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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A. China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Project

• 2007年1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07〕6号）。

In January of 2007,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promulgated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旨在保存保护、传承弘扬中华典籍文化的国家
级工程。

“China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Project”—a national project in order to 
inherit and spread Chinese text culture. 



（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主要内容
(A) Features of China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Project 

• 全面普查
General survey  of China ancient books

• 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Rare Ancient Book Directory

• 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Nomination of “National Key Protection Units of Ancient Documents”

• 培养人才
Education of experts 

• 加强整理、研究、利用
Improvement of organizing, researching, and the utilizing  the documents 



（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机构体系
(A) Structure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Project  

•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 National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Joint Inter‐ministerial Meeting

•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 National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Experts Committee 

• 各级古籍保护中心。

•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Centers at all levels 



（三）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C) National Chinese ancient books general survey and registration 

work 

• 普查范围：包括中国境内的国家图书馆、各公共图书馆、文博单位图书
馆（藏书楼）、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单位图书馆、宗教单位图书馆
（藏经阁）等；也包括个人或私人收藏机构；

• Survey scope: national library, public libraries, libraries of cultural units 
(depositary of collected books),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 libraries of 
academy, libraries of religion units (depositary of Buddhist texts) and 
personal collections within China; 



• 普查对象：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其他特种文献，如甲骨、简牍、
帛书、金石拓片、舆图等暂不列入这次普查范围。

Investigation object: ancient books in Chinese and in languages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And the other special material documents are not list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for instance, the inscription on animal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from 
dynasty Shang, bamboo sticks, silk books, ancient rubbings, pictures and 
atlas etc.



• 普查内容：包括古籍基本信息、破损信息和保存状况信息等。

• Investigation content includes: basic inform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formation of damage and preservation condition.



• 普查形式：通过“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平台”或普查登记表格进行普查。

• Investigation approach : through the “National Chinese ancient books 
general survey and registration work platform” or the survey and registration 
forms.



• 普查标准：古籍普查登记主要依据文化部行业标准。

• Survey standard: industry standard by Ministry of Culture



• 普查机构、分工等：主要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省级古籍保护中心负责，
分别协调国家和地方各收藏单位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 Survey organiz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National preservation center for 
ancient books and local preservation centers in charge of the national and 
local survey and registration works respectively.



• 2012年2月重新颁布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方案》。

In February of 2012, “National Ancient Books general survey and registration 
works plan” was updated. 

• 中心任务：Core mission:
• 通过每部古籍的身份证——“古籍普查登记编号”和相关信息，建立国

家古籍登记制度，加强各级政府对古籍的管理、保护和利用。

• Assign unique ID to each ancient book (the number of ancient books survey 
and other information), establish national ancient book registration system, 
strengthen governmental management,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at all levels. 



• “古籍普查登记编号”构成：

• “Serial Number of ancient books investigation” is composed :

• “地区代码＋收藏馆代码＋顺序号”

• “region code + library code +  sequence number”



• 必登项目6项：6  necessary items :

• 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含著作方式）、版本、册数、存缺卷数。

• Call number, number of title volumes, author (including work method), 
edition, number of items, number of absent volumes

• 选登项目7项：7 optional items :

• 分类号、批校题跋、版式、装帧形式、丛书子目、书影、破损状况等内
容。Class number, preface and postscript, edition form, bookbinding form, 
book image and damage report.  



（四）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实现国家对古籍的
分级管理和保护。

(D) Establishing national management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national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through forming National 

Catalogue of Rare Ancient Books 
批次

Sequence
收录古籍
Quantity

颁布情况
Promulgation

分类
Classification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The 
First 

2392部 国务院颁布
Promulgated

按时代
By dynasty

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The Second

4478部 国务院颁布
Promulgated

按时代
By dynasty

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The Third

2989部 国务院颁布
Promulgated

按时代
By dynasty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The Fourth

1521部 上报国务院颁布
Being reported

按文献类型
By Publication Type

合计 Total 11380部



前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特点：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4 National Catalogues of Rare Ancient Books : 

• 收录部分类别的珍贵典籍比较完整。如简帛古籍。
• The categories of the rare books are relatively complete, for example silk text. 

编号
Serial Number

出土地题名
Excavated  Site 

时代
Dynasty

类型
Type

藏地
Storage  Facility

00001－00013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战国 竹简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

00014－00029 战国 竹简 上海博物馆

00030－00032 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 秦 竹简、木板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

00033 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 秦 竹简 国家博物馆

00034-00040 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 秦 竹简 湖北省博物馆

00041 湖北沙市周家台30号秦墓 秦 竹简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

00042-00043 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 秦 竹简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

00044－00051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 西汉 竹简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

00052－00061 安徽阜阳双谷堆1号汉墓 西汉 竹简、木牍 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



编号
Serial Number

出土地题名
Excavated  Site 

时代
Dynasty

类型
Type

藏地
Storage  Facility

00062－00072 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 西汉 竹简 山东省博物馆

00073－00076 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 西汉 竹简 湖南省博物馆

00077-00079 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 西汉 竹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00080 甘肃汉长城清水沟东墩烽燧遗址 西汉 木简 敦煌市博物馆

00081-00089 江苏连云港尹湾村汉墓 西汉 竹简、木牍 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

00090 甘肃武威破城子遗址 西汉 木简 甘肃省博物馆

00091－00093 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 西汉 木简 甘肃省博物馆

00094 甘肃武威旱滩坡1号汉墓 东汉 木简 甘肃省博物馆

00095－00117 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 西汉 帛书 湖南省博物馆

02393－02397 武王践阼 战国 竹简 上海博物馆

02398－02400 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 西汉初 竹简 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

02401 西汉 木简 武威市博物馆

09869－09877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

09878－09880 秦代 竹简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09881 199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 西汉 木简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

09882 甘肃天水放马滩五号汉墓出土 西汉 纸质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

09883－09891 西汉 竹简 北京大学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所收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Bamboo sticks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preserv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listed in the 

fourth National Catalogue of Rare Ancient Books 
编号

Serial Number 
题名

Article Title
时代

Dynasty
类型
Type

藏地
Storage  Facility

09868 尹至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

09869 尹诰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

09870 程寤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

09871 保训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

09872 夜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

09873 周武王又疾周公所自以弋王之
志（金縢）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

09874 皇门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

09875 （祭）公之 （顾）命（祭公
）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

09876 楚居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

09877 系年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所收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
Bamboo sticks of Western Han Dynasty preserved by  Peking University listed in 

the fourth National Catalogue of Rare Ancient Books 
编号

Serial Number 
题名

Article Title
时代

Dynasty
类型
Type

藏地
Storage  Facility

09883 苍颉篇 西汉 竹简 北京大学

09884 赵正书 西汉 竹简 北京大学

09885 老子 西汉 竹简 北京大学

09886 周驯 西汉 竹简 北京大学

09887 妄稽 西汉 竹简 北京大学

09888 反淫 西汉 竹简 北京大学

09889 日约 西汉 竹简 北京大学

09890 雨书 西汉 竹简 北京大学

09891 六博 西汉 竹简 北京大学

09892 荆决 西汉 竹简 北京大学



• 其他类别如敦煌吐鲁番遗书和宋元善本，选收了中国大陆地区所藏的精
品，成为《名录》的亮点。

• Light spots of the catalogue: Other documents, such as the fine preserved 
selections of Dunhuang Trupan manuscripts, and rare books of dynasty Song 
and dynasty  in Mainland China.



• 收录类别不断扩展
The categories of documents expand continuously 

• 一至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入选外文古籍概况。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first 4 National Catalogue of Rare Ancient foreign languages Books 
编号

Serial Number
文种

Language
书名

Article Title
年代
Era

收藏地
Storage  Facility

06870 阿拉伯文 古兰经三十卷 十三世纪写本 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街子清真寺

09858 拉丁文 节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德国）雷吉奥
蒙塔努斯著

公元1496年威尼斯印本 国家图书馆

09859 拉丁文 金言集（葡萄牙）曼努埃尔、德萨著 公元1603年日本长崎印
本

国家图书馆

11372 梵文 佛说普遍光明焰鬘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
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陁罗尼

北宋景德二年（1005）
刻本

苏州博物馆

11373 波斯文 玛斯纳维（波斯）鲁米著 公元1610年抄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
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
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11374 拉丁文 反异教大全（意大利）托马斯∙阿奎纳著 公元1473‐1477年威尼斯
印本

国家图书馆

11375 拉丁文 天体运行论（波兰）尼古拉∙哥白尼著 公元1566年巴塞尔印本 国家图书馆

11376 拉丁文 安哲罗全集（意大利）安哲罗著 公元1492年威尼斯印本 国家图书馆

11377 拉丁文 圣事礼典提要（葡萄牙）路易斯∙德∙塞凯
拉编著

公元1605年日本长崎印
本

国家图书馆

11378 意大利文 德里格小提琴奏鸣曲（意大利）德里格
作曲

十八世纪稿本 国家图书馆

11379 古叙利亚文 圣经 存四页 十三世纪写本 敦煌研究院

11380 多文种 法汉蒙满词典（法）孙璋编 公元1758‐1767年稿本 国家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甲骨文情况
An introduction to inscription on animal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from Shang 

dynasty listed in the fourth National Catalogue of Rare Ancient Books 
编号

Serial Number
品名
Title

时代
Dynasty

类型
Type

出土
Excavated Site

旧藏
Earlier Storage

Facility

现藏
Current Storage 

Facility

数量
Quantity

09860 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文 商代后期 龟甲兽骨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刘体智 胡厚宣
郭若愚 罗振玉
孟定生 罗伯昭
曾毅公等旧藏

国家图书馆 34783片

098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藏甲骨文

商代后期 龟甲兽骨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小屯南
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5335片

098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藏甲骨文

商代后期 龟甲兽骨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花园庄
东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689片

09863 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 商代后期 龟甲兽骨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孔德研究所、 龙
榆生、胡吉宣、
潘景郑、 陈器成、
傅高顺等旧藏

上海博物馆 4911片

09864 北京大学藏甲骨文 商代后期 龟甲兽骨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霍保禄、徐坊等
旧藏

北京大学 2929片

0986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藏甲骨文

商代后期 龟甲兽骨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王懿荣、郭沫若、
胡厚宣、 徐宗元、
徐坊等旧藏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1961片

09866 天津博物馆藏甲骨文 商代后期 龟甲兽骨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王襄、陈邦怀、
王福重等旧藏

天津博物馆 1769片

09867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甲
骨文

商代后期 龟甲兽骨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胡厚宣、于省吾
等旧藏

清华大学图书馆 1495片



• 通过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发现了一批过去不为人所知的珍贵典
籍。

• Through registration of National Catalogue of Rare Ancient Books, a great 
number of rare books have been discovered. 

《十三经注疏》 宋刻元明递修本 中国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The Thirteen Classics Annotation,  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and

Yuan Ming Fixed Editi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Library 



《五灯会元》南宋宝祐元年（1253）刻本 私人藏

• Wu Deng Hui Yuan， The First Year of Baoyou period, 
• Southern 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 Personal Collection



扬子法言 宋台州刻本 辽宁图书馆藏

Yangzi Fa Yan, Song Dynasty 
Taizhou Block‐printed Edition, 
Collection of Liaoning Library



称赞大乘功德经 辽刻本 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藏

Cheng Zan Da Cheng Gong Deng Jing, 
Liao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Collection of Yingxian Wooden Pagoda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Office, Shanxi Province



《释量论》 元刻本 西藏博物馆

• Shi Liang Lun, Yuan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 Collection of Tibet Museum



（五）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完成一批古籍书库的标
准化建设，改善古籍的存藏环境。

(E). ). Through the Nomination of “National Key Protection Units of 
Ancient Documents” , many book storage rooms for ancient books 

have been installed according to relative standards and the 
environment of ancient book storage rooms has been improved. 

批次
Sequence

数量
Quantity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The First

51家

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The Second

62家

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The Third

37家

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The Fourth

推荐16家

总计 Total 166家



• 五年来，50％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收藏机构建成或正在建设设
备设施齐全、符合标准的古籍新书库。其他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改
善了古籍保护条件。

• In the past 5 years, half of the National Key Protection Units of Ancient 
Documen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or establishing new book storage room 
with comprehensive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The rest of units 
have already improve book storage room environment.



• 首都图书馆古籍书库 黑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

• The Ancient Books Stacks in The Capital Library                                                      The Ancient Books Stacks in the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library       



（六）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加强古籍修
复工作和基础实验研究工作，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

(H) Through training preservation experts and strengthening 
conservation work for ancient books and basic experiment research, 

a complete ancient book system could be gradually formed. 



• 开办古籍修复、编目、鉴定、保护、管理等方面的基础和提高培训班。

• Organize ancient books basic and advanced training in areas as preservation, 
catalogue, evaluation,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 第三期全国碑帖鉴定与保护研修班

• The Third Training Senior of Appraisal  and Conservation on Rubbings



学员在修复培训班上认真学习

• Study in the Restoration Training Seminar



• 高等院校开始建立古籍修复和保护专业或专业方向，培养本科生和研究
生。

• Setting up departments in the area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 探讨建立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和任用机制。

• Establish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preservation experts system and of the 
mechanisms for the appointment and use of experts.

•



• 其他专项工作：Other special projects:
• 西藏和新疆古籍保护专项

•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project in Tibet and Xinjiang 

•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中华医藏》和《中华珍贵古籍史话丛书》的
编纂出版工作

• Editing and Publishing of Chinese Rare Books Reproduction sequel, Chinese 
ancient medicine book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are ancient books Series



三、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近年新设立的专题项目
C. New subject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Project

in recent years 

• （一）古籍保护法规建设——《古籍保护条例》的撰写编制工
作。

• (A) Laws and regulations‐‐‐‐‐ Compilation of the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Regulation 



• （二）古籍数字化
• (B)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 工作重点：

• Core mission:

•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重要古籍的数字化工作。

• Digitization of the important documents in the National Catalogue of Rare 
Ancient Books



• （三）海外中华文献典籍合作保护项目

• (C)The plan for collaboration with overseas institutions to 
preserve their Chinese collections

• 主要内容：Main objects:

• 开展海外中华文献典籍存藏情况调查，出版馆藏目录。

• Conducting overseas survey on China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 and 
Publishing Catalog.



• 与海外公私藏书机构合作开展中华文献典籍的数字化工作。

• Digitizing Chinese ancient books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overseas  public 
and private libraries.

• 在此基础上，探讨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

Attempting diverse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 北美地区合作模式：The cooperation pattern in North America:

• 北美有中华古籍收藏的单位联合开展古籍目录编纂工作。

• Collaborative ancient book cataloging between agencies with Chinese 
ancient book collections in North America.

• 根据遴选目录，双方合作开展馆藏古籍数字化工作。

• Digitaliz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according to the catalogue from both 
side.



• 建议中国和北美各合作单位每年举办一次合作会议。

• Suggestion: An annual seminar on cooperation for China and U.S. participant 
institutions 

• 设立一种人员交流机制。

• Establishment of a personnel communication system.



谢谢聆听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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