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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省圖書館與館藏特色文獻介紹
*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張寧 ∗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of Gansu Province and Feature Literatur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Ning Chang 

甘肅省圖書館始創於 1916 年，是國家興辦的綜合性公共圖書館，是甘

肅省科學、教育、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向社會公衆提供圖書館閱

讀和知識諮詢服務的學術性機構，是甘肅省藏書、目錄和圖書館間協作及

業務研究，交流的中心，是全國九個地區中心圖書館之一，也是西北地區

的中心圖書館。目前共有藏書 290 萬冊。其中中文圖書 200 餘萬冊，古舊

籍 38 萬冊，外文書刊 40 餘萬，縮微文獻 600 件。1享譽海內外的中國西北

地方文獻收藏和研究中心是該館最具特色的標誌，還有保護並收藏的清代

乾隆皇帝時期編修的文溯閣《四庫全書》，國內收藏最完整的大型明版木

刻叢書《永樂南藏》等。目前西北地方文獻資訊資源建設已具相當規模，

館內已收藏西北地方書刊資料 1.5 萬種，5 萬餘冊。豐富的館藏已使甘肅省

圖書館成爲研究西北史地、民族宗教以及敦煌學、絲路學的文獻中心，並

已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澳大利亞國家圖書館等建立了國際書刊交換關係。 

一、 歷史沿革與基本概況 

甘肅省圖書館是由甘肅省立蘭州圖書館和國立蘭州圖書館合併而成

的。1916 年甘肅省公立圖書館初創，在著名圖書館學家劉國鈞先生的積極

籌建下，1944 年國立西北圖書館誕生於抗戰烽火之中。劉國鈞館長所倡導

的廣泛收集中國西北地方文獻的目標，對奠定國立西北圖書館在全國收藏

中國西北地方文獻優勢地位起到了巨大作用。直至 1949 年 10 月二館合併

爲蘭州人民圖書館，後更名西北人民圖書館，從 1953 年始稱甘肅省圖書館。

九十年來這所老館歷經了艱難創業，曲折發展的過程，凝注著幾代圖書館

                                                 
* 甘肅省圖書館網址爲：http://www.gslib.com.cn。 
∗ 張寧，男，蘭州大學歷史文化學院民族學碩士研究生。 
1 參見甘肅省圖書館網站：http://www.gslib.com.cn/zddh/jianjie.htm，初次訪問時期：

2005.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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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血。建館之初，圖書館只是幾間風雨飄搖中的藏書樓，雖經數十年

慘澹經營，至 1949 年合併時僅有 16 萬餘冊藏書，幾十間破舊平房。隨著

圖書館事業的逐步發展，館舍條件也得到了逐年改善。至八十年代初館舍

分散在蘭州市通渭路、白銀路和甘草店備戰書庫三處，總面積 7,150 平方

米。1986 年甘肅省圖書館新館大樓在風光秀麗的蘭州市濱河東路拔地而

起，占地 14,364 平方米，建築面積 18,073 平方米，書庫樓主體 15 層。近

幾年又經陸續續建，館舍面積已達 28,400 平方米。 

甘肅省圖書館是目前西北地區最大的圖書館。在館長以下設有館長辦

公室、綜合業務處、行政辦公室、計財處、采編部、典閱部、報刊部、歷

史文獻部、資訊諮詢部、研究輔導部、現代技術應用部和文溯閣《四庫全

書》藏書館等 12 個業務行政部門。此外，甘肅省圖書館繼續教育中心、甘

肅省中心圖書館委員會辦公室、甘肅省圖書館學會辦公室、甘肅省《四庫

全書》研究會辦公室、《圖書與情報》編輯部設於館內。 

文獻收藏是圖書館開展各項服務工作的物質基礎。甘肅省圖書館藏書

力求文獻類型齊全、學科結構合理、載體形式多樣、兼具綜合性與地方特

色，並以特色藏書、基本藏書、熱門藏書三個層次補充館藏。經過 90 年的

積累，已逐步形成了以石油化工、有色冶金、機械、電子、農林畜牧、醫

藥衛生爲重點的，以古舊籍與中國西北地方文獻爲特色的藏書體系。 

古舊籍藏書中，有善本 1260 種，66,445 冊。其中有享譽海內外的文溯

閣《四庫全書》、國內收藏最完整的大型明版木刻叢書《永樂南藏》、敦煌

漢文寫經 30 卷、吐蕃文寫經 32 卷、篋頁式吐蕃文寫經 1120 頁，還有國內

罕見的《漢雋》、《三國志‧蜀志‧諸葛亮傳》等宋元刻本 30 餘部。此外，

甘肅省圖書館還收藏有宋元明清至近現代的珍貴字畫 2000 餘軸，其中不少

是載于畫史的名家之作，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文獻史料價值。收藏有未

刊稿本《甘肅通志稿》和《重修敦煌縣誌》，還有甘肅省最早的雜誌《新隴

日報》(1928 年創刊)等。2 

                                                 
2 參見甘肅省圖書館網站 http://www.gslib.com.cn/zddh/jianjie.htm ，初次訪問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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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肅省圖書館與文溯閣《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是幾乎囊括了清乾隆以前中國歷史上主要典籍、歷經二

百多年兵燹戰亂而完好無損的一部官修書。是 18 世紀中國歷史乃至世界歷

史上的一項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類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乾隆皇帝策

劃了《四庫全書》的編修，同時還設計了《四庫全書》的收藏地，即文淵

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稱「北四閣」)和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稱

「南三閣」)。瀋陽文溯閣的《四庫全書》是第二部，於 1782 年秋抄修畢

分五批陸續運抵文溯閣。現在文淵閣《四庫全書》被運往臺灣，文津、文

溯閣的藏本基本完整，其中原閣存藏、完整無損、書閣合一的，唯有文溯

閣《四庫全書》。 

1900 年，八國聯軍佔領瀋陽故宮，文溯閣《四庫全書》遭到沙俄的破

壞，有些冊次略有流散，但主體還比較完全。1914 年爲了準備影印《四庫

全書》，於是將文溯閣本運抵北京，擱置在故宮保和殿。1922 年間，對此書

垂涎已久的日本人秘密勾結滿清皇室，企圖以 120 萬元購買。遭到北京大

學沈兼士教授的竭力反對，立即致函教育部制止外賣。遭到社會各界的強

烈反對後，文溯閣《四庫全書》才沒有流落異邦。1925 年，經張學良先生

等東北有識之士積極奔走，多方斡旋，終由奉天省教育會會長馮廣民將《四

庫全書》查收押運回沈，並刻《四庫全書運複記》碑以記其事。「九．一八」

事變爆發，文溯閣《四庫全書》與瀋陽城一起落入日本人手中，後以僞滿

洲國國立圖書館之名代爲封存。1950 年，朝鮮戰爭爆發，爲了保護好《四

庫全書》，該書連同宋元珍善本圖書，被再—次運出瀋陽。於 1954 年，《四

庫全書》才得以運回瀋陽，存放在瀋陽故宮文溯閣院內。1966 年，中蘇關

係緊張，出於戰備考慮，爲了《四庫全書》的安全，文化部決定《四庫全

書》從瀋陽故宮文溯閣撥交甘肅省圖書館保存。 

圖書館方面經過對《四庫全書》逐函、逐冊地將水跡、斑點、破損等

情況詳細地記錄，並對破損處均做了修補。現在甘肅省圖書館館藏的文溯

                                                                                                                         
2005.12.26。參見《甘肅省圖書館善本書目》，蘭州：甘肅省圖書館典藏部編，內部手抄

本，1989年 10月；參見易雪梅，劉瑛著《甘肅省圖書館藏地方誌目錄》，蘭州：蘭州大

學出版社，199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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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四庫全書》共有 6141 函，3474 種，36315 冊，另有《簡明目錄》、《總

目》、《考證》和《分架圖》共 4 種 39 函 265 冊，以及《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一部，共 576 函，5020 冊。3爲了使《四庫全書》發揮更大的價值，甘肅省

於 1999 年 5 月做出了在蘭州黃河畔九州臺上修建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

樓的決定。並在 2000 年 12 月召開的甘肅省第九屆人大常委會會議，通過

了《關於進一步加強文溯閣四庫全書保護工作的決定》，將保護文溯閣《四

庫全書》提升到了法律的高度。2002 年 1 月，藏書樓奠基儀式在蘭州舉行。

投資 3400 多萬元的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樓於 2005 年建成，該工程占

地 52.89 畝，是一座仿明清風格的書庫文苑，與《四庫全書》相得益彰。

4甘肅省圖書館積累了四十年保管經驗，配備了高層次的專門管理人員和研

究人員。此外，甘肅氣候乾燥涼爽，對延長文物壽命非常有利。《四庫全書》

1966 年運來時有不少黴點，經過在甘肅 40 年的精心保管，殘存的黴點現多

已消失。 

三、甘肅省圖書館與明版圖書收藏 

明版圖書，主要有刻本和抄本兩種形式。刻本和抄本又分爲官刻本、

抄本和民間刻本、抄本。刊刻內容以雜史、方志、文集、小說、戲劇以及

西學書籍等爲多，版本形式主要有：抄校本、私刻本、書坊本以及活字本

等。明版圖書內容豐富，種類繁多，刻本、抄本無論是版本價值、學術價

值，還是文物價值、藝術價值，都相當珍貴。甘肅省圖書館所藏明版圖書

很多都是孤本，這就增加了其收藏價值的重要性。 

甘肅省圖書館對明代各個時期出版書籍，都有不同程度的收藏，有國

內收藏最完整的大型明版木刻叢書《永樂南藏》，5除明初洪武、建文兩朝

尚未發現外，明初永樂年間到明末崇禎年間，特別是明早期刻本和嘉靖本

是很珍貴的，明永樂司禮監刻本《歷代名臣秦議》，明弘治九年程延拱刻《韓

                                                 
3 周永利，〈文溯閣《四庫全書》在甘肅四十年〉，蘭州，《圖書與情報》，2005 年 4期，頁

9-10。 
4 參見陳軍，黨燕妮〈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竣工暨開館系列活動綜述〉，蘭州：《圖書

與情報》，2005 年 4期，頁 7。 
5 邵國秀、周永勝，〈甘肅省圖書館藏本永樂南藏考略〉，蘭州：《圖書與情報》，1988 年 2
期，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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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二妙集》等 10 餘種早期刻本和 50 餘種嘉靖本，都有收藏。從內容上看，

甘圖收藏的明版書囊括經、史、子、集及叢書各部。按明版書出版狀況，

書籍內容上早期官方編印以經、史、實錄、類書等爲主，到中後期，官、

私編刻則以雜史、方志、文集、小說、戲劇以及西學書籍等爲多。從數量

上看，據《甘肅省圖書館善本書目》統計，其中館藏重要明版善本 640 餘

種。計經部 60 餘種，史部 130 餘種，子部 200 餘種，集部 220 餘種，另外

還收叢書部 5 種，明早期正德之間數量較少，只有 10 餘種，明中、後期，

特別是嘉靖、萬曆、崇禎朝，所藏較爲豐富，其中嘉靖朝 50 餘種，萬曆朝

10 餘種，明末崇禎朝 70～80 種。6從版本形式來看，甘肅省圖書館收有不

同時期的各種版本。收藏的官刻本有：監本，藩府本，經廠本、內府本等。

私刻本有：毛氏汲古閣刻本、閔本、淩本等。坊刻本有劉氏慎獨齋刻本，

余良才刻本、詹聖澤刻本、陳孫賢刻本等。 

甘肅省圖書館館藏的明版圖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科技方面，藏

有(明)潘季馴撰《河防一覽》等，在史志方面有：(明)趙時春纂修的《(嘉靖)

平涼府志》，(明)林世遠修、王鏊纂《(正德)姑蘇志》等方志，(明)向喬遠撰

《名山藏》等雜史，在小說、戲劇方面，藏有：(宋)蘇轍撰《蘇黃門龍川別

志》，(明)陶宗儀撰《輟耕錄》，(明)湯顯祖撰《還魂記》、《邯鄲記》等。就

刻家而言，藏有數種經廠本和趙藩、鄭藩、衡藩、益藩、唐藩、晉藩以及

太平府刻本等。家刻則有范氏天一閣刻本以及閔、淩刻本等。就版刻形式

而言，還藏有明寺院刻本、明董其昌稿本、明寫刻本、明仿宋刻本、明覆

宋刻本、明翻元刻本、明覆金刻本等。就明版流傳情形而言，在館藏明本

中，據統計目前已確認爲海內孤本，罕見本的有(明)張居正撰，明萬卷樓大

業堂刻《書經直解》等 30 餘種。 

四、甘肅省圖書館與西北地方文獻的收藏 

甘肅省圖書館早在 1949 年前劉國鈞先生任館長時，就初步形成了一定

規模的地方文獻積累，解放後經過數十年相繼不輟的搜集和整理，目前地

方文獻資訊資源建設已具相當規模，共收藏西北地方文獻大約 1.5 萬多種，

並在此基礎上爲地方文獻的知識創新，包括新的地方誌撰修、地方劇目編

                                                 
6 參見《甘肅省圖書館善本書目》，蘭州：甘肅省圖書館典藏部編，內部手抄本，1989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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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地方人物資料整理、地方科學史研究、地方古籍整理等各個方面作了

大量的文獻服務工作。不僅在全國公共圖書館界堪稱佼佼者，同時也成爲

享譽海內外的西北文獻收藏和研究中心。 

1947 年任甘肅省圖書館前身「國立蘭州圖書館」館長的劉國鈞先生在

《國立蘭州圖書館與西北文化》一文中提出：「國立蘭州圖書館的目的，要

做到西北文化問題的研究中心，西北建設事業的參考中心，西北圖書教育

的輔導中心」。當時，西北地方文獻的收藏有三項任務：1.募捐西北文獻。

包括：A.西北鄉賢著作及其手稿；B.西北地志及其家譜；C.藏、蒙、維、哈

等文字之著作；D.其他有關西北問題之中外書籍。2.搜羅西北文物。包括：

A.陶器；B.漢簡；C.碑石；D.金甲。3.編纂西北問題參考書目、西北鄉賢著

述目錄及西北學者著述表等。7圖書館在劉國鈞先生地方文獻工作的思想原

則指導下，進行了卓有成效的工作，其地方文獻收藏工作始終走在全國公

共圖書館的前列。甘肅省圖書館在新的歷史條件下，重新調整了地方文獻

收藏原則和思想，明確規定了本館地方文獻的收藏範圍、收藏內容及收藏

重點。地方文獻的收藏範圍是：凡甘肅、陝西、青海、寧夏、新疆五省 (區)

以及在自然區劃、行政區劃演變中與西北五省 (區)邊連地界有關的歷史沿

革、人物制度、風土人情、語言文字、名勝古跡、自然資源等書刊資料，

均屬西北地方文獻收藏範圍。根據甘肅省圖書館主編的《甘肅省圖書館采

編工作手冊》的規定，收藏內容：以收藏有關西北五省 (區)的歷史、地理、

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的圖書、報刊、政府出版物、報告、冊籍、表

籍、卷軸、檔案、文告、印模、譜牒、傳單、標貼、圖片、照片、碑誌、

拓片、聲像資料等內容爲主。西北五省 (區)地方出版物，其內容與本地區無

關者一律不作西北文獻資料處理。收藏重點：敦煌學及其研究資料；漢簡

及其考釋研究；中西交通史(包括絲綢之路研究資料 )；西北民族宗教研究資

料；西北地方歷史地理研究資料；西北冰川凍土、沙漠治理資料；西北地

區文物的研究考釋資料等。從上文可以看出，圖書館具備相當明確的西北

地方文獻收藏工作指導思想、方針，其收藏範圍、收藏內容及收藏重點具

備相當的系統性和完整性。8 

                                                 
7 劉國鈞，〈籌備國立西北圖書館計劃書〉，蘭州：《西北日報》，1943 年 9月 23日。 
8 參見《甘肅省圖書館采編工作手冊》，蘭州：甘肅省圖書館採編部編，內部油印版，1960

年。 



世界圖書館 

 37

甘肅省圖書館「西北地方文獻」已形成了一個完整、系統、連續記載

西北地區自然和人文諸多資訊的集合體。其概念範疇爲：西北地區(西北五

省區及其自然區劃、歷史沿革所涉及的特殊區域)相關的歷史地理、政治經

濟、民族宗教、社會變革、自然資源、自然生態變化等內容的各種類型的

文獻載體。其收藏重點爲敦煌學及其研究資料；漢簡及其考釋研究資料；

中西交通史(包括絲綢之路 )史料及其研究資料；西北民族宗教史料及其研究

資料；西北地方史地研究資料；西北冰川凍土、沙漠治理資料；西北地方

文物研究考釋資料。這些重點的確立，形成了甘肅省圖書館西北地方文獻

的特色。 

甘肅省圖書館利用自身的館藏資源彙編有：《館藏西北地方文獻書目》

(西北總論及陝、甘、寧、青、新分別成冊)、《陝西地方文獻書目》、《甘肅

地方文獻書目》、《新疆地方文獻書目》、《青海地方文獻書目》等，《西北地

方報刊目錄 (1907~1949)》，《蘭州各圖書館館藏西北文獻聯合目錄》，《西北

地方文獻(報刊)索引》等。這幾種書目索引相互配合使用，可以全面瞭解甘

肅省圖書館和蘭州地區各大院校圖書館有關西北地方文獻的收藏情況。圖

書館利用館藏書籍編制了《黃河書目索引》，內容包括歷代黃河調查研究、

黃河水文地質、黃河水利資源的開發利用等資料，其中的地質資料對劉家

峽水電站的勘測設計、壩址選擇，起了重要參考作用。甘肅省圖書館於

1984~1986 年間，由 1949 年前館藏報刊中，選輯出有關文章 525 篇，編制

出 220 餘萬字的西北民族宗教史料系列文摘，分爲甘肅、寧夏、青海、新

疆分冊，爲西北民族宗教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了較全面系統的歷史資料，

深受好評。1989 年出版的《絲綢之路文獻敘錄》，其編撰歷時 10 年之久，

共收錄 20 世紀 20 年代初到 80 年代中期有關絲綢之路的調查報告、考古發

掘報告及學術論文等方面的文獻 764 篇，對其每篇文獻的內容、觀點，同

一問題的不同認識，以及部分作者的生平活動都逐一敍述，共計百餘萬字，

是我國第一部全面反映絲綢之路研究概貌的二次文獻專著，基本包括了絲

綢之路研究的範圍和內容，概括了 70 餘年來我國絲路學的研究成果。甘肅

省圖書館《西北地方文獻(報刊)索引》的編制開始於 1956 年，至今已有 50

年的歷史，是一個漸進、積累的過程，目前有 1905~1949 年、1949 年~1965

年兩種彙編本，1966~1978 年有 4 種分年度的油印本，1979 年以後的索引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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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已積累數萬條之多。甘肅省圖書館於 1997 年起推出了《西北研究通訊》，

已編制完成了絲綢之路學、敦煌學、西夏學、西北經濟、西北戲劇、西北

宗教等專題。還編有：《西北地區文史資料題錄》、《甘肅通志稿目錄》、《西

北地方誌聯合書目》、《西北地方誌綜錄》、《甘肅地方誌目錄》、《甘肅地方

誌綜錄》、《甘肅鐵銅礦源資料索引》、《中蘇友誼在甘肅資料索引》、《中俄

關係西部資料索引》、《西部大開發論文索引》、《西部大開發論文摘要》、《甘

肅地方工業推薦書目》、《甘肅農業推薦書目》等。 

本文所介紹的《四庫全書》、明版圖書、西北地方文獻是甘肅省圖書館

館藏最具代表性的藏品。《四庫全書》全世界只有蘭州、北京、臺北三個地

方收藏，是四庫學研究的中心之一；明版圖書所收藏的很多孤本，具有極

高的文物、藝術、保存價值，是人類的精神文化遺産；所藏西北地方文獻

對於研究中國西北史地、民族宗教、文物考古、自然資源、古絲綢之路等

具有極大的一手文獻資料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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