中、后期图片。
( 三) 确定修复方法

在对该书价值进行判断后，查看待修古籍收

藏情况，如有无复本，有无残缺，纸张类型等。因

为纸性不同，修补的方法也不同，修补用时长短也

不一样，纸张决定古籍修复方法，配纸很重要，如

需染纸，时间就长; 还要查看破损情况，破损的位

置情况确定修复方法。
( 四) 确定修复时间

确定合理的古籍修复时间是古籍修复工作规

范化管理的要求。对于古籍修复工作人员来讲，

合理地安排修复工序和工作进度，是优质工作的

保证。根据修复原则和修复方法制定出修复方案

措施，如计算出破损古籍书页数，工作的难易程

度，按照修复原则和要求定时间。修复时间的制

定，应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要对古籍纸张情况、破
损程度做综合考虑。

二、察合台文古籍的修复措施与方法

( 一) 准备修复材料

1． 浆糊的制作。
修复浆糊的原料是小麦淀粉，一般情况下用

少量冷水调开，热水浇筑搅拌至糊化过滤可用。
在察合台文修复过程中，需要略稠的浆糊，浆糊的

使用与修复书籍纸张的薄厚、粗糙度等有关，一般

使用尽可能薄的浆糊，既能黏住纸张又不会产生

褶皱为好。用于察合台文封面牛皮的粘贴时，用

厚浆糊，其小麦淀粉与水的比例为 1: 4 混合放置

30 分钟，隔水煮至糊化，充分搅拌，熬煮片刻，冷

水中搅拌使之冷却。
2． 修复用纸的选取。
修复时选用合适的纸张十分必要。纸张的选

择是修复古籍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序。所修古籍

的纸性、颜色、厚薄、纸纹的横竖以及年代久远及

制作工艺不同都会有差别，在选配纸张时都要充

分考虑到。选纸不当，修复好的古籍很难做到协

调一致，修复用纸的选取直接决定着修复质量。

一是修补用纸的选择。修复时用来填补古籍缺失

部分的纸张，选择同一种造纸原料的纸张，厚度相

同或略薄于待修复书籍，颜色相同或略浅一些，尽

量选取簾纹相同的纸张。察合台文古籍用纸存在

着特殊性，现存古籍纸张多采用本地产桑皮纸。
纸张光滑、绵软、颜色较深、纸张厚而不透。因此，

在选取修复用纸时，尽量选取本地生产桑皮纸或

内地产皮纸; 二是加固连接用纸的选取。根据修

复纸张厚度选择韧性好，耐折性好的纸张。修复

用纸要求纸张颜色、厚薄、质地、纹路等方面与原

书协调一致。
3． 染纸与染色。
在修复中经常会遇到纸张颜色不匹配的问

题，这就涉及到染纸。在察合台文修复实践中，经

常遇到书皮布的破损与修复，这就需要染制相同

颜色的书皮布用于修复。染纸的方法有浸染和刷

染，浸染可用沸水煮茶、橡椀、国画颜料等，浸湿纸

张上色。刷染用国画调色，调成糊状，加热水稀

释，试刷颜色。纸张平铺于光滑桌面，用底纹刷刷

染，纸张悬挂晾干。染布主要用丙烯颜料调出所

需颜色，采用刷染的方式，无论染纸还是染布，调

制颜色往往需要几种颜色的混合，调色是难点，需

要调制多次。如察合台文古籍《加木西德纳曼》
达到二级破损，纸张焦黄，修补纸张选用纤维较长

的厚皮纸，煮红茶加赭石、藤黄、钛白、群青等颜料

刷染纸张后修补。
( 二) 察合台文古籍修复技法

1． 书脊的修复。察合台文古籍多数以精装为

主，其破损主要集中在书脊位置。因此，对书脊的

处理，包括订线、浆背、圆背、起脊是基础的修补技

法。察合台文古籍的订线方法种类多样，在修复

前确定其原有装帧、书脊形态是恢复古籍原有形

态的重要依据。关于书脊除胶，用浓度为 3% 至

5% 的甲基纤维素溶胶骨胶，用镊刀刮除，也可以

用厚浆糊除胶。
2． 书页的清洗。修复实践中，《佛游天竺记

考释》一书，书脊破损缺失，书页老化焦黄。清洗

方法是: 书页除尘清洁后，错落放置于纱布上，置

于托盘中，从一角浇入热水，用毛刷压走气泡，轻

晃托盘，使水均匀。从一角倒出水。反复几次直

至水清为止。书页清洗前后，在相同位置测定 PH
值对比，清洗后书页 PH 值明显升高，书页颜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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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清洗后修补残缺，线装成册，保持原有平装。
3． 书页的修补。察合台文古籍的书页往往较

厚，在修补过程中很难找到相同的纸张修补，实践

中修复的书籍通常采用皮制和竹纸来修复，为了

使其修补后平整，有时需要补两层或多层。察合

台文装帧的古籍通常为两面文字，这就要求在修

补时尽量小的接口，使修补后，补纸不影响文字。
夹接法是纸张较厚古籍使用的一种方法。其方法

是纸或布用厚浆糊粘于待修复纸张的两侧，干后

揭开纸张，修补用纸脱上一层后，再将揭开的纸张

粘上，在脱纸上进行修补。
4． 揭书页。在修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环衬

断裂的情况，这就需要将环衬与封面揭开，察合台

文古籍的修复常采用湿揭的方法; 将待揭部分涂

上浓度为 50% 的酒精( 酒精溶解、易挥发) ，依次

上盖潮湿的吸水纸、塑料膜、湿毛巾 ( 热) 、热敷

袋，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后用竹起子等工具揭开。
在揭书页的过程中要有足够的耐心及细心，防止

书页揭烂。对于湿揭法也可借助电吹风或电熨

斗，隔浸湿的吸水纸熨烫。揭书页也可采用干揭、
蒸揭等方法。

5． 封面板的修复。察合台文古籍封面板多见

黄板纸，经常会有破损、虫蛀等情况，对于原有封

面板的修复视情况确定。对于没有压花及纹饰的

黄板纸通常更换为灰板纸，灰板纸更利于延长使

用寿命。对于有压花的黄板纸可选择保留原板，

保留其历史痕迹。封面板的修复方法是将修复用

黄板纸( 可以是修复中替换下的黄板纸) 锉搓成

细末，用厚浆糊调制成糊状，填补虫洞或破损处，

用无纺布包裹压干牢固修剪平整。
6． 封面布与封面牛皮的修复。封面布缺损的

修补: 选取相同厚度的棉布，染色后按照缺损形状

裁剪用厚浆糊修补。断裂的修补: 用略厚皮纸染

色后修补。封面布在修补后可以托一层薄皮纸加

固。对于牛皮封面的修复，选择皮质佳、无着色及

其他处理工艺的原色牛皮，用牛皮专业颜料多色

混合染制与书皮颜色协调一致。
( 三) 察合台文古籍《加木西德纳曼》的修复

1． 破损情况。全本散页、油污、撕裂、四周缺

损，纸张薄厚不一，少量双页链接，大部分断裂。
封面长度短于书芯书页长度，封面修补痕迹明显。
拆开封面板后，有皮装痕迹。经过鉴定达到了一

级修复破损要求。
2． 修复方法。一是书页的清洗，清洗前测试

PH 值接近中性，纸张韧性较好，清洗后 PH 值略

有升高，纸张颜色变淡，油污痕迹变浅; 二是染纸，

书页颜色较深，用国画颜料调色刷染; 三是选厚度

相近略薄皮纸染色后修补书页，修补过程中接口

尽量小，纸张纤维碰接，使接补后不影响文字。在

修补的过程中，从一贴中心由内二外开始修补; 四

是撕裂的修补，长纤维溜口纸染色后，撕成 2mm
左右纸条，浆糊涂在薄皮纸上，按照撕裂长度双面

溜口加固; 五是按照原有针孔痕迹缝线，按照原有

封面痕迹重新制作书壳，采用半牛皮包的装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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