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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从古医书中获得提取青蒿
素的思路获诺贝尔奖，让人意识到古
籍中蕴含着惊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对古籍的整理、保护和利用，就
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与传承中华文脉和
传统文化。

然而，经历了数千年的古籍是如
此脆弱，经不起翻阅等直接接触，绝
大多数都存放在库里，连专业研究者
都很难看到。保护，就难以利用；利
用，就很难充分保护。现代数字化技
术的出现，才让这对矛盾迎刃而解。

至此，我们方能了解 2019年 11
月，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组织第四次古籍数字资源共享联
合发布的价值——全国20家单位在线
发布数字资源 7200 余部 （件)，全国
古籍数字资源发布总数已超过 7.2万
部，普通读者也可以和研究者一样在
网上免费共享古籍数字资源。

古籍数字化有多重要？目前中国
的古籍数字化处于什么状况？本文试
图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数字化带来古籍重新发现

对搞文史研究的人来说，占有独
家资料几乎意味着初步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说，古籍数
字化带来了古籍发现的新时代，数字
目录和古籍全文发布后，我们可能无
意中就发现重要的研究素材。过去我
们只知道大的馆藏，其实很多小馆藏
着珍贵的古籍。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说，
因为有了数字化古籍，北京大学教授

张丽娟和一位年轻人在国图收藏中发
现了过去不知道的十行本 《尚书注
疏》 的元刊原印本和杨复 《仪礼图》
元十行原印本。元十行本，清代以来
用的都是明代历次修版，原印本的发
现甚至会改变原有的结论。

荣教授希望古籍数字化工作更多
地跟学术界沟通，根据需要决定哪些
古籍先发布。比如做海上丝绸之路研
究，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地方图
书馆馆藏家谱变得重要。如果国家优
先支持开展这类古籍的数字化，将帮
助我们占据学术制高点。

古籍数字化关系文化命脉

数千年遗存下来的古籍如浩瀚之
海。据统计，仅汉文古籍品种就超过
20万种，版本超过50万种。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提
出，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
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图书馆 （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 负责摸家底、古籍

修复和保护，新闻出版署下辖的相关
出版社负责影印出版，全国高等院校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负责古籍的
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数字化浪潮改变了固有的秩序。
古籍普查在线上登记，阅览在网上免
费共享，数字化替身保护了图书原
件。如果不拘泥于物质形态只考虑文
化内涵，数字化甚至可以看作是流落
海外珍稀古籍另一种形式的“回家”。

荣教授是研究敦煌学的，当国内
出版社为海外收藏的敦煌文献做黑白
图录时，1994 年，英国已经开始做 IDP

（数字化的国际敦煌
项目），将英、中、
俄 、 日 、 德 、 法 、
韩所藏敦煌古文献
的数字化资源汇聚
到英国，全世界的
研究者共享。荣新
江惋惜我们动手有
点 晚 ：“ 在 ‘ 十 三
五’古籍出版规划
讨论的时候，各出
版社都在策划要出
多 少 整 理 本 古 籍 。
我提出，为什么不
搞古籍数字化，将
国家用于古籍整理
的经费支持数字化
整理？”

他认为，古籍数字化关系到国家
的文化命脉，国家应该设立专项基
金，支持更大规模的数字化。

多头掘进 对接贯通

国家图书馆在古籍数字化方面起
到了带头作用。2016年，作为“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阶段成果的“全国古
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正式上线，
包括书名、著者、版本年代、册数存
卷的数据一目了然。

同年上线的“中华古籍资源库”
备受读者欢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
志清说，因为拥有原版扫描的清晰数
据图像，2016 年点击率增长了 1000%，
2017 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 100%，2018
年，过去排在地方志、中文图书、民国
期刊之后的老四“中华古籍资源库”，
页面浏览跃居第一位。

中华书局则利用已出版资源做古
籍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
了中华书局及其他出版社正式出版的
整理本古籍图书，资源涵盖经史子集
各部，包含二十四史、通鉴、新编诸
子集成、十三经清人注疏、史料笔记
丛刊、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佛教典籍
选刊等经典系列，并提供便捷的阅
读、查询、文献征引等服务。“西南
联大数据库”“中华文史工具书数据
库”“中华文史学术论著库”“海外中
医古籍库”“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
之外，他们向外拓展，又设立了“木
版年画数据库”“中华石刻数据库”。
其中宋代墓志铭数据库为全国第一个
在线出版的数据库。

上海图书馆是古籍收藏的大户，
目前公益性发布馆藏 8000 余部家谱、
470 余部珍贵古籍。考虑到本馆影像
资源丰富，但缺乏可以研究的文本资
源，于是采用了“众包”模式，发动
社会大众、志愿者参与馆藏文献的整
理和研究，利用大家的知识盈余去共
创价值。

热盼统筹 无远弗届

所有研究者都渴盼的支持检索的
全文字识别，需要花费的精力和金钱
都很巨大，每本书都是一个小工程。

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窦天芳提
出，高校图书馆各自将其保存的古籍
数字化，是否有重复投入？能否国家
统筹？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数字化资源
而且是数据化资源，文本可检索，能自
由提取人物、地点、家谱、地理信息、当
时的经济状况等信息，这种方式将带
来新的研究方法。说到底，就是要将
古籍资源库变为古籍知识库，让社会
大众很容易地识别、了解、利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少川建议，
在目录学书目著录上，应考虑增加新
的分类，收录一批流通广泛、使用频
繁的优秀古籍数据库，如“中国基本古
籍库”“瀚堂典藏”“国学宝典”等应属
于多功能综合古籍电子丛书；而像敦
煌、家谱、方志等特色数据库，则应属
于专类古籍电子丛书。数字古籍这一
新品种，也应纳入古籍普查、保护的范
围，这也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如
果联合发布后，能形成全国上线数字
化古籍的联网，甚至可以链接到全球
中华古籍的信息，那就更好了。

古籍数据库用户艾俊川说，数字
化是对古籍高效、永久的保存。古籍
化身千百，不仅造福学者，也让业余
文史爱好者方便使用，功德无量。

《史记的读法》（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书名老老实实地
陈述了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希
望大家关注一种在今天似乎变
得愈来愈少见的读书法，那就
是透过书去接近、体会一颗伟
大的心灵。

了解司马迁的心灵结构对
于解读 《史记》 来说是相当重
要的。《史记的读法》认真用心
地读司马迁留下来的 《史记》
这本书，不是为了研究汉代的
历史，不是为了享受好看的故
事，更不是为了考据书中内容
的对错，而是为了认识司马迁
这个人——他的思想、他的人
格，他对于什么是“历史”所
提出来的观念，他对于史学家
任务与角色的执着态度。

司马迁有着独特的人格，
他在生命的关键时刻做出了独
特的选择。当所有人都大骂李
陵时，他会坚持说出自己所相
信的是非；被处以最侮辱的宫
刑，他会决定为了将 《史记》
写完而忍辱活下来。

书写历史并不是简单地罗
列事件。他给予自己的任务，
是全面整理当时所知道的人类
经验，给予这庞大的材料一种
可以掌握的秩序，进而能彰显
出其中的道理。那道理绝对不
是成王败寇，而是人活着有各
种不同的价值追求。不同的人
以不同方式去追求，因为目的
与手段间的差距、个人意志与
时代环境的互动，得到或成功
或失败的结果。作为一位历史
学家，司马迁清楚他该用什么
标准和逻辑来架构通篇，才能

“成一家之言”。
我们想了解历史的根本原

因，是我们想要了解人的行为
是受什么动机、心理和观念影
响，而这些行为在历史上产生了
什么样的结果。司马迁用本纪来
断代并展开该时代的主要政治事
件，只是因为方便，书和表在

《史记》 中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
的。只读几篇本纪和列传，就无
法看到司马迁搭建的整个架构。
故事只能传递非常狭窄的历史经
验，光听故事不能从历史里学到
真正的智慧，被整理的中国传
统，要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

我深信这些内容对今天的读
者很有帮助。司马迁想了我们想
不到的，像如何判断一个社会中
值得被关注、被记录的人？在帝
王将相之外还有什么人是重要
的？为什么？刺客重要吗？游侠
重要吗？还有，做买卖甚至算命
的人重要吗？

什 么 叫 “ 究 天 人 之 际 ”？
“天”是巨大的、集体的和外在
的力量，是个人没有办法转移
的。一件事情的成功，哪些部分
属于“天”的，哪些部分才归于
人的努力？他甚至坚持历史内部
的一种正义感，甚至可以说是对
抗“天”或命运的。在“天”那
里没有真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好人常常被误会被冤枉，坏
人却被阿谀被美化。如果光依靠

“天”，我们要如何坚持做好事当
好人？所以，正义必须有人的努
力。做一个史家，要替那些被误

会的人平反，要拨开谎言，更要
将许多大家忽略遗忘的善行美德
保留下来。

依靠家世的积累，大汉帝国
所提供的建设基础，年少时展开
的壮游，还有担任太史令能得到
的文献资料，司马迁获得了成为
一位史家的难得准备，他自豪、
他珍惜、他确定自己必须对得起
如此难得的机会。那不是个人意
义上的难得，而是全体人类经验
上的难得。

容我不夸张地强调，古往今
来只有这么一个司马迁。而何其
幸运，2000 年之后，我们竟仍
然可以深切认识这个司马迁，因
为他留下了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

《史记》。仔细阅读《史记》的完
整内容，仔细比对不同篇章的安
排与写法，司马迁的思想、观
念、人格、执着就穿越时空显影
浮现了。

《史记的读法》 试图告诉读
者有这样一种读法，将作品视为
引领我们接近作者心灵的线索，
认真看待每一条线索。《史记的
读法》试图传递给读者这样一种
态度，有时候藏在书里的作者比
书本身更重要更伟大。

当然，这只是关于 《史记》
众多不同读法中的一种。这种读
法或许也可以运用在《史记》以
外的其他书籍上。（作者为著名
作家、文学评论家）

中国哲人先贤对语言的思考，
至少有2000多年历史。

《论语》的“正名”、《荀子》的
“约定俗成”，都包含了对语言本质
的深刻认识。在汉代，《尔雅》、扬
雄 《方言》、许慎 《说文解字》、刘
熙 《释名》 等早期语言文字学经典
群星闪耀。

但研究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
的阶段，要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 70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书，从
三个阶段归纳 70 年发展主脉及推动
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对文化教育高
度重视，扫盲和提高干部群众语文水平的需求
直接推动语言文字研究。

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请大家注意文
法》，报刊上相继推出吕叔湘等人的《语法修辞
讲话》《语法讲话》，学术期刊进行多场语法大
讨论，浓郁的语法学氛围，深化了对汉语语法
特点的认识。

当时文字改革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
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汉语
规范化，推动了语言学诸领域的研究。修订完
善后的 《汉语方言调查字表》 成为使用至今的
标准方案，推广普通话和拼音促进语音研究；
确立普通话词汇规范，促成经典 《现代汉语词
典》 的诞生，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简化
汉字促成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

以王力的 《汉语史稿》 为标志，历史语言
学观念使原先静态的古汉语研究，发展成揭示
几千年发展规律的汉语史新学科；音韵学从难
懂的“绝学”，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
现代学问；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拓
展到词汇和语法研究。

改革开放对语言文字学术最直接的推动，

是开放健康、全面均衡的学术生态，这是学术
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高考制度恢复，为语言学提供人才保障。
《中国语文》等两三种期刊发展为约20种核心期
刊的方阵。中国语言学会于 1980 年成立，文
字、音韵、训诂、修辞、方言、世界汉语教
学、辞书等各分支学科纷纷成立学会及下属分
会，广大学人恢复了自主的学术生活。

理论方法的引进和运用，使国际前沿的功
能-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学说、语言类型学、语
言接触等的研究范式成为汉语界的显学。

形式语言学得到深入研究，历史语言学、
地理语言学使汉语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研究更具
系统性和多维性。音韵、训诂通过与历史语言
学融合，成为探究汉语发展大势的现代学科体
系；文字学从具体汉字解析上升到系统的汉字
构形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
学科成为研究热点。信息技术催生了计算语言
学的形成发展，同时反哺语言学本体，促进了
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
建设。

1985 年国家语委成立后，中国语文政策更
加追求和谐合理的语言文字生活。语言规划、

语言战略、语言资源等领域得到重
视，2000 年通过了 《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

进入21世纪，语言文字学诸
多领域与国际前沿同步推进。

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
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等都
有优秀成果涌现，普通语言学意识
大为提升。

语言学界探求语言规则背后
的心理机制，重视儿童语言获得
规律；心理学界关注语言文字产
出和理解机制，重视儿童语文能
力的发展过程，二者共同提升了

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脑神经科学，包括核
磁共振成像、眼动仪等新技术引入，语言文字
的认知心理机制得以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
以不同方式参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建设。
语言文字研究日益倚重语料库的量化优势，以
基因技术结合大数据语料探求久远的语言谱系
关系。

近年来，“语言库藏类型学”“高级版本的
意 合 语 法 ”

“ 新 描 写 主
义 ” 等 理 论
探 索 ， 已 引
起 国 际 关
注 ， 有 望 成
为 中 国 学 者
对 普 通 语 言
学 的 贡 献 。

（作者为中国
社科院语言
所所长、《新
中国语言文
字 研 究 70
年》主编）

本报电 （小 章） 大学通过监测
饭卡悄悄资助贫困生；街道商借停车
场解决胡同停车；社区规划老楼区

“被服晾晒区”；交通部门在路口设机
动车右转红绿灯，人车无争……

从柴米油盐到生老病死，这些生
活中的小事对百姓来说可能比天都
大，不解决会造成社会内耗，影响百
姓的幸福感。

中国青年出版社近日推出的《超
期待》 借图书形式，整合过往报章，
对社会焦点问题再发声。该书作者王
力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的决
策咨询专家，曾向联想、用友、伊
利、希望工程、中华慈善总会等提供
外脑服务。如今他转型为政府做智库
服务，敏锐观察到政府解决民生问题
做实做细的事例，希望能普及推广，
处处都能从“顺应人民的期待”到

“超越人民的期待”。他说，以人为本
是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延伸，深化需要
科学，细化需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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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文化传承之根守护文化传承之根
——中国古籍数字化现状扫描

本报记者 张稚丹

《超期待》 超幸福《超期待》 超幸福

语言文字学的

70年历程
刘丹青

语言文字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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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绳 绳） 波兰前副总理、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转型与发展政策
专家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的新作

《中国能否拯救世界？》（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 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

该书从经济与安全、亚洲各国
经济发展比较、人口与货物、资本
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
独特性等视角，得出了理性、客观
的结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塑

造未来世界的理想面貌，限制日益
加剧的全球性威胁，同时降低经济
及各个领域的灾难性风险……中国
可以帮助世界前行。”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
长胡必亮认为此书具有客观性、理论
性、创新性及深刻性，作者关于中国
走了一条独特的“中国主义”道路的
提法令人耳目一新，其开阔的视野和
生动的文笔让此书颇具可读性。

中国经验助力世界发展中国经验助力世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