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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 意义］哈佛图书馆是世界上馆藏体量最大的学术图书馆，其特色资源更是广博浩瀚，

类型繁多，堪称世界范围内学术图书馆特色资源的样本和标杆。国内尚缺少对哈佛图书馆特色资源体系
的系统性研究，文章对其进行梳理与分析，不仅可以让国内同行更为全面地了解哈佛图书馆的特色资源，
更可以为我国学术图书馆的特色资源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 / 过程］文章综合运用实地调研与访谈、
文本分析、网站内容分析等方法，从特色资源管理、特色资源服务、特色资源系统、特色资源处理准则、
特色资源保护与修复、特色资源当前重点项目这六个方面，全面分析哈佛图书馆特色资源体系的主要构
成、现状与特色。［结果 / 结论］通过研究发现，哈佛图书馆的特色资源已经形成集管理、服务、系统、
规范、保护与前瞻项目于一体的完整而成熟的体系，得以保障特色资源对教学研究与文化传承的长期可
持续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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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①

在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中，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哈佛图书馆 ，无疑是熠熠生辉的学术资源
宝藏。作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学术图书馆，哈佛图书馆正在迈进它的第四个百年。从大学创
办伊始，图书馆就与特色资源息息相关。1638 年，得益于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文学院
毕业生约翰·哈佛先生 400 册图书和一半家产（约合 796 英镑）的遗赠，哈佛图书馆在此基
础上建立。1639 年，为永久纪念约翰·哈佛先生，学校由“剑桥学院”更名为“哈佛学院”。
1780 年，哈佛学院被马萨诸塞州议会升级为哈佛大学。类似的案例也发生在耶鲁大学。1701
年，部分哈佛毕业生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镇建立康州联合学院。1718 年，为感谢英国商人
* 本 文 系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质 量 效 益’ 视 阈 下 图 书 馆 服 务 创 新 动 力 及 常 态 化 发 展 模 式 研 究”（ 项 目 批 准 号：
16BTQ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郭晶（OCRD：0000-0001-8185-7003），女 ,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博士，哈佛大学 2018
年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建设，Email：jguo@lib.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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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休·耶鲁对学院的慷慨捐赠——价值 562 英镑的货物和 417 本图书，学院改名为“耶鲁
学院”［1］，即耶鲁大学的前身。在那个图书极为稀缺的年代，这些赠书既为大学图书馆奠定
了早期的馆藏基础，也为大学的教学提供了最初的信息资料保障。这些创校早期的赠书发展
至今，都成为该校图书馆最早一批特色资源。
在哈佛图书馆丰富的馆藏中，独一无二的特色资源尤其值得研究和关注。这些特色资源既
可以支持相关研究与教育的开展，又是一所图书馆独具魅力的学术象征与文化名片。截至 2017
年，哈佛图书馆已经有 4 亿件手稿、1 000 万张照片、1 000 万个缩微胶卷、100 万张地图［2］。
在这里能看到中国秦代到元朝的拓片，公元 15 世纪的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荷马的
“奥德赛”（Odyssey）存片，以纸莎草为载体的文献，被誉为“美国精神之父”的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编撰的期刊，战争期间幸存、尚可见弹痕的羊皮书，世界上签发的第一本护
照，以及大量名人巨匠如鲁迅、茅盾、培根、拜伦、塞万提斯、但丁、莎士比亚、狄更斯、海
涅、哈代、卢梭、席勒、雪莱、蒙田、林肯等人的专题档案或手稿文献、著作签名本……可以
说，每一件特色馆藏，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见证着中西方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哈佛图书馆也
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特藏及档案资源，支持全球范围的学术研究，与教师和学生共同设计开发
课程，鼓励学生以此为题完成相关作业和项目，支持教学活动的开展［3］。哈佛图书馆的特色资
源珍籍琳琅，类型繁多，是很值得研究的学术图书馆特色资源样本。与其庞大的体量规模与学
术影响相比，国内对哈佛图书馆特色资源的研究可谓少之又少。笔者利用在哈佛图书馆访学的
机会，从哈佛图书馆特色资源管理、服务、系统平台、规范政策、修复保护、当前重点项目这
几方面进行研究，梳理出哈佛图书馆特色资源体系框架的概貌，为国内同行提供参考借鉴。

1

特色资源概况

哈佛图书馆在 2018 年年底推出了一项特色馆藏介绍展览，正如其在序言中所概括的：从 16
世纪的手稿到 17 世纪的宪法会议记录，从 18 世纪的航海日志到 19 世纪的照片，从 20 世纪的科
学发现到 21 世纪的网站、视频与音频等，哈佛图书馆的特色资源可谓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更
何况由于其建校时间久远，其馆藏藏书所跨越的时间和语种，尤其包括大量的作者签名本，也是
一大笔独有的资源，更遑论专门建造的各个特藏资源图书馆。在哈佛图书馆体系所辖的 73 个分
馆（其中少数为在线图书馆或专题馆藏）中，至少超过 30 个都有为数可观的特色资源。规模较
大、体系较为完整的特色资源主要分布在八个图书馆中，分别是霍顿（Houghton）图书馆、哈佛
地图馆藏、哈佛档案馆藏、哈佛剧院馆藏、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艺术图书馆、哈佛音乐图书馆
和威德纳（Widener）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特色资源具体信息见表 1。
这些图书馆特色资源类型多样，包括各个时期的中外文善本甚至孤本、手稿、照片、书画
版画、日记、简报、个人及事件专档、名家尺牍、传单标语、音视频资料等。哈佛图书馆对于特
色资源建设和服务的重视，最明显的标志是建成北美第一座专门存放西方珍稀馆藏的霍顿图书
馆，由此开始对特色资源实行专门管理与服务。作为哈佛大学最重要的特色资源和西文善本图书
馆，该图书馆于 1942 年 2 月 28 日开放，被当时的《纽约时报》誉为“读书人的梦”（book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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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纽约先驱报》论坛一位作者称其建成开放是“对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肯定”（an affirm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studies）［4］。
表 1 哈佛图书馆主要特色资源分布情况
特色馆藏地

霍顿图书馆

特色资源简介

创建时间

哈佛最主要的善本特藏收集场所，北美第一座西文善本图书馆。藏品年代最早可追
溯到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1600 年，从纸莎草（84 件）、早期的彩绘手稿到早
期的印刷书籍（109 种摇篮本）。尽管对西方语言和文化的重视程度很高，但这些
藏品在阿拉伯语、印度语、波斯语和叙利亚语的手稿中也很受欢迎。特色资源还包
1942 年
括 1600 ～ 1800 年大西洋世界、欧洲和美国的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历史的手稿
和图书，1800 年后以欧洲和美洲的文学和历史为重点的手稿、书籍、照片和流行
文化资料，以及阿拉伯语和印度语手稿。其他领域包括俄罗斯革命、出版历史、音乐、
哲学等

哈佛地图馆藏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地图馆藏，已有 200 年历史，藏有数十万件珍稀地图

1818 年

哈佛档案馆藏

拥有近 4 个世纪的资料，是哈佛大学机构档案和哈佛大学教师个人档案以及学生、校
友、哈佛附属机构和其他相关主题的主要储存库。从 17 世纪的契约到 21 世纪的网站，
档案中的藏品包括超过 5.1 万英尺的大学记录和出版物、个人和教师档案以及相关的
历史材料，包括纸质信件、会议记录和报告、照片、电影、录音录像和电子文件。这
些藏品记录了哈佛大学的知识、文化、行政和社会生活，反映了该大学在全球范围内
的影响力

/

哈佛剧院馆藏

主要收藏有关表演艺术中重要人物和机构的历史材料，包括戏剧，舞蹈和芭蕾舞，歌
剧和音乐剧，各种形式的流行娱乐如魔术、哑剧、木偶戏、马戏团和户外戏剧。收藏
大量的珍稀书籍、手稿、信件、合同和文件、乐谱、漫画、专辑、节目海报、游戏文
本和剧本、奖章、门票和通行证、剪报和小册子等

1901 年

哈佛燕京图书馆

收藏中文善本书 4 000 余种，日本和韩国的善本各 3 000 余种，宋元本 30 种，明刻
本 1 433 种（不包括复本），其中 77 部为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被禁毁的“禁书”。 1928 年
此外还有大量手稿和抄本

哈佛艺术图书馆

世界上从古代到现代艺术、建筑和视觉文化研究的主要图书馆之一，为艺术、建筑、
摄影和装饰艺术史上的所有领域提供研究和课程支持。收藏了 2 600 份东亚拓片，其
中大部分来自中国。这些拓片是由古代石碑、墓碑、石碑上的佛道经，以及青铜器、
1895 年
玉器、陶瓷、墓砖、屋瓦上的铭文和图案制成的。藏品中用于拓印的物品可以追溯到
秦朝（前 221 ～前 207）至明朝（1368 ～ 1644），这些文献对于中国历史、传记、金石、
佛教和道教艺术、美术和书法的研究都很有价值

哈佛音乐图书馆

收藏的书籍、乐谱、期刊和录音录像对各种音乐学科的研究提供支持，包括历史音乐
学、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作曲、历史表演实践。馆藏包括丰富的莫扎特音乐作品
的第一份手稿和早期版本，还包括超过 400 件已经绝版的出版物。另外，也收录了威
德纳图书馆从 1870 年开始收藏的 27 725 本图书和乐谱，音乐藏品系从 1898 年开始
收藏的 8 000 多首乐谱和书籍等

1956 年

哈佛的旗舰图书馆，是为纪念在泰坦尼克号游船罹难的哈佛 1907 级学生 Harry
Widener 及其父亲，由 Harry Widener 的母亲捐资建设而成，里面收藏了大量 Harry
Widener 的个人藏书，包括古腾堡圣经

1915 年

威德纳图书馆

注：哈佛图书馆特色资源总量：4 亿件手稿，1 000 张照片，1 000 缩微胶卷，100 张地图……
信息来源：哈佛大学图书馆门户网站（http://library.harvard.edu/）与哈佛大学维基百科（https://wiki.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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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色资源体系

根据笔者的调研、走访、梳理和分析，哈佛图书馆的特色资源体系主要由五部分构成，分别
包括特色资源管理、特色资源服务、特色资源系统、特色资源规范、特色资源保护与修复（如图
1 所示）。其中，特色资源管理指引着这块业务工作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方向；特色资源服务则挖
掘和体现独有资源对于教育和研究的价值；特色资源系统确保资源组织管理的有序、长期可持续
发展，并不断提高服务效率；特色资源规范从数据管理、迁移、存储、组织等各个方面提供操作
准则；特色资源保护与修复则承担着“馆藏医院”的职责，以专业化的设备、方法和大批专业馆
员，保障大量珍稀资源可以代代相承，保护着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

图1

2.1

哈佛图书馆特色资源体系总览

特色资源管理

哈佛图书馆的特色资源是其最富有学术与文化价值的宝藏，在其上层管理架构中，专门有
一块特色资源的业务范畴，目前由 Thoms Hyry 负责。另外，各个分支图书馆也有相应的特色资
源业务部门或者业务岗位。为了筹措用于馆藏与特色资源建设的经费，在哈佛图书馆的捐赠体系
中，专门有用于特色与善本资源的类目。整个哈佛图书馆还专门成立“特色资源与档案理事会”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Council），牵头研究和推进与特色资源有关的工作。在哈佛图
书馆 2016 ～ 2021 年中长期规划所列出的五方面建设重点中，馆藏与内容建设中涉及特色资源服务
的内容值得关注，这个中长期规划中提及除了要提供用户需求驱动的特色资源数字化服务，在原
生数字档案建设方面，哈佛图书馆也在大力推行。2018 年春季学期，哈佛图书馆确定了 2019 年
度四项优先发展计划，分别是：第一，通过新的馆藏策略，包括获取数字资源，进一步提高信息
的可获得性；第二，在纸本和电子资源方面，进一步扩大与 Ivy-Plus（常青藤）机构的合作，缩
减馆藏存储成本；第三，培养面向 21 世纪大学图书馆的馆员技能，确保工作人员能力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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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性；第四，提高对特色馆藏和独有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可见，特色资源建设和利用始终作为哈佛图书馆的优先工作在推进。正是自上而下的管理规
划与顶层设计，确保了哈佛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与利用的深度与可持续发展。
2.2

特色资源服务

哈佛图书馆对特色资源对学术研究的支持服务非常重视，除了为到馆读者提供服务，在数
字图书馆时代，更有计划地将大批特色资源进行数字化，以便为全球研究社区和研究者提供访问
和服务。在哈佛图书馆门户网站有档案发现系统，通过该在线系统，可以在线检索和浏览分布在
哈佛图书馆不同馆舍、已经数字化供全球学者检索的 30 个特色资源和档案存储库［5］，包括至少
7 582 个专题特藏资源和档案库。在线特色资源总量较多的有霍顿图书馆，有 3 105 个专题特藏
库；斯莱兴格（Schelesinger）女性研究图书馆，有 1 594 个专题特藏库；贝克（Baker）商学院图
书馆，有 806 个专题特藏库；哈佛大学档案特藏，有 535 个专题特藏库；哈佛神学院图书馆，有
472 个专题特藏库；哈佛医学院图书馆，有 278 个专题特藏库；哈佛法学院图书馆，有 228 个专
题特藏库。根据哈佛图书馆的访问政策规定［6］，这些资源主要服务于全球学术机构的成年研究
者，并不局限于哈佛师生。用户只要根据哈佛大学的相关规定，在威德纳图书馆办理证件，通过
注册后就可以在线提出特藏资源使用申请，图书馆馆员通过 Aeon 系统进行处理后，一般会在 24
小时内准备好，供研究者到馆使用。这些专题特色资源，不仅保障了哈佛大学及北美地区相关研
究与教育的开展，也凝聚起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构筑成全球学术研究社区，不断彰显着哈佛大学在
世界的学术影响。
挖掘并利用特色资源来支持教学的开展，与教师合作强化教学，培养学生通过接触原始资料
养成实证研究的习惯，也是哈佛图书馆特色资源服务的重点。由于这些特色资源的建设过程大都
与哈佛大学相关专业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些珍贵的资料就成为专业学习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在哈佛大学一年级的新生研讨课中，就有课程依托这些特色资源，带领学生领略珍稀特色资源的
艺术之美、历史价值与学术文化内涵。据霍顿图书馆学术与公共服务项目主任 Anne Marie Eze 介
绍，
“与霍顿图书馆合作教学”（Teach with Houghton Library）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服务项目。具体
做法是图书馆馆员与老师合作，为学生创造各种不同的学习体验，培养其好奇心，激发其知识创
造，更重要的是，通过接触第一手特藏与档案资料原件，可以培养学生建立实证学习与取证研究
的习惯。教师授课的班级通过在线系统提交需求，并提供课程名称和编号、教师联系方式、班上
学生人数、可能的班级访问日期和时间（按优先顺序排列）、适合的会面时间，图书馆馆员就会
联系教师一起为课程班级做计划［7］。除了可以提供教学场地、教学所需特色资源、教学实践活
动、馆员培训与讲解，包括相应的视频音频准备，每个学期都有上百个班级获得来自图书馆特色
资源对教学的支持服务外，也有教授专门开设课程，向学生讲授哈佛图书馆的珍贵善本资源。
除了利用特色资源对研究和教学提供相应服务外，哈佛图书馆也很重视策展与讲解等公众教
育与文化传播服务。在霍顿图书馆的临时展厅中，每年会固定推出 9 个不同专题的展示，这些展
览的展品大多数来源于哈佛图书馆各处的特色与珍稀资源，例如古地图展、护照展、各馆特藏精
华展、莫扎特在哈佛等。在哈佛的其他图书馆中，也会不定期推出一些与其图书馆及特色资源相
关的展览，比如斯莱兴格图书馆为纪念建馆 75 周年推出的“75 年，75 人”主题展览。展览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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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也会有个简单的开幕仪式，展览通知会在哈佛图书馆及哈佛大学的各个在线活动平台发布，
有时也会配合展览召开专题学术讲座。哈佛图书馆还利用数字展览平台 Spotlight 或 DPLA 系统，
将这些展览放到其门户网站，令更多的用户从中受益。哈佛的一些历史悠久、特色资源丰富的图
书馆，都会提供应约参观服务，主要就是介绍图书馆的历史及其特色资源情况。有的图书馆也会
例行推出每周、每月或者每学期的特色资源参观服务，比如霍顿图书馆和威德纳图书馆一般每周
会有一小时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参观讲解服务，无须预约即可参加。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
院图书馆一般每学期会推出一次图书馆暨特色资源参观服务。由于哈佛图书馆特藏分布及管理比
较分散，并没有统一的从事该项业务的人员数据，不过仅大学档案这部分的馆员就有 26 人，在
威德纳图书馆和霍顿图书馆，则有 50 多名专业馆员提供特色馆藏服务。
2.3

特色资源系统

特色馆藏数字化作为一种保护特藏、方便用户的管理模式，近些年发展迅速。在数字化后
的特色资源存储与管理方面，哈佛图书馆主要应用数字存储服务系统（Digital Repository Service，
简称 DRS）提供支持。DRS 1.0 系统于 2000 年开始使用，主要用于图书馆馆员对特色资源数字对
象进行存储、保护、揭示和获取。在 2009 年前后，该系统进行功能的升级和优化，推出了 DRS
2.0 版本，主要目标是提高馆藏管理能力，改善对内容和元数据的访问体验。图书馆馆员除了可
以维护系统中的元数据，也可以创建内容目录（Table of Content），方便用户浏览时直接定位到
所需要的内容。目前该系统也支持 IIIF 图像规范，即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International Image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8］。
哈佛图书馆主要应用“档案空间”（ArchivesSpace）系统来发布数字化特藏，向用户提供
检索和浏览服务。这个系统目前有 200 万条记录，尚未涵盖所有哈佛图书馆特色馆藏资源。
ArchivesSpace 系统是一个开源并由应用机构共同开发维护的系统平台。其开发可追溯到 2009 年
6 月，当时纽约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安德鲁梅隆基
金会的代表，同意将独立运行的两个系统（Archivists’Toolkit 和 Archon）整合到一个应用平台
中，称为 ArchivesSpace 计划，以便提升其整体功能并保证其可持续性。ArchivesSpace 计划主要
分为两个阶段——规划阶段与开发阶段，并获得了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的资助。规划阶段从 2010
年 1 月到 2011 年 6 月，在此阶段主要起草完成了功能需求与规范，制定了业务开发计划，并确
保各个应用图书馆的数据安全。开发阶段从 2011 年 7 月持续到 2013 年 9 月，最终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发布 ArchivesSpace 1.0。此后系统平台功能不断升级改版，目前使用的是 3.0 版本。随
着 ArchivesSpace 在各个图书馆的应用不断增多，同行经验交流日益迫切。2015 年 8 月，第一
次 ArchivesSpace 成员论坛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美国档案学会年会合并举行。到 2015 年 11 月，
ArchivesSpace 的图书馆成员单位已经超过 250 家。2016 年 8 月，第二届 ArchivesSpace 成员论坛
在罗伯特·W. 伍德拉夫图书馆举行。到 2018 年 1 月，ArchivesSpace 的图书馆成员单位已经超过
350 家［9］。
哈佛图书馆从 2015 年开始使用 ArchivesSpace 平台来建设和管理其特藏及档案资源。在此之
前的 20 年间，主要应用 OASIS 系统提供特藏查询与管理服务。由于 OASIS 系统具有局限性，即
不再提供技术支持与功能升级，且在图书馆云计算服务环境下无法运行，促使哈佛图书馆决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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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两个阶段来实施 ArchivesSpace 平台：第一阶段是功能整合与迁移，第二阶段是通过多部门联
合项目，开发 ArchivesSpace 的用户服务界面。随着 ArchivesSpace 的应用，OASIS 系统也于 2018
年上半年正式停止使用。
特色资源与图书馆馆藏的系统整合与统一发现，近些年一直是哈佛图书馆的技术发展目标之
一。2014 年 3 月，哈佛图书馆正式购买 Primo Central（即 HOLLIS+）作为资源统一发现平台，并
于 2014 年 9 月开始全面实施，取代了之前使用的 Aquabrowser。2015 年开始，调研并评估下一代
图书馆服务与管理平台 Alma，并最终在 2018 年 7 月完成 Alma 的切换。在哈佛图书馆的发现平
台中，有 HOLLIS Images 平台可以检索在线的图像资料目录，包括来自哈佛大学档案馆、博物馆、
图书馆和其他总共 40 个馆藏的图片内容，对全社会公众开放这些图片目录的访问。凡是建立了查
找辅助工具（Finding Aides）的特色资源均可以在档案发现系统（即 HOLLIS for Archival Discovery）
中检索，这个平台专为用户在 30 个哈佛大学图书馆中寻找特色资源和档案材料而设计，包括各种
格式的原始资料，如信件、备忘录、照片、电影和视频、3D 对象和数字内容等，目前这些平台都
在为读者提供检索服务。但也并不是所有的特色资源均容纳其中，上述两个平台中没有的资料，
可以在 HOLLIS+ 统一发现系统进一步检索［10］。馆员在收到用户关于特色资源的使用需求时，会
通过内部工作平台 Aeon 进行处理，一般在 1 ～ 2 个工作日就会准备好用户所需的特色资源。
2.4

特色资源规范

哈佛图书馆除了遵循特藏与档案相关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外，也制订了相关
的元数据规划与规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哈佛图书馆特色资源体系的庞大与分散，政策与
指南性文件就成为保障特色资源建设规范有序的重要基准。为了确保哈佛图书馆不同特色资源管
理系统的顺利迁移与交互，创建一个便于用户使用的环境，为收集统计数据提供基础，使未来的
协作项目更容易扩展和规划，同时深入了解哈佛特色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哈佛图书馆的“特色资
源与档案理事会”牵头，在此框架下成立联合工作组，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在调研并参照了加州
2012 年制订的《加州大学图书馆绩效档案处理原则》（Guidelines for Efficient Archival Process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等同行实践的基础上［11］，草拟完成《哈佛大学特藏与档案联
合处理准则》（Harvard University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Joint Processing Guidelines，以下
简称《准则》）。该准则旨在“为档案和手稿收集制订一套最佳实践和指导方针，作为哈佛图书
馆特色资源管理的整个框架，并将各个馆的实践融汇其中”。《准则》于 2016 年 11 月完成初稿，
2018 年 3 月正式发布。
《准则》的制订过程非常注重需求调研和意见收集，以便能充分反映哈佛图书馆体系里各个
有关机构的实际状况与需求。联合工作组首先与哈佛的各个特藏图书馆及部门联系，收集各自有
关特色资源与档案处理的政策、操作办法和流程等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原则、框架、实践
规范和工具包，以指导后续哈佛图书馆的特藏与档案处理工作。通过调研，也发现了目前特色资
源存储与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数据规范不一致、保存不统一、不安全等。
《准则》主要遵循以下原则而制订：
使所有特色馆藏（特殊情况除外），包括未处理的特藏，全部向研究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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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件特藏提供能被公开检索和发现的馆藏级资源描述标准；
在分析和评价特藏的基础上，提供处理和描述中的“最低基准”，以指导实际操作；
根据处理优先级、策略、工作流程以及人员和资源分配，进行基于评估与数据驱动
的决策，评估措施应能反映和支持特色资源所在图书馆的需求和做法；
跨职能部门（如技术服务、公共服务、策展等）的清晰沟通与共识，对于高效处理
非常必要；
制订的相关政策和实践性文件，要保证业务连续性和推广透明度，这两者都可以加
强图书馆与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除去“附录”，
《准则》文件共包含 13 部分内容，包含从登记造册、加工处理到评价与交流
等各个环节的操作原则、推荐工具与建议，全文已经在线发布［12］。《准则》还给出了针对控制
文件及原生数字资料的补充注释，尤其是原生数字资料，哈佛图书馆数字取证工作组（Digital
Forensics Working Group of Harvard Library）正在致力于研究对原生数字内容进行归档处理的建议。
2.5

特色资源修复与保护

为了促进特藏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利用，确保未来的学生和学者依旧能使用丰富的独一无二的
资源，哈佛大学依托图书馆专门建设了威斯曼保护中心（the Weissman Preservation Center，简称
WPC）。这是一个涵盖大规模保存和数字化的综合性设施，工作及研究人员包括专长于藏品保护
方面的国内及国际专业人士，哈佛大学及波士顿地区的教师、图书馆馆员和档案管理员等，主要
业务范畴包括馆藏护理、数字化资源保存、图片保存、媒体保存和原生资料保存等，目前有一支
86 人的专业人员队伍。
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对各个存储区域的环境条件进行监测并提出改善建议；
评估、确定并落实需要保存及修复的易损特色资源；
审核珍稀馆藏的处理方案，负责对已经损坏的珍稀资源制订妥善的保存策略并
执行；
协调各个机构的保存计划，为数字化做准备；
响应并处理图书馆馆藏的紧急情况；
与图书馆工作人员合作，确保展览中涉及的特藏品的安全；
提供现场咨询、专业培训和研讨会（笔者参加过由这里组织的现场参观和讲解），
提高保护意识；
制订并推行相关标准、政策，并确保在国家和国际有关特藏保护的相应标准框架下
开展服务。
其中，对图书馆馆藏的护理重点聚焦于 18 世纪后期的善本馆藏，有一部分使用的是永久耐
用的材料（俗称“函套”，即在原有图书上增加一个硬壳的封套）和完善的处理技术，确保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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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的长期保管与利用。例如，2016 财年，对哈佛 35 个馆藏地的 48 000 件特色馆藏进行了护理
或装订。威斯曼保护中心能够处理纸张、羊皮纸、纸莎草和其他特殊载体材料上的未经装订的特
色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手稿和印刷文件、图纸、版画、水彩画、建筑和工程记录、海报、照明手
稿和地图等。典型的处理方法包括减少霉菌残留，减少表面污垢和附着物，去除压敏胶带和相关
黏合剂，减少污渍和变色，改善脆性和劣化纸张的柔韧性，修复撕裂和裂缝，减少表面变形，修
补破损等。常用监测材料的工具包括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偏振光和立体双目显微镜、紫
外线等。笔者在实地参观调研中发现，在威斯曼保护中心的大楼里，各类用于修复与保护的设备
多达数百种，各种大大小小的工具更是数不胜数。
特色资源的修复和保护是一门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跨学科领域，也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演变。据介绍，1994 年，该中心创建了面向哈佛学生的“威斯曼国际实习项目”，旨在教育学生
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环境下人类独特文化资产的价值。至今已有数百名学生通过该项目在全球 80
多个国家进行相关实习。仅 2015 年，就有 38 名学生加入该项目中，并前往 26 个不同国家进行
实习和文化体验。

3

当前重点项目

作为特色资源在数字时代一个重要的分支，原生数字资源的管理无疑是值得关注与探索的
前沿领域。管理原生数字资源，包括源自网页的原创内容，是哈佛图书馆在 2015 ～ 2016 财年就
确立的战略重点之一，也是哈佛图书馆中长期规划中大力推进的重点项目。相关项目于 2015 年
5 月启动，由哈佛图书馆保存部门与哈佛大学信息技术系统合作，并成立工作组。2015 年 8 月，
工作组先对国内和国际网络存档的现状和趋势进行环境扫描，对全球 23 个活跃于网络存档的机
构进行调研，收集有关做法，通过为期五个月的研究，撰写并发布了相关环境扫描报告［13］，这
份报告旨在为哈佛大学的网络存档战略提供建议。环境扫描报告发现了 22 个未来研究和开发的
机会，从整体来看，这些机会主要可归纳为四大主题：加强沟通与协作；注重“智能”技术开
发；注重发展培训和技能；构建“本地”能力。目前，哈佛图书馆已有 1.24 亿的存储网页，5.4T
的原生数字档案。
此外，哈佛图书馆还是新兴电子邮件归档社区的积极参与者［14］。早在 2008 年 3 月，哈佛
大学的一个电子邮件工作组就向大学图书馆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认为电子邮件对于记
录现代生活和业务至关重要，包括学术交流和大学的运作。大学校长随后将收集和保存电子邮件
（后来又加上网络存档）确定为原生数字馆藏的最高优先级。2009 年 1 月，大学图书馆理事会资
助了一个电子邮件归档试点项目，主要是创建一个试验系统，处理电子邮件内容在 DRS（档案
管理系统）中的获取、存档和长期保存。2015 年 5 月发布哈佛的电子存档系统，为哈佛大学的
开发合作伙伴提供处理电子邮件和附件的方法。2017 年开始，开放一个开源项目，称之为 EAS。
这个开源项目的目标是使哈佛档案工作者和更广泛的文化资源遗产机构能够借助多种工具协同工
作，并为共同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哈佛图书馆目前是斯坦福大学 IMLS 资助的合作伙伴，
负责开发 ePADD 电子邮件归档工具。EAS 通过对电子邮件和附件进行归档处理，并自动化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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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机构库这一过程来管理和保留电子邮件馆藏。 EAS 目前可供在试点期间作为开发合作
伙伴参与的核心管理者使用。

4 结束语
哈佛大学第 20 任校长查理斯·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早在 1873 年就曾指出：
“一座
图书馆的独特馆藏，就如同考古学博物馆与自然历史博物馆一样，不仅可以惠益当代，也应当完
好地保存、传承到未来。”［15］这也是图书馆收集、保存、管理特色资源的应有之义。文章综合运
用实地调研与访谈、文本分析、网站内容分析与模型构建等多种研究方法，勾勒出哈佛图书馆特
色资源体系五个方面的基本轮廓。通过研究发现，哈佛图书馆的特色资源历经长期积累与建设，
已经形成集管理、服务、系统、规范、修复与保护于一体的完整而成熟的体系，值得国内图书馆
借鉴。同时，哈佛图书馆当前推进的原生数字资源存储与建设，例如网站存储、电子邮件存储
等，也是数字环境下亟待引起学界业界关注和探索的研究课题。哈佛图书馆的特色资源体系博大
精深，文章虽然力图呈现其概貌轮廓，但受笔者的精力、时间所限，尚有诸多问题未有深入研究
和总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期望同道者可以持续关注国际同行，尤其是标杆图书馆的探索与
实践，为我国图书馆特色资源的建设与服务提供思路和启示。
【注释】
①哈佛图书馆体系较为复杂，主要由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学院图书馆及一些其他类型图书馆构成。因哈
佛大学最早起源于哈佛学院（本科生学院），称为哈佛学院图书馆（Harvard College library），后来又有了哈佛大
学图书馆（包含研究生院），称为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在 1937 年前，分别设立哈佛学院图书馆馆长和哈
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在多数情况下，只由一人分兼两职，延续至今。哈佛图书馆对外一般统称为 Harvard
Libraries，文章即沿用此名称的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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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pecial Resource System of
Harvard Libraries
GUO J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ies,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Harvard Libraries is the largest academic library in the world.
It holds very huge unique resources, and it is also a sample and benchmark for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in
libraries worldwide.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Harvard Libraries’ special resource
system in China. The article makes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it, not only to enable domestic librari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rvard Libraries, but also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building the special
and unique resources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China. ［Method/process］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uses
ﬁeld research, text analysis, website content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illustrates the management, services,
systems, processing guidelines, special resource repair and protection, and current key projects of the special
resourc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main components, status quo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rvard
Libraries’ special resource system is put forward. ［Result/conclusion］Through research, this artide
ﬁnds that the Harvard Libraries has built a complete and mature system for its special resources, integrating
services, systems, regulations, management and forward-looking projects, which can guarantee its long-term
sustainable support for teaching, research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words: Harvard libraries; Special resources; Speci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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