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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图馆藏古籍插图数据库建设概述

刘乃英(首都图书馆 ,北京　100021)

　　[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古籍插图的检索利用价值和首都图书馆正在建设的古籍插图数据资源库的基本内容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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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插图由来已久。所谓图书 ,古为图籍与书籍的合称 ,由此可见图与书的紧密关系。插图的内容和作用通常

是与书籍的内容相关联 ,但古籍插图绝不仅仅是附属于书籍本身的图画 ,其自身也有不可低估的研究和利用价值。

以插图的功用来划分 ,中国古籍插图大致可以归结为三大类。一为装饰类插图 , 如经卷扉页画等 , 此类插图数量相

对较少。二为说明示意类插图 ,主要见于琴棋书画 、考工 、农医 、兵器 、金石 、天文 、地理等类典籍。对于此类书籍的内容 ,

图象比文字有更直接的揭示作用 ,例如宋刊《六经图》 、《营造法式》 、明刊《便民图纂》 、清刊《皇朝礼器图》 、《耕织图》等等 ,

其中的图与文字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有时甚至比文字更为重要 ,不可或缺。所谓文不足以图补之 , 图不尽而以文释之。

第三为艺术欣赏类插图 ,主要见于小说 、戏曲 、人物 、画谱等等书籍中。这类插图通过艺术形象和情节传达人情世态 、风

俗习尚 ,是古籍插图中最具有艺术价值的部分 。尤其是明清戏曲和小说插图 ,大多请名家创稿 , 由高手镌图 , 艺术境界已

达到很高的水准。例如较为著名的陈洪绶绘图明本《西厢记》 、仇英补图《列女传》等 , 都是中国版画艺术史上的精品之

作。此类插图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其不依附于文字阐述也能表达鲜明的艺术风格。因此 ,古籍插图是中国美术

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说明示意类插图具有更多的文献内容检索价值 ,而艺术欣赏类插图

则更富有独立的艺术鉴赏意义。

古籍文献浩若烟海 ,各类典籍中都有相当一部分附有插图 ,而这些图像在一般书目著录中不做单独著录和标引 , 因

此使用者无法直接检索到需要的图像内容。致力于插图史研究者则全靠逐一翻检 , 手工搜寻隐没在茫茫书海之中的插

图。不仅难以穷尽图书 ,遍观得全 , 而且无法分类归纳 ,系统研究。因此 , 将这些分散且深藏秘库的古籍插图 , 以建立数

据库的方式系统整理汇集起来 ,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基于对古籍插图使用研究价值的认识和文献数字化技术

可以最大限度地揭示文献图像内容的特点 ,我们设计并开始建设首图馆藏古籍插图数据库。

数据库由插图全文影像和对象规范著录标引两部分组成。 插图影像 , 以 600dpi精度对图像进行数字化扫描加工 ,

以保证图像的高清晰度。图像著录标引的内容则包含 16项:

1.图题名(插图原有题名或自拟题名)

2.图责任者和责任方式(绘图者 、镌刻者)

3.成图方式(指“木版画 、铜版画 、手绘 、影印 、照片 、其它”六种方式)

4.图颜色(包括“黑白 、彩色 、单色”三种)

5.图尺寸(版框大小或图像尺寸)

6.图像类别(包括“风景 、人物 、建筑 、家具 、器物 、动物 、植物 、服饰 、游艺 、宗教 、地理 、小说情境 、戏曲情境 、社会生活 、

诗图 、工技 、农艺 、军事 , 其它”等十九类)

7.图像内容年代

8.绘制年代

9.内容主题

10.人物主题

11.地域主题

12.说明文字(说明 、提要)

13.母体文献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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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母体文献著者

15.母体文献版本 、年代 、卷页(插图出处)

16.母体文献索取号(馆藏书号)

以上各项均可以可控方式进行检索。读者可以通过插图题名 、责任者 、分类 、主题 、成图方式 、绘制年代 、母体文献等

多种途径进行检索 ,找到各自需要的插图 , 并直接进行浏览和下载。这对于检索 、整理和研究古籍插图 ,将会提供极为便

利的捷径。

首图馆藏古籍插图数据库的图像内容涉及历史 、文学 、艺术 、哲学 、社会 、科技等各个门类。考虑到古籍中的插图数

量很多 , 但比较分散 , 我们采取分门别类进行建库的工作方式 ,首先从插图集中和艺术价值较高的部分开始做起 , 如小

说 、戏曲 、社会生活等几类 ,目前已初具规模。一期目标将加工插图数据一万条 ,预计于明年初完成。

首图馆藏古籍插图数据库建设的文献资源目前主要以首都图书馆藏书为基础。首图的古籍藏书达 43 万册 ,其中明

清戏曲小说是首图古籍藏书的特色 ,馆藏有大量珍稀版本的戏曲 、小说插图 , 这一时期正是古籍插图发展的鼎盛时期。

此外馆藏还有大量影印古籍 ,以及一直不为人们重视的清末石印古籍精美插图 。这些构成了古籍插图库图像的丰富来

源。在完成馆藏文献插图的加工之后 ,我们还将进一步扩展到馆外资源进行收集加工 ,使古籍插图库的规模继续扩大完

善 ,逐步汇集成一个内容丰富的图像资源库。使用者将可以通过局域网和因特网非常便利地检索和使用所需要的各类

古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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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库建设中的相关因素

数据库建设中涉及的因素有很多 ,如人员素质 、文献资源 、资金 、计算机软硬件 、数据加工 、协作关系等。在诸多因素

中 ,人员素质 、数据来源应视为主要因素。

①人员素质

人员素质是影响数据库建设最直接的因素之一。人员包括地方文献专业人员和数据库技术人员 , 地方文献专业人

员在地方文献数据库选题 、建设方案 、文献选取 、文献标引等工作中举足轻重。地方文献专业人员作为数据库建设的主

体人员应具备较高专业素质和思想素质。数据库技术人员是地方文献数据库得以实现的技术保障。因此应该对参加建

库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进行上岗考核 , 确保各项工作规范化。

②文献资源

文献资源是数据库建设的首要条件因素之一 ,缺乏文献资源支持的数据库建设是无源之水 ,无米之炊。地方文献数

据库建设分为书目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或称对象数据库 ,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数据库都离不开文献资源的支持。具备地

方文献专藏系统的单位可以本馆资源为主体来源 ,同时加强对社会其他文献资源中地方文献的检索和梳理。未建立地

方文献专藏的单位首先根据地方文献工作原则和标准 , 通过书目控制理顺和检全文献资源 ,做到心中有数。做好建库的

前期准备工作 ,最大限度的提高数据库的完整性 、系统性 、权威性。

图书馆数据库建设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 ,地方文献数据库由于受地方文献特殊性的影响就更是复杂。因此在建

设地方文献数据库时 ,应就其建设目标 、社会需求及相关的诸多因素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以求获得最理想的结果。

网络环境下数据库技术使地方文献的利用和传播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 社会信息用户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呈现

出较高渴望 ,人们对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而地方文献数据库工作也作为衡量图书馆工作的一项重要

指标纳入图书馆工作考核之中。所有这些都给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勤于思考 、认真对待 ,深入

研究和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将是地方文献工作者们今后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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