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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的模式探讨
何 丽

( 大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咨询部，陕西安康 750008)

［摘 要］ 新时期海外中文古籍的回归与利用工作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从唯所有权向重使用权、从单边转让向双

边合作、从以点带面向全面普查的趋势转变。上述变化迫使我国图书情报机构在相关工作中创新工作方法，转变工作思路，

探索出了一套以海外古籍普查为抓手、以古籍数字化回归为手段、以古籍合作出版为主要成果的新模式。此外，海外古籍回

归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还要从构建回归模式，营造合作氛围的高度出发，将“3C”原则即: 关注力( Concentration) 、合作( Cooper-

ation) 、贡献( Contribution) 作为海外古籍回归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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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根据世界著名图

书馆学家拉托雷特的研究，19 世纪末，中国的图书

文献已超过全球其他所有国家出版品的总数。［1］然

而，由于天灾、战乱等原因，大量的中华古籍流散海

外。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流失日本的古籍至少有

300 万册，仅美国国会图书馆就藏有各类古籍 4000
余种，地方志约 2000 种。［2］尽管在政府及民间力量

的努力下，已有约 15 万册流散海外的古籍重新回到

了祖国的怀抱，但与流散文献的总量相比差距仍然

巨大，海外中文古籍的回归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近

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海外中文古籍

的回归和追讨工作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和趋

势，一方面海外古籍市场价格高企，漫天索价，为海

外古籍的实体回归造成了一定困难，但另一方面，数

字技术的发展为古籍数字化回归与利用提供了新的

渠道。上述变化迫使我国图书情报机构在相关工作

中必须因时因事，创新工作方法，转变工作思路，更

加灵活多样地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

1 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的变化及趋势

1． 1 从唯所有权向重使用权的转变

传统观念中，海外古籍的回归即意味物归原主。
换言之，只有通过依法追索、拍卖回购、低价赎回等

手段使实体古籍的物权成功发生变更才可称之为回

归。诚然，上述原生性回归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文

献的归属问题，并在法理上受到 1989 年《关于禁止

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

方法公约》和 1995 年《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

公约》的支持，且我国政府为支持古籍的回归工作

还设置了专项基金进行抢救回购，通过拍卖等市场

渠道回购海外古籍文献。然而，在实际操作上此种

回归方式却往往因代价过高而导致成功率低下。近

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化高清照排、无损

远程传输等手段越来越多地被相关收藏机构使用，

使得流散海外的珍本、善本、孤本通过数字化回归成

为了可能，例如，日本国会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数字化

开放获取项目可以向用户提供 41 级缩放，其影像质

量足以满足各种专业学术要求。［3］这种再生性回归

方式实现了古籍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剥离，能够在搁

置历史争议，回避现实分歧的前提下实现合理使用

古籍资源的目的。目前，这种着眼文献使用权的联

合影印出版、珍贵古籍再造、古籍数字化平台建设等

再生性回归手段，已经逐渐成为海外古籍回归的主

流模式。
1． 2 从单边转让向双边合作的转变

以往的海外古籍回归更加关注文献资源的开放

与转让，双方合作形式单调，内容单一，对合作外延

缺乏拓展。由于双方互利共赢的基础薄弱，合作往

往呈现出扁平化、功利化、不可持续化等明显的单边

特性。近年来，随着我国海外古籍回归工作的不断

深入，海内外图书情报机构间的相关合作呈现出了

更强的灵活性和延展性。除旨在促成海外古籍通过

多种渠道、手段回归的努力外，我国部分图书馆还主

动承担起了协助海外中华古籍收藏单位整理文献、
编目揭示、保护修复、编制题录等工作，形成了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双边合作模式。如中华古籍善本

国际联合书目系统，即是在中美两国的联合倡议下，

联合包括中国 7 家图书馆在内的全球 30 余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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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机构，对北美中文善本藏书和中国图书馆的部

分藏书共约 2 万条数据进行了著录，后又在中国的

主导和努力下完成了部分书影的数字化扫描和数据

挂接工作。上述工作使参与合作的机构均获得了益

处，树立了我国在海外中文古籍国际合作方面的良

好形象，也为我国相关工作进一步的推进奠定了良

好的行业基础。
1． 3 从以点带面向全面普查的转变

从微观上看，海外古籍回归是相关单位间围绕

具体议题展开的点对点的合作，其合作缘起常常是

以东亚研究重镇的图书情报机构，海外久负盛名的

汉学藏书家，或流散海外的具体古籍为线索，以一事

一办的方式策划项目，独立推进合作。客观地讲，这

种模式在海外古籍回归工作的初期确实起到了较好

的效果，以点带面地促进了相关工作的开展。但从

整体上看，上述合作方式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无以

窥海外流散古籍的全貌，不利于回归工作的长期开

展。因此，自 2010 年海外古籍回归工程启动伊始，

文化部即提出了海外古籍回归要采取多种形式，开

展海外中文古籍普查寻访、登记，开展古籍普查平台

海外部分调研的工作思路。［4］正确的政策指导和科

学的普查手段对现阶段我国海外古籍的回归工作提

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和信息支持。

2 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的模式

2． 1 以海外古籍普查为抓手

为了科学调查散落在海外的中华古籍存藏情

况，通过与海外各存藏单位合作并协助其开展馆藏

珍善古籍的数字化，使古籍以数字化形式回归祖国，

进而为文献利用和学术研究提供便利，实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承。2015 年国家图书馆启动

了“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并成立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领导小组”。
当年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华古籍数据库”已累计完

成数据登记约 10 万条，预计 2016 年将再完成不少

于 20 万条数据的登记著录工作，基本形成数据库规

模。国家图书馆还拟采购海外已有的中文古籍数据

库以及书目、书志、图录等工具书，以期为数据库的

快速建设提供完备的资源支撑。
此外，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担

“海外中华珍贵古籍调查项目”，该项目最终成果为

“海外中华珍贵古籍信息数据库”，该项目预计完成

近一万部海外中华珍贵古籍的录入，进而较为全面

地掌握海外中华珍贵古籍的存藏情况。此项目由相

关专家负责选目和数据审核，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负责数据录入和整理。
2． 2 以古籍数字化回归为手段

国家图书馆积极与海外机构沟通联络、商谈，最

终促成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所藏 19 册《永

乐大典》、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等珍贵典籍的数字化回归。

2012 年，国家图书馆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此基础上，双方在推进中文古

籍善本的保存、保护与利用，推进人类文明的传承与

共享上都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双方共同努力，2015
年博德利图书馆将馆藏 19 册《永乐大典》的数字化

高清硬盘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以支持我国的古籍数

字化出版项目。
2015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布鲁诺·拉辛率

代表团访问国家图书馆，两馆签署《中国国家图书

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协议》，拉辛代表法国国

家图书馆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圆明园四十景

图》的数字版本。《圆明园四十景图》是乾隆元年

( 1736 年) 由宫廷画师沈源、唐岱依据圆明园实景绘

制而成，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两馆商定在《圆

明园四十景图》数字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与

法方的合作，选择其馆藏中华珍贵古籍进行数字化

和出版回归。
2． 3 以古籍合作出版为主要成果

目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与英国国家图书馆、
阿伯丁大学图书馆、美国亨廷顿图书馆等机构达成

出版意向，并获得相关文献的高清电子版，将于年内

完成上述机构存藏《永乐大典》的出版工作; 与伦敦

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爱尔兰切斯

特比特博物馆以及德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联系，推

动促成上述机构藏《永乐大典》的合作出版。另外，

在中国驻日使馆文化处的协助下，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等日本

藏《永乐大典》机构取得联系，并已初步达成日本图

书馆藏《永乐大典》的合作出版意向。
启动“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海外中华古籍

书目书志丛刊”等出版项目，出版《宋游似藏兰亭

本》《西班牙藏中文古籍目录》《文求堂书目》《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书目》《美国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等古

籍。目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达

成该馆经、史部分珍本丛刊出版协议，并争取与第三

方合作出版其余子、集部分珍本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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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与藏有全本《思溪藏》的日本岩屋

寺取得联系并达成一致，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

数字化上述文献，并将其数字化版本提供给中方并

授权中方将上述高清资源出版。目前，国家图书馆

藏《思溪藏》总数不到 4600 册，残缺尚多，通过出版

补缺工作，现已数字化补充 1000 册《思溪藏》，使国

图藏《思溪藏》接近补全。

3 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的思考

本质上，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是以文献收藏机

构为行为主体的，以平等互利为基本准则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因此在推进相关工作，策划合作项目时，

除应做到详尽考虑业务范畴内的各项因素外，还要

从构建 回 归 模 式，营 造 合 作 氛 围 的 高 度 出 发，将

“3C”原则即: 关注力( Concentration) 、合作( Cooper-
ation) 、贡献 ( Contribution) 作为海外古籍回归的行

动指南。
3． 1 吸引海内外业界的关注力( Concentration)

要重视做好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成功案例的对

外宣传工作，善于制造议题，讲好故事，推广成功经

验，对外形成示范效应。实际上，国内不少机构已经

意识到了吸引海内外业界关注力的重要性，并有意

识地利用各种国际化平台，向国外介绍我国海外古

籍回归的项目进展和政策经验。2015 年美国东亚

图书馆年会上，国家图书馆便代表我国做了题为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的主旨报

告，向参会的北美图书馆界同仁详细介绍了该项目

的实施情况，提升了该项目在北美图书馆界的知名

度，为今后合作做好了铺垫。此外，近代中国因侵略

殖民造成大量珍贵古籍流散海外，上述文献一旦通

过合作方式成功回归祖国，对凝聚国民爱国主义情

感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法两国国家图书

馆合作完成《圆明园四十景图》数字化回归后，国家

典籍博物馆即策划举办了“三山五园文化巡展———
圆明园四十景图文化展”，该展览对外免费开放后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不仅体现了展品的学

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更凸显了回归工作的

社会教育意义，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3． 2 加强海内外收藏机构的合作( Cooperation)

近年来，传统文化传播与继承越来越受到世界

各国政府的重视，社会公众亦对古籍的保护与开发

寄予了较高的期待。在此背景下中、美、欧、日、韩等

国政府均制定了明确的古籍保护战略和发展规划。
如: 2007 年中国政府宣布开始全面实施“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

源库，编纂完成《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美国政府推

出的“维护美国计划”和“挽救美国财富计划”; 欧盟

在制定其科技发展第六框架计划时，明确指出应加

大文化遗产保护及其相关研究的支持力度，并将其

视为增强经济实力和凝聚力的战略重点; 法国政府

出资推出的“国家文化遗产( 科技) 研究计划”集合

了 53 家专业研究机构，推进相关科技项目攻关; 意

大利政府投入 3 亿欧元，推动实施国家大学科研部

遗产保护研究 3 年计划 ( 2003 － 2005 年) ，64 个与

文化遗产相关的研究机构参与其中; 日本和韩国也

陆续推出了“文化立国”计划，［5］有针对性地对与古

籍相关的工作进行政策指导和财政帮扶。由此可

见，各国在古籍保护与开发方面均有较强的政策性

倾向，这也为双边或多边的文化合作创造了良好的

氛围，海内外收藏机构可根据自身的需求和专长，各

取所需，互惠互利，营造国际古籍回归与利用的共赢

局面。
3． 3 提升我国在海外古籍领域的贡献度( Contribu-
tion)

充分发挥我国在中文古籍版本研究和古籍保护

领域的科研优势，努力提升中国在海外中文古籍研

究与合作中的贡献度，确立一批学术机构在海外图

书馆界的引领地位，实现以帮扶共建换取资源回归

的新模式。例如英国国家图书馆是欧洲汉学研究的

重镇，藏有大量珍贵的中文古籍，但由于古籍特有的

语言及版本属性，使其难于依靠自身人力完成相关

文献的编目和资源揭示工作。为了解决上述困难，

国家图书馆提出以联合编纂馆藏中文古籍目录的方

式协助对方进行文献整理和资源建设工作; 作为对

中方的回报，英方同意围绕两馆中文古籍编目、出

版、数据利用等签订一揽子合作协议，授权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出版《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英

国国家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等成果，并将推进

馆藏《永乐大典》的数字化回归工作。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古籍数字化建设的标准化

水平，促进海外中文古籍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自

2008 年起，国家图书馆还陆续制订并推出了《汉字

属性字典》《古籍用字规范、生僻字与避讳字处理规

范》《中文文献全文板式还原与全文输入 XML 规

范》等 20 个具备前瞻性和前沿性的标准规范，［6］解

决了因古籍版本、用字复杂而导致的数字资源描述

不统一的难题，体现出了中国在国际中文古籍资源

建设与利用工作中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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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turn and Utilization Model of Overseas Ancient Books

He Li

［Abstract］ In the new era，the return and utilization model of overseas ancient Chinese books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shifting the focus from ownership to the right to use，from unilateral transfer to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from point to area to comprehensive survey． The above changes made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 innovate work methods in the related work and change the way of thinking． As a result，a new model was ex-
plored，taking overseas ancient books census as the starting point，ancient books digitization as a means and coopera-
tive publication of ancient books as the main results． In addition，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overseas
ancient books return should start from constructing return model and creating a cooperative atmosphere and take the
“3C”principles ( Concentration，Cooperation，and Contribution) as a guide to action in overseas ancient books re-
turn．

［Key words］ Overseas ancient books; Return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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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Study of Library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Liu Xiaofeng

［Abstract］ The study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research of domestic library space reconstruction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influencing factors，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space，re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space and assessment
systems． Then，the paper present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library space reconstruc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
search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ibrary; Space reconstruction; Spa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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