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数字化建
设的理论与实践------以云南省
为例



 一、认真学习地方文献相关理论知识，提
高对地方文献资源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地方文献是“记载和反映一个地区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时期状况的
信息载体，它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发展脉络，
是一个地区的客观缩影与文化底蕴的集中
反映。”



 狭义的地方文献主要是地方史料，即内容
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献。广义的地
方文献除了地方史料外，还包括地方出版
物和地方人士著述。

 史料包括地方史志、年鉴、家谱、族谱等。
人物包括当地籍贯的古今名人，也包括对
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出版主要为反映地方
的图书、期刊、报纸。



 1904年3月， 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
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成
立伊始，即发出“募捐启事”，要求社会各界
人士捐书捐款，所捐图书多是湖南的志书
和湘人著述。



 1915年11月26日，教育部商议各省区，请
通令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集乡土艺文，
次年11月20日，教育部又要求各省图书馆
于搜藏中外图书之外，尤宜注意于本地人
士之著述，以保存乡土艺文。



 1941年11月，广东省立图书馆被裁撤7年后
在曲江复馆， 杜定友馆长指出：“广东省图
书馆此次复馆之初，即以保存广东文献为
第一”，“本馆为保存本省文献利便学者研究
起见特设广东文献专藏”。



 1944年6月，刘国钧先生长刚成立的国立西北
图书馆（1947年2月改名国立兰州图书馆），
确定其三项任务：“一、募集西北文献：①西
北乡贤著作及其手稿。②西北地志及姓氏家谱。
③藏、蒙、维、哈等文字之著作。④其它有
关西北问题之中外书籍。二、搜罗西北文物：
①陶器②汉简③碑石④金甲。三、编纂西北
问题参考书目、西北问题论文索引、西北乡贤
著述目录及西北学者著述表等。”并于次年8 月
成立了“西北资料专室”，专事西北地方文献的
搜集、收藏、研究工作。



 1956年， 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省图书馆，
并在云南召集的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图书
馆应将本地区的地方志尽可能收集齐全，
对其他有关地区历史、地理的文献，也要
予以足够的重视，要积极地利用地方文献
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78年11月13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颁发的“省、市、
自治区图书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要求省馆在书
刊补充方面，对“中央一级出版社和本省、市、自治区
出版社的出版物以及有关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料应尽全搜
集，……。”1982年12月，文化部颁布了“省（自治区、
市）图书馆工作条例”，“条例”“第一章 总则”的“第二条
”规定省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四）搜集、整理
与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在“第二章 藏书与目录”
中，要求省馆“通过多种途径，有计划、有重点地补充
馆藏，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适合当地读者需要的藏
书。”规定“本省（自治区、市）的正式出版物和有关本
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料应尽全收集。”“条例”把地方文献收
集工作提到了突出地位。



 甘肃省图书馆自1947年以来，竭80年之力，
收藏西北地方文献14000多种， 使之成为
享誉海内外的西北地方文献研究中心。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专藏有83000多
种、近30万册， 基本形成了以孙中山文献、
地方志、族谱为重点藏书，同时具有南海
诸岛和港澳特色的藏书系统。



 湖南图书馆在50年代初接收了省文物管理
委员会抢救的90多万册（件）没收地主豪
绅的图书报刊，其中有大量的极其珍贵的
湖南地方文献，如著名湘军将领曾国藩、
左宗棠数千万字的奏稿、批牍、信札、日
记、诗文、湘军史料；中国首任驻外使节
郭嵩焘的日记、手稿等。70年代收集了地
方“文革”资料20多万份；80年代后出版的
志书、年鉴、百科全书，包括非正式出版
的，基本上搜罗无遗。



 二、认真学习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相关政
策文件，提高对地方文献数字化建设重要
性的认识。



 资源建设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基础。

 早在2010年，国家图书馆制订的《关于加
快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若干建议》中指
出，“应加快数字资源建设，特别是应加
大投入，建设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建设。”



 为建成一个分级分布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保障体系，国家先后启动了文化共享工程、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
设计划等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程。



 这些工程在资源建设方面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互为利用。其中，文化共享工程侧重于建设与
基层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资源。
2002年《文化化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全国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通知》中强调，“要建设
一批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资源”。
2007年，《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全
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实施意见》中进一
步指出，“资源内容建设要充分体现三贴近的
原则，把着力点放在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
向普通百姓上”。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主要着力于围绕全国
各级数字图书馆服务需求开展资源建设。
2011年《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方案》
要求，要“依托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建
立若干数字资源建设中心、数字资源保存
中心以及数字资源服务中心”。



 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则主要依托上述
两个工程的资源开展服务，同时也强调与
教育、广电、信息产业、农业、科技、新
闻出版等部门合作，争取以免费或优惠的
价格得到各系统的资源。



 2010年，国家图书馆面向全国各省级公共
图书馆广泛开展数字资源征集工作，包括
地方志、民国文献、老照片、家谱、专题
视频和馆藏特色资源。



 《国家图书馆2013年数字资源征集实施办法》
关于地方文献专题库建设的内容有5个方面，
一是反映一个地区建置变迁、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发展变化等各方面重要情况的资料；
二是反映和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资料；三是地
理变迁、地名变更、自然灾害、生态变化的资
料；四是民族变迁、当地民俗、风土人情、社
会人口的资料；五是地方各个历史时期知名度
高、对社会发展起较大作用的名人名家相关各
类型资源。资源类型：图书、期刊、报纸、图
片、手稿信札、书画、谱牒、舆图、档案、年
鉴、年报、音视频资料等正式及非正式出版物。



 2012年《文化部关于加快实施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各省级图书馆
是各省开展推广工程虚拟网搭建、软硬件
平台建设、数字资源建设、人才培训的中
心，要加强特色数字资源建设，提高本省
数字资源的建设、保存和服务能力。”



 国家图书馆《关于开展数字图书馆推广工
程2015年度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工作的通知》
中讲到，要开展馆藏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加
工，选取具有鲜明地域特色、较高文献和
历史价值的地方文献进行数字化加工。建
设对象为1949年以来的地方文献，不限于
正式出版物。主要建设内容一为方志，包
括综合志和专志，二为地方文史资料，包
括地方史料和地方人物资料。



 三、了解国内外地方文献数字化建设的动
态，科学规划本省地方文献数字化建设



 国家图书馆的数字方志项目于2002年启动，
其目标是建设一个包括全文影像库、全文
文本库、书目库及各种专题库在内的大型
数字方志资源库。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已建设“广东文献题录数
据库”、“广东人物题录数据库” ，还建设了
潮汕地方文献数据库。四川省图书馆已建
设“巴蜀文化（地方文献）数据库”，还建设
了馆藏古籍、地方文献、家谱族谱查询数
据库。湖南图书馆已建设“湖南人物资料数
据库”，青海省图书馆已建设“青海地方文献
数据库系统”， 辽宁省图书馆 已建设“辽宁
近当代作家、作品资料数据库”、“‘盛京时
报’数据库”、“东北图片数据库”。



 福建省图书馆建设了地方文献专题数据库，
陕西省图书馆建设了地方志数据库。一些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市县也开展了对馆藏地
方志资源的数字化工作。如江苏昆山图书
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库，苏州图书馆的地方
文献数据库，常熟图书馆的古籍地方志数
据库，温州的地方文献数据库，湛江图书
馆的地方文献全文数据库。



 贵州省已完成《贵州省志》65部专志和4 部
旧志。设计了13个专题库，即自然地理库，
民族宗教库，基础设施建设库，综合经济
管理库，农业林业库，工业库，金融、商
贸、旅游库，政治、司法与军事库，教科
文卫体库，人物库，图片库，旧志库，提
要库。



 省（市）情信息网是一种新的地方志形式。如
山东省情数据库是国内最早建设的省情数据库，
框架设计包括基础数据库、专题数据库、拾遗
库、年鉴库、全省各地概况库。内容包括山东
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
生活等。黑龙江省情资源网是国内创办较早县
最具特色的数据库，其省情信息库链接有省志
库、市县志书库、年鉴库，内容包括全省121
部省志和153部市县志。福建省情资料库收录
福建省志、地市县志、部门村镇、旧志库、福
建史志近200部数字方志资源。内蒙古自治区
区情数据库收录有年鉴、地方志、部门志。



 现存中国家谱（1949年前）有25000种，其中中国
大陆有20000种，台湾有200余种，日本有1491种，
美国有3109种。

 国内所存，上海图书馆占家谱总量的三分之一。
2000年起开始建设馆藏家谱书目数据库。2006年起
将馆藏家谱书目数据库和家谱影像数据库两个数据
库进行了整合，实现了读者一次检索家谱书目数据。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已建成家谱和广东海南家谱联
合目录数据库，可以从书名、作者、姓氏、始迁祖、
馆藏、出版地和出版时间8个检索途径进行检索。
2001年起，浙江图书馆开始建设《浙江家谱资源
（书目）数据库》。



 专题特色数据库：根据本地发生的特定事
件建立的特色数据库。辽宁图书馆“东北
抗战事件库”、“九一八专题数据库”、
“张学良专题数据库”。甘肃图书馆“沙
尘暴研究专题数据库”。



 图片、多媒体数据库。以当地遗留下来的
图片、照片为来源及将当地的视频进行收
集建立数据库。如首都图书馆“古籍插图
库”，上海图书馆“图录照片库”、“抗
战图片库”。



 经济参考决策数据库。黑龙江图书馆“黑
龙江边境贸易”、“黑龙江农业”等。



 据2009年，有学者对建有特色数据库的78
个省市级公共图书馆的调查表明，以地域
特色资源为内容的特色数据库占91%。共
有78个公共图书馆建立了483个特色数据库。



 香港大学孔安道纪念馆自1997年起将馆藏
的香港地方文献数字化，包括香港政府文
献数据库，二战前出版的公告、报告、会
议纪录等；1860年前的香港数据库，数据
大多从西文珍本书抽出；孙中山在香港的
数据库。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资源，涵盖了
纽约市史、地方史、家族史、族谱、传记、
老照片等。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
包括芝加哥都市发展史、戏院史、地方史、
邻里史、家族史、档案、族谱、传记、旧
报纸、老照片、地图、官书等资料。



 加拿大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包
括多伦多都市发展史、地方史、社区史、
家族史、档案、记录、族谱、传记、旧报
纸、老照片、地图、官书等资料。英国伯
明翰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包括伯明翰都市
发展史、地方史、社区史、家族史、档案、
记录、证件、族谱、传记、老照片、旧报
纸、地图、官书，馆方还设立一个族谱工
作室，帮助读者如何查询家族史相关资料，
及如何进行寻要与编辑家谱工作。



 2010年，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项目在哈佛
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宣布启动。该
项目旨在联合各方力量，创建一个通过互
联网传播的、内容广泛和开放的数字图书
馆。在资源内容方面，根据美国数字公共
图书馆2012年4月发布的项目规划，该项目
收录的资源将包括各类型文化产品，但在
计划实施之初将主要集中在图书、期刊、
手稿等纸本文献以及可便捷转换成影像、
动画、录音等其他载体形式的数字文本上。



 四、把握馆藏特色地方文献资源的布局，
做好云南地方文献数字化建设



 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15个独有民族。

 国境线长达4060公里，共有25个县分别与
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



 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有2128种，
3185部。

 旧志345种，533部。

 收藏了全省新修方志。

 省馆及各公共图书馆收藏了数量不一的文
史资料、家谱、拓片、文革资料、老照片
等地方文献。



 白族谱牒档案是研究白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史料。
 一关于白族的冠姓父子连名制。鹤庆《高氏历代履历宗谱》记

载了高氏冠姓父子连名30代，是迄今为止白族父子连名制材料
中最典型的一个。凤仪《董氏族谱碑》、龙关《赵氏族谱》分
别记载了董氏19代、赵氏11代的连名制。

 二关于白族的人口发展。
 三在白族的民风民俗方面，许多谱牒档案内记载了各名家大姓

的族规族法、家规家戒，抄存有家族的田地、房产、坟山、祠
堂方面的文字材料。云龙《董氏家乘》记载有董坊在澜沧江建
功果桥的事迹。

 四在白族的文学发展方面，喜洲《赵氏族谱》卷四、五收录了
赵氏族人的诗文。

 五白族谱牒档案中保存有大量的古代碑刻资料。



 碑刻拓片：有学校教育类，宗教寺院类，
城池类，道路桥梁类，水利工程类，环境
保护类，政治军事类，乡规民约类，经济
类，墓志铭类。



 云南省图书馆：已完成1949年以前馆藏地
方文献的数字化加工，馆藏1949年以前地
方报刊缩微品的数字化转换工作。已启动
馆藏善本中云南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加工。

 准备启动馆藏地方拓片的数字化，云南知
青文献馆建设（口述史）。



 曲靖师范学院图书馆《滇东北馆藏地方文
献特色数据库》已全文数字化图书5123册，
期刊文献与论文51篇。其中爨文化研究26
种，地方志书823种，地方历史文化1473种，
年鉴381种，本土作者作品376种，少数民
族文化699种，历史名人110种，家谱族谱
46种，资源矿产46种，书画集41种。



 曲靖市图书馆：爨文化文献资料的数字化。

 普洱市图书馆：普洱茶文献资料的数字化。

 迪庆州图书馆：馆藏传教士手稿的数字化。

 玉溪市图书馆：聂耳文献资料的数字化。

 大理州图书馆：馆藏现当代白族家谱的数
字化。白族谱牒档案是研究白族历史发展
的重要史料。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