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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发展守正出新
多元布局稳步增长
2003 年，中华书局成立古籍资源部，开始布局古籍数字化工作。2012 年起，中华书局决定将数字化内容做成数据库，2014 年，中华书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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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古籍数据库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上线，这一产品汇集了中华书局历年出版的整理本古籍 291 种，共计 2 亿字，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整理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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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合学院成立

数据库。彼时，中华书局申请到了“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的国资预算项目，并决定将这一项目的资金进行公司化运作。2015 年，中华书局在体制
机制改革上作出重要决策，将古籍资源部改组为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联公司）。
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古联公司承担了“中华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
（
“十三五”规划项目）等数字化项目，研发了在线的古籍整理与发布系统，
开启了全新的线上资源生产和出版模式。2018 年，古联公司整合现有数字产品，推出了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籍合网。随后在线
众包平台、
“中华经典古籍库”微信版等创新产品与模式不断发展成型。古联公司自 2015 年成立至今，员工从 10 余人增加到 80 多人，年营业收入
从 100 多万元增长到 4000 多万元，七年时间，
实现了质的飞跃。
据古联公司总经理洪涛介绍，古联公司目前业务主要有五大模块：国家级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籍合网、古籍智能技术服务、在线古籍整
理众包平台、籍合学院以及面向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培训。洪涛表示，古联公司在古籍数字化专业服务上，从数据库建设开始，逐步形成了在
线编校、技术研发、人才培养、
校企合作的产业服务矩阵。七年来，古联公司守正出新聚焦变革谋发展，
多元布局实现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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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提起开设籍合学院的初衷，
洪涛回忆道：
“2019 年，
中华书局主办、
古联
公司承办了第一届
‘古籍整理编校研修班’
，
古籍整理的行业难度还是比较
大的，
为了提升众包平台内容质量，
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虽然向社会开放，
但更多是帮助众包平台的整理者提升古籍整理知识的培训。意外的是，
来
自全国 550 余位到场学员和 2300 余位线上学员参与了研修，
还有不少出版
社的编辑组团来上课，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觉得古籍整理的培训虽然
赛道比较窄，
却是有市场的。
”
随着疫情的来临，
线下授课变得难以开展，
经
过调研后，古联公司开始建立古籍整理和编辑培训线上系统——籍合学
院，
一方面提升众包参与人员的编校水平，
一方面满足广大读者、
学生学习
古籍整理知识的要求。在线培训课程包含理论通识课、
技能课、
案例课、
专
题知识课，
据洪涛介绍，
现在已经签约的古籍整理作者大概有六七十名，
最
重要的方向就是古籍整理的案例课，
请优秀的古籍整理作者来讲自己作品
的整理思路、
方法。目前已经上线近 100 个课时，
到 2022 年底预计将有 200
多课时的古籍整理专业课程上线，
填补出版行业内古籍整理编辑在线培训
课程的空缺，
满足读者对于古籍整理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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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拓展大中小学古籍教育

人才培养与古籍普及融合发展新思路

自 2018 年籍合网上线以来，
古联公司共发布数据库 30 余个，
包括
“中华经
典古籍库”
“中华石刻数据库”
“殷墟甲骨文数据库”
“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
“中
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等。目前，
“中华经典古籍库”已经发布到第 9 期，共 20 亿
字，
收入了 20 家出版社的整理本古籍资源，
上线整理本古籍 5000 多种，
并获得
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中华经典古籍库”
开发有镜像版、
在线版、
微信版，
以及学习强国版，
是国内使用最广泛的整理本古籍数据库。
古联公司在开发出版社的版权资源之外，还广泛与作者合作开拓专题数
据库，开创了优先策划数据库的古籍整理出版模式。几年来出版了如全面收
录甲骨卜辞，
并进行整理、
摹写和释读的
“殷墟甲骨文数据库”
，
拥有 10 万名历
代进士人物的“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古代石刻系列如“宋代墓志铭数据库”
“汉魏六朝碑刻数据库”
“唐五代墓志专目数据库”
等。
从一定程度上说，
古联公司已拥有丰厚的
“家底”
，
迄今已发布的产品资源
体量达 40 亿字，
种类丰富，
涵盖专业古籍整理出版资源 20 亿字，
石刻资源 6 万
余篇，历代登科人物 10 万余条，木版年画 1.8 万余幅，书法作品 1 万余种，甲骨
文卜辞 14.38 万条。这些资源构成了全国最大的整理本古籍资源数据库。迄
今籍合网平台已拥有国内机构用户 100 余家，
海外用户 40 余家，
个人注册用户
22 万人，
有 600 多个机构处在试用阶段。
在古籍资源建设的同时，
古联公司还开发了
“中华书局宋体字库”
及
“梵文
悉昙体字库”
“甲骨文摹写字库”
等专门字体，
收录超过 15 万字符，
用于解决古
籍中各类楷书生僻字及甲骨文、金文、小篆、梵文等特殊字符的在线检索和显
示问题。超大字符集的建设构成了古籍数字化必备的基础设施。

古籍数字化内容、技术、
平台多向度发展

守
正

古联公司一直在探索更多的技术突破，
尝试提升传统编辑工作的生产力、
变革编辑生产方式。古联公司拥有专业的古籍数字化技术与研发能力，建立
了自己的技术部门和大数据中心，专门负责研究古籍整理、编辑、出版的自动
化问题。目前已经投入使用的古籍整理技术工具包括：面向古籍整理和专业
出版的自动标点技术、繁简转换技术、专名自动标引技术、引文核对系统及融
合多技术工具的文达编校 Word 插件；
应用于古籍数字化生产的古籍 OCR 技
术、
在线 XML 编辑器、
元数据著录编辑器等。
为了更好地保证古籍数字化的质量，
古联公司制定了《数据加工流程总规
范》
《XML 数据整理工作规范》
《元数据规范》
《图像采集规范》
《文字采集规范》
等 26 种数据加工及技术开发标准，规范业务生产流程。2020 年 10 月，古联公
司
“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的建设与应用”
荣获中国质量协会颁发的质量技术奖
二等奖，
更需要强调的是，
这些标准已经成为多家出版社古籍数字化出版的应
用标准，
为后续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支持。
洪涛表示，
籍合网平台的建设对于《
“十四五”
文化发展规划》中提出的
“建设国家古
籍数字化总平台”
，
不论在资源聚合、
标准使用还是技术框架上，
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近些年来，
古联公司在产学研方面持续深耕，
与中国人民大学、
河北大
学、
中国政法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实习实训基地，
开授古籍数字化课程，
接收学生实习，
培养未来古籍数字化行业人才。洪涛
表示，
有些学校自身有古籍培训的需求，
在本校教师授课之余，
他们会采购
古联公司的课程作为学生的选修课，
有些老师也会在自己的课程中集成籍
合学院的素材。古联公司还与陕西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宁夏大学、
辽
宁大学合作建立古籍数字化实验室，开展项目和科研合作，通过大数据中
心，
为教师的研究课题提供定制化的数据和分析，
推动科研成果落地出版。
洪涛表示，从生产经营角度来说，古联公司还比较看重中小学生传统
文化教育的内容需求市场。他举例道，
现在的语文课程中拥有大量的文言
文，古联公司希望让中小学生更好地学习古诗词和文言文的知识内容，同
时拓展他们的课外知识，
另一方面希望和中小学生语文教师一起来研究如
何教学，让孩子更容易理解古诗词与文言文，这是古联公司未来工作的重
点。
“ 在面向大学服务的同时，一定要再下沉到中小学生服务这个更加广
泛、
更加普及的市场。
”
目前，古联公司正在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展开合作，将中华
书局出版的图书以融媒体的形式再创造和出版，
通过古诗词来讲解博物知识，
包括古诗
词里的衣食住行、历史典故、科学现象、地理名胜、动物植物等。团队计划打造一个 AI
（人工智能）形象，
通过 AI 人物串讲内容并与读者互动，
选取有趣的知识点做成短视频在
互联网上传播。同时开发剧本杀等线下产品，
方便老师在学校组织相关活动，
通过线上
和线下的结合、
图书和信息技术的结合，
打造可看、
可听、
可触摸、
可互动的新阅读产品。

以众包平台为内容生产基础力量

跨界融合古籍传播新思路

为解决古籍数据编校工作量大、专业化程度高的问题，古联公司建立了全国第
一个古籍整理众包平台。从 2019 年上线服务以来，拥有近 5000 人的在线古籍编校队
伍，平台共发布任务 42976 个，处理 14.84 亿字，为多个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古籍
数字化项目提供编校力量支持，加速项目进展。在纸书和数据库出版上，通过在线
编校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古籍出版基础校对力量不足的难题，为多个出版社的大型纸
书和数据库项目提供数据建设支持。据洪涛介绍，随着参与众包编辑的人员工作时
间增长，他们还能自发形成团体，比如有些参与者，兼职做众包编辑时间久了，还会
组织他身边的人一起参与，变成二审组织者，慢慢形成了很多小组织，管理起来更为
容易一些。

洪涛认为古联公司的工作就是在做科技和传统的融合，最近古联还在布局跨产业
的融合发展。近日，古联公司与业外公司达成合作，制作 3D 超写实数字人。第一个人
物是苏东坡，古联公司希望能够为这个数字人植入历史背景、文化常识，以及他脍炙人
口的诗词，
把历史文化、
文学知识以立体、
互动的形式进行传播。苏东坡热爱美食、
游历
四方，和现代人的生活非常贴近，古联公司尝试将“苏东坡”打造成 IP 形象，并与文化普
及、
教育、
商业、
旅游等经济相结合。
此外，
古联公司正在与多位播音领域的专业人士合作，
录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
音频，
计划年内在喜马拉雅上线至少 50 部经典古籍的诵读与白话翻译，
为读者增添学习
古代经典的新路径。

以技术为第一生产力

微 论

古联公司为古籍领域的融合出版与创新开辟了一条新路，特别是在专业领域，开拓出了一条从内容到技术再到人才培养的综合服务体系，不断多元布局、守正出新，实现七年来的飞跃
洪 涛 表示，
发展。
“ 我觉得首先是中华书局大力支持，从公司的成立到业务的开展，从传统出版业务与技术融合的大胆尝试，到鼓励新兴领域的探索，让古联公司不断发展。不论是我们做数据库，还是开
发技术、做培训、做融媒体，努力让我们工作的每一步都不落后于时代。七年来，古联一步一步的发展又不得不说是幸运的，遇到每一个困难的时候，刚好都有一个幸运的时刻来帮助。希望我们的工作
能够始终紧跟时代浪潮和社会发展的步伐，让古联每一步都踩到点子上，相信这种幸运还会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