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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资料利用与网络平台搭建研究

俞乃华，钱益查，朱丽娟
(黄山学院图书馆，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徽州文化资料学术价值高、内容丰富并具有不可再生性。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在已建

立单机版徽州文书特色数据库工作的基础上，设计基于图书馆徽州文化资料特色的网络数据库，以分级开

放的方式，实现本地查询、网上阅读、网络传递等功能，为学校科研和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快捷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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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支化体系中的一个具

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标本”，倍受海内外专家学

者瞩目。200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黄山市时

指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

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江总书记对徽州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赞赏．对推动徽

学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意义。对徽

州文化资料的收藏整理与研究。一直是黄山学院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重点坚持与致力发展的特

色项目，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徽州文化资料概况

黄山学院图书馆徽州文化资料中心以《四库全

书>及<续四库全书>为依托(其中有大量徽人专

著)，收集的资料分为六类。第一类为有关徽州人、

地、事等吉籍图书300余种近1000册。有关徽州文

化研究图书近6000册。第二类为徽I十I方志，有明清

以来纂修的府志、县志、山志、水志、人物志等60余

部。第三类为谱谍．现有徽州及周边地区宗谱360

余部，50多个姓氏3500余册。第四类为徽州文书，

被称之为中华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是研究当时

社会实态的珍贵历史记忆资料。现已收藏8万余件

(册)徽州文书，有宋政和八年石质冥契，明洪武年

间纸质赤契。第五类为徽学研究报刊论文和会议论

文资料。第六类为汪世清先生捐赠徽州文化资料及

研究资料约l万余件(册)。上述资料记录了从古到

今徽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凡文地方风俗

等资料。

二、徽州文化资料的重要作用

1．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徽州文化内容丰富．主要有新安理学、新安医

学、新安画派、徽州文书、徽州土地制度、徽州宗族、

徽州人物、徽商、徽州教育、徽州方言、徽派建筑、徽

派朴学、徽仆I工艺等研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教

育、艺术、医学、宗教等学科。fl】王国维先生说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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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徽州丰富的历史文

物和历史文献遗存，蕴含了重大研究价值，具有广

阔的学术发展前景，被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重视。

近年来黄山学院已成功主办和协办了国际国内各

类徽学学术研讨会20多次，组织了多次徽州文化

学术专题报告、讲座。接待了美国、加拿大、德国、日

本、韩国、香港及台湾等海内外学者进行徽州文化

考察和交流，承担了多个国家、省级科研项目，在国

家、省级等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徽学研究论文500

余篇。

2．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

古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称。地

灵入杰，厚重的文化底蕴，名人辈出。从朱熹、戴震

到胡适、陶行知，对徽州的教育有重要的影响，他们

的治学思想对现代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黄山

学院是徽州本土唯一一所高校．徽州文化的丰富内

涵吸引了众多大学生。2001年学生中成立了徽州学

社，创办了《徽骆驼>刊物，从中可看到大学生在徽

州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可喜成果；2006年黄山学院

第一届本科毕业生。以徽学为研究内容撰写毕业论

文50余篇；近年来学生申报立项了有关徽州建筑、

徽州古村落、徽州方言等方面的校级研究课题，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并为地方建设服务；2008

年黄山学院组织编辑出版了《徽州文化十二讲)，作

为校内特色教材．是对大学生素质教育和传统文化

教育的创新和尝试。

一，另外汪世清先生捐赠的资料也丰富了黄山学

院特色馆藏。汪世清为中央教育科研所资深研究

员，先生承黄宾虹、汪采白等先辈教诲，以皖派朴学

的方法，沉潜书海，学贯中西，在物理学研究、徽学

研究、明清画史与新安画派等学术研究中取得丰硕

成果，深受中外学者敬重，多次应邀出国讲学。先生

热爱家乡，热爱徽州文化，将其数十年搜集的徽州

文化珍贵资料和研究资料捐献给黄山学院，从捐赠

资料中可看到受徽州文化熏陶的一代学者风范以

及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后来者以启迪。

3．为地方经济和海内外各方人士寻根问祖提供

服务

崛起于宋、兴盛于明清的徽商．雄居明清数百

年，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徽商研究为

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黄山学院的科研人员利用地方史志资

料，参与徽州文化旅游开发策划。为黄山市的支柱

产业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依据和有效措施。

吉徽州素有修谱习俗，家谱看似一个家族的历

史，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它维系的是一

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黄山学院图书馆收藏的360

余部徽州宗谱，近年来为海内外各方人士前来寻根

问祖提供咨询服务，有利于为地方招商引资起到纽

带和桥梁作用。

综上所述．因为徽州文化资料具有学术价值

高。珍贵性和不可再生性，所以整理、挖掘和充分利

用这些文献资料，建立特色数据库是当务之急。

三、徽州文化资料数据库建设现状

鉴于徽州文化资料的形式多样、涉及学科广、

时间跨度长的特点，。首先选择徽州文书建立数据

库。开发了应用管理软件。因考虑数据的安全性，采

用单机配cess数据库。数据管理系统主要有2大功

能：存贮功能可添加、修改、删除及统计数据，仅供

文书管理人员使用；检索功能可从单一条件和复合

条件等多个角度进行检索。该数据库已用于文书资

料管理。另外对近年来收集的徽州古籍和地方志、

期刊论文资料做了篇名目录。部分报刊资料扫描后

制做成CD光盘；谱牒资料在整理考证的基础上，做

了提要目录，其中有近200部宗谱已制作成DVD

光盘。这些前期工作，为数据平台搭建，打下了基

础。

四、徽州文化资料网络平台搭建及web服务

在高速Intemet网络、校园网快速发展的今天，

文献资源信息如不能以快捷、方便的方式提供给读

者，那么该资源就失去应有的作用。可从以下几方

面建立网络数据库平台：

首先，从图书馆学的角度。分析了现有的黄山

学院图书馆图腾数据库系统数据字段和一些其它

特色数据库数据字段和功能，研究特色网络版数据

库一般的开发模式．设计基于黄山学院图书馆徽州

文化资料特色的专业网络数据库。在现有的单机版

徽州文书资料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转换成网络版的

管理系统，使资料管理和数据查询功能更完备，利

用更方便．并将其整合到图书馆图书管理系统所在

的sql鸵Ⅳer数据库中，以便于统一管理与维护。

其次。开发基于．net平台的网络版徽学资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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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根据单机版徽州文书数据库开发经验并总

结在应用中已出现的问题．开发网络版徽学资料管

理系统。在开发平台方面，选用目前成熟的．net开发

平台，此开发平台包括net框架和net开发工具，net

框架是整个开发平台的基础。包括公共语言运行库

和框架类库。在开发语言方面，使用vb．net(visual

b鲳ic．net)编程语言，该语言利用．net框架提供的功

能。引入了更严格的面向对象特性，如封装、继承、

可重载性、多态性等，从而真正实现了面向对象的

程序设计，是一门真正的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

言。在数据库方面，．net能通过ado．net对各种数据

进行高效访问。在web服务方面。也能方便的进行

web应用程序的开发。

第三，开发面向用户的数据库访问web平台，

提供高效的查询功能和web服务。在．net平台基础

之上，采用躺p．net2．0技术，使用开发的网络版徽学

资料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开发基于net2．O的web

网站和web服务。Asp．net完全基于模块与组件，具

有更好的可扩展性与可定制性，同时也提供给web

开发人员更好的灵活性，有效缩短了Web应用程序

的开发周期。在功能设计方面，采用已成熟的ajax

技术等，以优化、高效查询为核心，同时要充分考虑

使用对象计算机水平和使用的方便性。另外考虑用

web服务器与数据服务器分离的方式，以避免用户

直接访问数据库，从而提高数据库的安全性。陶

总之，将以地域和资料优势，进行优化整合，建

成一个集徽州文献及地面遗存等多媒体服务为一

体的特色信息资料库和网络平台，在保证资料安全

性的基础上，以分级开放方式，实现本地查询、网上

阅读和网络传递等功能，为服务对象提供快捷的信

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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