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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医药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面临严峻挑战。
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资源，若不及时抢救保护，将濒临消亡。数字化建设不仅实现古籍医药
文献的开发与利用，也实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医药文献信息的资源整合，使珍贵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
籍医药文献资源得以传承与发展。文章梳理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发展历程，阐析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籍医
药文献数字化的重要意义，提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建设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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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Digi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Medical Lit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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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y medicine in southwest China is fac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especially for ancient
medical literature resourc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f timely rescue protection were not installed, the ancient
medical literature resources of ethnic minorities would be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Digitization construction
can not only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med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realize resources
integration of medical literature inform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which can make the
precious ancient medical literature resourc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be heritaged and
developed. This article combe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explained the significance of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medical lit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proposed the overall
thoughts for digi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medical lit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Key words: southwest China; ethnic minorities; ancient works; medical literature; digitization
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世居少

产，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西南少

数民族有 30 多个。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生产活动

数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多

中，西南少数民族沉淀出独具一格、多姿多彩的语

样、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具有民族特色的医药文

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医药等文化遗

献。这些医药文献记载着各少数民族的医药理论和
治病经验，其中古籍医药文献传承着富含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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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李小平，教授，研究方向为信息检索、医药信息

视野，这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医药传统文化的保护

管理及医学社会学。E-mail: lixiaoping65@163.com

和传承带来严峻挑战。若不及时抢救保护，西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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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资源将濒临消亡。

民族传统医药名录及其数据库” [3] 。从此，西南少

1 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发展历程

数民族医药文献数字化得以重视和发展。

1.1 起步阶段

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建设随之启动，相关机构

古籍文献数字化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结合学科优势病种、专家经验和特色疗法对古籍医

源于美国 PJ Ivanhoe 利用电子计算机开展数字化建

药文献加以搜集整理，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古籍医

设编制而成的《朱熹大学章句索引》《戴震原善索

药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设实现了对中医古籍

引》等数据库。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信息产

文献知识的提取、转化和共享服务，也为医药文献

业的不断发展，台湾、香港和大陆地区陆续开展了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供借鉴意义 [4] 。党的十七届六

中国古籍医药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这一工作，是依

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

托计算机技术对古籍医药文献加以整理和开发。但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由于当时的计算机技术相对落后，无法实现较高水

定》，指出要“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

平的数字化建设。这一阶段，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

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 [5] 。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

仍局限在以建立可供检索的数据库为主要目的 [1] 。

推动了我国民族医药文献整理、数字化和数据库建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文献数字化只是具备了理论

设实践和理论研究。截至目前，据相关统计，我国

发展的雏形，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的实践应用尚未

大陆地区有 180 多家单位（含隶属于某机构的个

得到充分推广，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便促使古

人）从事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形成各类古籍文献

籍医药文献数字化建设向前推进，受到行业内人士

数据库已近 500 个，预计“十三五”计划完成后古

的更多关注和研究。

籍文献数字化规模将达到 30 亿字[6]，尤其是针对少

1.2 缓慢发展阶段

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已经取得实质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由于互联网技术

进展，很多大型的西南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数据

和计算机技术的创新与提高，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

库仍在不断完善，数字化建设的技术和方式也在不

借此契机得到发展，数字化建设的方式改进与技术

断研究和升级。

融合变得多元而高效。在此时期，国内古籍医药文

2 西南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的重要意义

献数字化建设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于文字转化、全文
[2]

西南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以及悠久的

检索、汉字字符集、元数据建设等 。同时，此阶

历史文化，其医药文献中所蕴含的医药文化资源尤

段的古籍数字化建设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西南地

为宝贵，这也为西南少数民族医药文献的开发与利

区开始启动对于民族医药文献的抢救、保护与研

用奠定了良好基础。古籍医药文献属于不可再生的

发，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对各类医药文献的初

文化资源，具有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的双重属性。

步挖掘，整合了相当一部分医药文献资源，填补了

因此，对古籍医药文献抢救保护最好的方式就是通

西南地区医药史上的很多空白，为当时开展民族医

过现代技术手段进行数字化处理、扫描、文字识

药文化和西南医药产业化建设提供了具有极高价值

别、转换或录入形成数字信息资源，建立古籍医药

的信息资源。但由于技术手段、传播方式等因素的

文献数据库 [7] 。西南地区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保护

局限，并没有使西南医药文献资源得以全面的开发

抢救了濒临消亡的古籍医药文献，整合了少数民族

与利用、传播与推广，未能充分发挥西南少数民族

医药文化资源，使宝贵的医药文献资源得以传承，

医药文献的巨大价值。

更好地实现了古籍医药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1.3 快速发展阶段

2.1 整合医药文献资源，保护西南文化遗产

进入 21 世纪后，古籍资源数字化建设进程逐渐

西南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记载了我国西南少

加快，受到各方重视。2007 年，国务院在颁布的

数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医疗技术、中草药采集、

《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中，将“少数民

炮制方法等理论，汇集了几千年来西南地区少数民

族传统医药发展工程”列入重点工程，并明确指

族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及学术成就 [8] 。西南地

出，“加大少数民族医药诊疗方法、学术经验和技

区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建设通过对古籍文

术专长的保护抢救力度，抢救、保护、整理、研究

献全面系统的整理，实现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籍

和发掘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献资料，建立中国少数

医药文献最大程度地抢救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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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这一复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现存的古籍医药文献一般由

杂工程，应从数字化流程视角，寻求各阶段技术突

图书馆馆藏保存，图书馆不仅承担保护工作，还具

破，着重研究数字化采集、存储技术，数字化复原

有古籍医药文献开发和利用的职能。古籍医药文献

与再现技术，可视化与传播技术，民族文字处理技

由于历时已久，极易损耗。所以古籍医药文献一直

术、少数民族医药文献潜在语义挖掘、大数据技术

[9]

面临着馆藏与利用的矛盾 。而中医药教育是一门

等[12]，形成一系列科学、合理、实用的少数民族医

传承性很强的经验教育，失去前人的医药理论与实

药文献数字化关键技术体系。

践经验，教学难免沦为无本之木。因此通过古籍医

3.3 充实人力资源，完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药文献数字化，将古籍医药文献转化为数字信息再

目前，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建设项目多数属于

进行资源传播，既可以保障民族医药文献原貌的开

科研人员或机构的单一行为，而相关工作人员并不

发与利用，同时还可以避免在使用过程中的损耗，

具备古籍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缺乏有效的人力资

有效地解决了古籍医药文献馆藏的保护和利用之间

源的投入和支持。因此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建设需

的矛盾，实现藏用双效合一。

要培养一支复合型专业人才，主动挖掘契合需求的

2.3 实现资源共享，助力教学科研知识服务

高素质人才，引进具有古典文献学与计算机学科双

建设西南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数据库，使古

学位的人才，同时注重后期培训及继续教育，或以

籍医药文献中的知识价值通过数字通讯技术进行网

定向方式与计算机领域、数字出版商联合培养，借

络传输，实现同一本古籍医药文献跨馆际、跨地域

助学科交叉，形成优势互补。在人力资源建设中，

的阅读和下载，实现资源高效共享。古籍医药文献

为打造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精品团队，明确考核评

数字化可以为教学科研人员提供有针对性地知识服

价标准，引入竞争激励机制，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的

务，教学科研人员可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检索，高

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

效获取所需信息资源

[10]

；为临床、科研、教学提供

3.4 全面统筹规划，实行标准化管理
西南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是一项整体

强大助力。
3 西南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建设总体思路

性很强的系统工程，仅凭数字化建设单位的自身条

立足西南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建设的

件和技术力量难以完成，为了保证数字化建设的长

现状，紧密结合需求结构，从基础、技术、人才、

期性、连续性和科学性，需要政府支持、政策许

管理等 4 个层面统筹规划数字化建设总体思路。

可、社会参与、资金投入、人才支撑、技术融合等

3.1 立足需求结构，分层次开发古籍医药文献资源

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因此，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宏观

由于对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现状缺乏统一认

调控，统筹规划，寻求政府支持，借助社会各方力

识，对古籍医药文献的信息需求缺乏深入调研，所

量[13]，相互协调与督促，制定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

以已开展的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建设项目存在重复

建设统一规范标准，实现西南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

建设，导致资源浪费，而亟待需要的数字化建设的

献数字化、标准化、科学化管理和建设。

项目却未能立项。因此，开展西南少数民族古籍医

4 小结

药文献数字化要统筹规划、深入调研，立足西南地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古籍医药文献数字化

区的地域特色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准确掌握古

建设成为传承和发展古籍医药文化的重要方式。目

籍医药文献的需求结构和相关用户的信息行为特

前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籍医药文献的数字化建

征，分层次进行开发。例如可以划分为急需抢救性

设已取得实质进展，但还不能满足息用户的需求和

保护的善本古籍、面向大众的经典古籍、面向“产

古籍抢救保护、开发利用的需要。因此，全面调研

学研”提供知识服务的医药古籍等，运用不同的数

医药信息用户的需求结构，充分调动各方优势资

字化技术和体系进行数字化开发建设

[11]

。

3.2 寻求技术突破，提高数字化效率和创新水平
数字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信息技术支持。

源，从基础、技术、人才、管理 4 个层面形成四维
一体化格局，实现资源整合，使珍贵的西南少数民
族古籍医药文化得以开发、传承与利用。

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不仅是一项强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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