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跃

近日，荣获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
奖”舞剧奖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骑兵》
登上了央视《大幕开启》的舞台，将动人
的骑兵故事带到了全国观众的面前。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多年来，为人民而战的骑兵风采如
同蒲公英的种子随风播撒，繁衍生花。

骑兵的故事被搬上舞台，并被广泛
讨论，绝非偶然。舞剧《骑兵》总导演、

编剧、国家一级导演何燕敏说：“这部舞
剧的创作是我许久许久积压在心中的
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是需要抒发、找到
一个出口的。”

“我的父亲就是全程参加过解放战
争的内蒙古第一代人民骑兵。在我很
小的时候，就听过很多关于战争、关于
人与马、关于战友情的故事，这些故事
父亲不知道讲了多少遍。父亲有一个
同学，和他一起入伍，就在他们参加的
第一场战争中，这位同学刚举起枪，还
没来得急发出几颗子弹就英勇牺牲。

他的名字叫朝鲁，那个时候只有十八九
岁。过去我们听到父亲讲这个名字都
不以为然，到他因为脑肿瘤失去所有记
忆的时候，只要有战友来看他，他都会
说：哦，朝鲁！这时我们才明白了这个
名字在他心中的分量和含义。”何燕敏
回忆时含泪说道。

正是在这样的情怀和初心之下，何
燕敏导演编创了《骑兵》这样一部感人至
深的舞剧。她说：“我觉得我特别幸运，
因为我的工作，我能够用艺术创作的方
式把这一段历史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

了解内蒙古骑兵。”作为骑兵的一名子
弟，她完成了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

骑兵的精神是流淌在血液中的，每
一位《骑兵》的主创都有着相同的感
受。男主人公朝鲁的扮演者赵雷坦言：

“虽然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蒙古族青
年，但是每当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到牧区
看望我的爷爷，我们离他们的生活并不
遥远。我要做的就是将这些记忆拾起
来，放在舞台上让大家知道。”

《骑兵》用极具表现力的舞蹈动作
表现战争、疾病和丰富的情感，考验着

舞蹈演员的体力和耐力。其中，战马
“尕腊”带给人们巨大的惊喜，他运用舞
蹈语言将马的心理活动展现得淋漓尽
致。

“尕腊”的扮演者巴音达来说：“从
第一天排练开始，我的脸就已经拉下来
了。我觉得我不能胜任这个角色，我明
明是个人，却要演一匹马，不知道怎么
去演。演马需要很大的体力，于是我私
底下每天早晨都去跑步，加强自己的肌
肉素质，希望能够演好这一匹烈马。”他
笑称，现在回头都是很敏感的，人已经

和马融为一体了。
很多人不知道巴音达来患有严重

的腰伤，但是根据剧情需要，他要多次
擎举男女主角。每次排练，他都是真刀
真枪地上场，从不掉以轻心。他的努力
像极了他所扮演的角色——英勇无畏、
一往无前的蒙古马。

赤心铸就骑兵魂，每一个演员都是
舞台上的新时代骑兵。无论是台上还
是台下，过去还是未来，骑兵的精神将
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骑兵披荆斩
棘，奋勇前行！

舞剧《骑兵》登上央视“大幕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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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
公布了第六批

“全国古籍重点
保 护 单 位 ”名
单，该名单是由
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开展评审，
达到标准后由
国务院批准命
名。本次全国
共有 23家单位
入选，内蒙古社
会科学院图书
馆就是其中之
一。

内 蒙 古 社
会科学院图书
馆能够入选，不
仅 仅 因 为“ 家
底”雄厚，更因
为它们始终在
为这些珍贵的
古籍文献找出
路，它们对于古
籍文献收藏、管
理、使用的宝贵
经验值得借鉴。

——编者

□文/图 本报记者 徐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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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2626万册藏书讲述万册藏书讲述
古籍文献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通常被收藏在图书馆的库房里，“不见
天日”似乎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但是
今天，在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下，合理
利用成为了它们最好的归宿。

收藏：
加强古籍文献资源的抢救和研究工作

从一个图书资料室，演变成为在全
国具有影响力的特色图书馆，内蒙古社
会科学院努力做好文献资源建设工作，
让自己成为了唯一。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馆藏
有多牛？为什么能够成为第六批“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还要从它的建
立开始说起。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成立于 1979
年，是由“老三所”语言、文学、历史研究
所演变而来，当时的图书资料室就是现
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前身。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王
智说：“馆里的宝贝有很多，经书、圣旨、
家谱，种类丰富且保存较为完整。馆内
现有藏书26万册，包括汉文、蒙古文、
满文、外文等各类图书。其中，蒙古文
古籍6280种 3万余册，约占全国各图
书馆蒙古文古籍收藏种类的50%，且
多为木刻原版或手抄本。单是这一个
数字，就是其它图书馆无法匹及的。”

此外，馆内还收藏有汉文古籍
3000余部 5万余册，日、俄、英、法、德
等外文图书约2万册。大量珍贵古籍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其中
不少是稀世珍本和孤本。现已有30多
种蒙汉文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此外，还有普通版图书约 16万
册，期刊合订本约9000册。

这些珍贵文献资源是经过几代人
的不懈努力收集而形成的具有民族特
色的藏品。多年来，他们搜集抢救民族
文献资料，加强文献资源建设，围绕着
科研工作的需要不断完善藏书结构，形
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学科特色的藏

书体系。
这些文献内容丰富，不

仅涉及社会科学诸多学科，
还兼容了具有民族和地区特
色的天文、历法、医药、绘画
和建筑艺术等领域，在国内
外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其中，蒙古文《大藏经》是至
今保存的蒙古族各种文献中
篇幅最大的一部，也是蒙古
佛教典籍的总集、蒙古文化
的百科全书。该书在 2004
年开始筹备，2014 年完成
400卷正编，前后共用了 10
年时间。它的编辑出版为学
术界提供了一部收录完整、
对勘精良的新《大藏经》版
本，结束了近代以来蒙古佛
教界及学术界没有修藏的历
史，也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文

化建设，乃至全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喜
事，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珍贵文化遗
产，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
注和好评。

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工作人员积
极从事科研工作，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大
量科研项目、专著、工具书、译著等。

著作《蒙古古代书籍史》被内蒙古
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呼伦贝尔学院
等多所大学采用作为文献、新闻出版史
教材。2009年，该书获得自治区第十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
品奖。

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社科院图书
馆已出版专著40多部，文献500部，发
表论文500余篇，译文200余篇，先后
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成果优秀
奖。

管理：
运用多种手段保存好历史文化遗产

走入蒙古文古籍库，上万件古籍静
静地摆放在那。在昏黄的特殊灯光照
射下，一排排书架金光闪闪，一个个防
磁柜就像知识的巨人并肩站立。历史
在这里尘封，也在这里开启。

为了进一步了解古籍保护工作，古
籍库负责人赵峰琴老师为我们打开了
一部金字《甘珠尔》，这部经书被很多层

“衣服”包裹着，还保留着最初的样貌。
300多页的经书精美华丽、文字清晰。
侧面带有佛像，珍贵无比，令人赞叹。

建馆以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
馆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馆藏文献的保
护上，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业务管理方面，实行馆长负责制，
逐步完善业务工作规范；对珍贵文献实
行“严格管理”制度，包括库房管理制
度、藏品出入库管理制度、人员出入库
管理制度、安全保卫制度、阅览服务制
度等。

“查阅之前需要提交申请材料。”
“拍照不能超过三分之一、抄录不能超
过二分之一。”“查阅古籍不能携带手
机。”严格的管理规定为古籍文献的合
理利用撑起了保护伞。

副馆长托亚从事古籍整理研究保
护工作30年，据她介绍：“古籍文献的
保存受到温湿度、酸碱度、空气污染、光
辐射、生物危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作为古籍文献的收藏机构，内蒙古
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深入分析这些因素
的影响。针对年久老化、酸化的古籍文
献，1999年 5月至2002年 10月，图书
馆把馆藏的95种 6263张蒙古文古旧
破损文献送到国家图书馆修复部进行
修复。此后还对《大藏经》等珍贵文献
进行了更换旧包、特制书架等工作。

在安全保障方面，监控实现了全覆
盖，各个古籍库全程无死角。安装有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并逐
渐配备了新式防火、防盗、防潮设施，进
一步改善了文献资料的收藏条件。

在文献的储存和管理上，汉文古籍
库配备了密集书架，起到了节省空间、
防火、防尘的作用，最近几年古籍文献
还用上了空调……

多年来，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方针，长期致力于古籍文献的
抢救、保护和利用工作。制定了长远的
古籍文献保护计划，在推进自治区社会
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学术交流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 2014年以
来，图书馆提升管理水平，加大古籍保
护力度，被文化部评为“全国古籍保护
工作先进单位”。

2017年，图书馆工作人员带着12
件珍贵古籍参加了在国家博物馆举办
的“民族遗珍 书香中国——中国少数
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全国巡展
（北京站），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党支部的引领下，以党建促管理

开展了多期党日活动。2016年，为土
左旗图书馆捐赠全套《大藏经》400本，
过刊一万余册。他们也曾组织党支部
党员到戒毒所捐赠图书，还曾与广东、
黑龙江等同行业馆进行出版物交换。

数字化：
化解古籍文献“藏”与“用”的矛盾

古籍数字化是保护和传承古籍文
献最有效的形式，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
必然趋势。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内
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目前的发展方
向就是尽快建立数字图书馆，实现网上
查询、借阅、咨询、下载等服务。

为了达到长期有效保护珍贵古籍
和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目的，图书馆近几
年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建设蒙古文古
籍数字化建设的方向上来，并以此为突
破口，逐步实现全部馆藏文献的数字
化。

2003 年，图书馆对 495 种 1678
册、17730张蒙古文古籍进行了缩微拍
照。2015年至2016年，图书馆对馆藏
5500种17000册、65万张蒙古文古籍
进行扫描，以备妥善保管以数字化的形
式被读者利用。目前大部分蒙古文古
籍已经完成了扫描工作。

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一直秉持“服
务科研、藏以致用”的方针，馆藏文献的
管理逐步实现了从以“藏”为中心到以

“用”为中心的转变，始终把提高服务质
量、拓宽服务领域、强化科研职能和信
息情报职能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取得了
可喜的成果。

多年来，图书馆为本院科研人员提
供了语言、文学、历史、宗教等学科的大
量珍贵文献，《俺答汗传》《蒙古源流》
《金轮千福》等60多部文献研究著作陆
续出版；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草原文化工程”的子课题《草原文化概
论》《蒙古族文化研究》《草原史诗文化
研究》等多项课题提供了文献资料。

随着学术交流的逐步深入，图书馆
与国内外学术团体以及个人之间的友
好交往、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为蒙
古国、俄罗斯等诸多国家的学者提供服
务，如蒙古国学者巴雅尔赛罕的《蒙古
源流研究》、俄国学者阿列克谢耶夫的
《蒙古文金字<甘珠尔>研究》等等，在
更大范围内实现了资源共享。

据统计，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每年接待全国各地专家学者2000余人
次，接待国外学者200余人次，为自治
区的文化建设和科研教学事业的繁荣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对
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献进行整理、研究、
出版，修复部分破损古籍，完善古籍库
环境设施，并逐步对部分古籍、精平装
书、期刊等文献进行回溯建库工作，让
古籍文献发挥最大的社会作用。”馆长
王智说。

历历史史风风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