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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具有悠久历史的多元化大学——黎巴嫩卡斯里克圣灵大学(USEK)是一所由成立于1695年，由

Lebanese Maronite Order (LMO)创建的私立天主教高级教育机构。除了教育任务，它更主要的使命

是旨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为子孙后代传承文化。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使命的核心在于支撑和辅助卡斯里卡大学实现其发展愿景。作为该大学的

心脏，卡斯里卡圣灵大学图书馆积极保护黎巴嫩文化和民族遗产中珍贵和独特的收藏以求将这项使

命不断延续下去。实施这项措施的灵感来自于卡斯里克圣灵大学的起源以及该图书馆对保护和发扬

马龙派文化遗产所承担的义务。卡斯里卡圣灵大学图书馆现在已颇具规模，馆藏丰富，拥有一个维

护和保养中心、一个数字化中心、一个手稿文本库、一个档案馆以及一个黎巴嫩研究中心。现在，

卡斯里卡圣灵大学图书馆需要履行一项更大的使命，那就是保护和发扬黎巴嫩的文化遗产。 

 

本文将介绍详细介绍卡斯里卡圣灵大学图书馆，包括其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目标、运作范围、馆藏建

设、发展成就、国内外馆际交流以及卡斯里克圣灵大学的其他项目。 

 

关键字: 黎巴嫩、高校图书馆、手稿、档案、保护、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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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保养中心、一个数字化中心、一个手稿文本库、一个档案馆以及一个黎巴嫩研究中心。现在，

卡斯里卡圣灵大学图书馆需要履行一项更大的使命，那就是保护和发扬黎巴嫩的文化遗产。 

 

本文将介绍详细介绍卡斯里卡圣灵大学图书馆，包括其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目标、运作范围、馆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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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黎巴嫩一直被称为一个十字路口国家：东西方之间的十字路口、地中海盆地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十

字路口、宗教间的十字路口以及文明间的十字路口。从最早的比布鲁斯开始，黎巴嫩一直就是腓尼

基人的家乡，直到现在，比布鲁斯还有大量腓尼基人在那定居。腓尼基人的土地被波斯统治者统治

了两个世纪，然后又不断地成为埃及、亚述、古希腊、罗马、阿拉伯、塞尔柱、马穆鲁克、十字军

东征、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领土，最后归入法国的统治，直到1943年才结束殖民时期。 

 

国家殖民统治的不断更迭使黎巴嫩地区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具有广泛性和多元性，在悠长的岁月长

河中，黎巴嫩人民继承了这些丰富的值得保存和复兴的文化和历史遗产。 

 

2 大学 

 

19世纪下半叶， LMO大兴土木，兴建了许多修道院及学校。1950年，LMO在位于黎巴嫩山的卡斯

里克建立了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卡斯里克圣灵大学是LMO在学术和教学领域多年来不断努力探索的

结晶。后来，LMO派遣一些僧人到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完成学业，这些僧人回国以后就在LMO的教育、

研究和管理机构任职，特别是在卡斯里克大学，有大量僧人在这里工作。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明确了自己的办学使命，即“为各个知识领域包括教育、研究和出版的所有人谋



                                                  

福利”，除了教育职责外，它还有个重要任务：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为子孙后代传承起源于东

方但是通过与其它领域的交流正在不断往外拓展的传统文化。 

 

3 图书馆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使命的核心在于支撑和辅助卡斯里卡大学实现其发展愿景。作为大学的心

脏，它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资源来力求延续这项使命。除了扮演传统的图书馆角色外，自 2004

年以来，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的主馆承办了全面保护黎巴嫩书面遗产的大型工程，包括文化、

历史和种族方面的书面遗产。这项工程的想法来自于卡斯里克圣灵大学的起源以及该图书馆对保护

和发扬马龙派文化遗产所承担的义务。从 2003 年收藏的第一批 LMO 的档案和手稿开始，这个工程

已经在多个方面陆陆续续开展起来。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管理层做出这项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内战后黎巴嫩国家图书馆的没落。黎

巴嫩国家图书馆成立于 1921 年，拥有菲利普·塔拉齐子爵（Philippe de Tarazi）捐赠的两万册图书、

多份珍贵手稿以及许多著名报纸的首刊。自 1975 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图书馆一直遭到破坏和掠夺，

图书馆中的工作人员慢慢流失，其收藏的阿拉伯国家和全球性的图书和期刊也消失殆尽。1999 年，

黎巴嫩文化部发起一个大型工程，试图重振黎巴嫩国家图书馆和收回流失的藏品和文献，许多外国

政府和机构多次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但最终没有成功。2006 年，黎巴嫩内阁部长签署了一项法令，

该法令阐述了卡塔尔政府与黎巴嫩文化部的关系以及它对重振黎巴嫩国家图书馆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然而直到现在，这项工程仍未启动。 

 

黎巴嫩国家图书馆的使命之一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收集、组织、保护和获取不同形式的文化

遗产，然而黎巴嫩国家图书馆一直无法完成并延续这个使命。基于此种现状，一些私立的机构，如

卡斯里克圣灵图书馆开始介入其中并发挥了有效和积极的作用。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无意取代

黎巴嫩国家图书馆的全国性地位，而是作为一个黎巴嫩的本土教育机构暂时协助黎巴嫩国家图书馆

完成这项使命。一旦黎巴嫩国家图书馆能够重新在黎巴嫩的文学、政治、文化及遗产保护工作中发

挥其该有的作用，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将只成为它的一个合作伙伴和拥护者。 

 

从那时起，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启动了一项重要的工程用以保护和收回流失的手稿、档案、照

片、地图、图表、珍贵图书以及旧报纸，并对它们进行编目和数字化。 

 

4 馆藏 

 

4.1 手稿馆藏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手稿与 17 世纪黎巴嫩的教堂和修道院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LMO

最早收藏的著作和抄本是它的创立人 Gabriel (Jibrayel) Hawwa 和 Abdallah Qaraali 的藏品，他们曾是

东方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人物。在 1770 年，LMO 的手稿全部收藏于 Tamish 夫人修道院。 

 

在 19 世纪，LMO 指定了下属的 Kifafne, Qozhaya, El-Maounat, Nesebay 及其他一些修道院作为年轻

人求学的神学院，神学、逻辑学说、宗教图书以及教会和修道院法律的讲义逐渐丰富了这些修道院

图书馆的手稿收藏。 

 

那个时代印刷业已经出现，尽管那时候印刷的书籍都是一些关于僧人日常的祈祷仪式的著作，但是



                                                  

印刷业却非常发达。LMO 当时购买了一台印刷机放在埃瑟俄比亚 Duwwar 的圣摩西修道院(Mar 

Moussa al-Habshi)中，19 世纪，它被搬到了 Quzhayya 的圣安东尼修道院(Mar Antonios)。那个时代的

罗马，宗教著作的流通仍然主要是手工抄写，但当需要大量的副本时，还是得依赖教堂(修道院)圣会

的印刷机将信仰传播出去。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手稿和藏品经常受到损伤和破坏，尤其是 1860 年的大屠杀，许多修道院

被摧毁并有 40 多个僧人被杀害。而后悲剧重演，在黎巴嫩内战（1975-1990）期间，许多修道院不

是被彻底摧毁就是被付之一炬，导致了大量手稿和藏品遗失。2002 年 5 月，LMO 决定将其下属修

道院（大约 27 个修道院图书馆）中所有的手稿重新安置并储藏在卡斯里克圣灵大学中。 

 

最初，LMO 的手稿数量只有 1600 卷，其中 213 卷是图书馆自己的，1316 卷是根据一项苏必利尔神

父和 Athanas El Jalk 神父发出的法令从所有的修道院中收集而来的，剩下的 54 卷则是通过捐赠和购

买的形式获得的。这些数量庞大并且独一无二的手稿收藏如今被称为 LMO 收藏，为了完成其它修

道院的手稿收集及对已收集手稿的编目工作和手稿学研究任务，LMO 仍在不停地工作。 

 

一旦 LMO 颁布保护大学图书馆手稿的法令，将意味着从修道院收集手稿这项工程已经实质性启动。

这说起容易但做起来难，因为尽管 LMO 颁布了保护手稿的法令，但是仍有一些神职人员认为手稿

在修道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没必要挪到图书馆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图书馆工作的职责及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很多修道院中将收藏的手稿捐

赠给 LMO 以使它们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促进学术研究。第一批捐赠的藏品是马龙派 Zgharta 大主

教(55 mss)、Basilian Order Choueirite (905 mss)、Zahle 的希腊天主教堂的手稿(43 mms)以及其他各种

收藏(431 mss)。 

 

如今手稿的数量已经达到了 2125 卷，它们用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书写，包括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拉

丁文和希腊文。它们涵盖了各种主题，如神学（包含许多马龙教派的文献）、伊斯兰教、哲学、叙

利亚和阿拉伯语语法、文学、天文和历史等。这些手稿中，许多是从拉丁文翻译成现在的 Garshuni

文（用古叙利亚字写的阿拉伯文）的，其中一些非常独特如出版于棕榈周日读物办公室的 LMO263，

它似乎是最古老的马龙派叙利亚语礼仪教材（1943 年誊写于 Qozhaya 修道院）。另一个例子便是誊

写于 1957 年的《The book of prayers during lent》（LMO103）。目前，根据内容及手稿学特征为藏

品中每个单独的项目进行编目的工作仍然在有序进行中。 

 

LMO 手稿馆藏的数字化工程是与希尔博物馆和手稿图书馆（HMML）合作完成的，起初只有一台照

像机和一个工作人员，LMO 将其数字化手稿副本和书目记录上传到 HHML 的网站上。从那以后，

图书馆在创建自己的阿拉伯语、叙利亚语以及 Garshuni(用古叙利亚字写的阿拉伯文)手稿的编目数据

库上走了一段很长的路。Beth Gazo 是在.NET 平台下、基于 SQL 数据库服务器开发的，它的独特性

在于其能够在任何语言，甚至是一些鲜为人知的语言像 Garshunit 及叙利亚语下进行编目和搜索。由

于每个页面都要进行详细地研究和分析以提供一个全面的书目描述和说明，因此每份手稿的研究都

要消耗较长的时间。Beth Gazo 有可能在未来为宗教和历史资料，特别是那些与马龙教派和东欧基督

教教会以及阿拉伯世界有关的资料的编目人员提供权威的标题。 

 

4.2 档案收藏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是唯一一所建立之初便承担着 LMO 的使命的高等教育机构，因此，其图书馆被



                                                  

指定为 LMO、LMO 下属修道院及 LMO 赞助的其他机构的所有档案和记录的官方存放机构，除此之

外，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还担负着保护大学及校长办公室档案的职责。当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

书馆明确其使命是保护黎巴嫩文化遗产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涌现出来：如何保护和保存来自各市

和 Qaemmqamias（特定区域的地缘政治分布）的政府部门档案（登记表和记录表）？ 

 

这项工作受很多原因的牵制并不容易展开，第一个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资料现有的存储

和封装条件比较落后。在黎巴嫩，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从没有关注过私人或公共的任何类型（官

方、私人或家庭文件）或任何内容（文学、政治、历史、艺术等）的手稿和档案的保护，政府部门

从没有提供财政或行政援助，或者是通过颁布政策或规定来组织和管理他们的公共记录表及登记册，

这些文件和记录表被存档然后放进箱子中，随意堆放在某些房间或仓库里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

些文件和记录表尘埃累累，纸质受潮，进而被有害物质、昆虫或真菌感染和侵蚀。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已经着手的保护工作有很多： 

1、Qaemmqamia 和 Gezzine 市的档案 

2、Batroun 市的档案 

3、Mutasarrifiyya（土耳其帝国时代建立的一个自治州）的档案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内可用的档案远远超出了政府和官方机构，现在拥有黎巴嫩文学、政治和

历史学方面的杰出人物的私人记录和收藏（例如文学家 Youssef Ghossoub、政治家 Maurice Gemayel

和历史学家 Kamal Salibi）。人们关注的人物每天都在变动，因此，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的档案

收藏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4.3 报纸收藏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还能够得到一些被认为是黎巴嫩遗产一部分的报纸副本，这些报纸之所以

被认为是黎巴嫩遗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它们涉及的主题以及它们已经不再发行了。最著名的是

Ad-Dabbour (1923)、Al-‘Andalib (1935)、Sada al-Shimal (1925)、Az- Zajal Al-Lubnani (1933)、Al 'Amal 

(1939) 和 L’Orient (1934).这些报纸已经全部被数字化并保存成了 RAW 和 PDF 格式。而对于正在发

行的报纸，图书馆也有一定数量的收藏，虽然这些报纸现在仍处于流通中，但在不久的将来，却很

有可能不再发行，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4.4 其他收藏 

 

这些收藏包括珍贵的书籍、相片和底片、8mm 电影胶卷以及录音，它们都和黎巴嫩的遗产、历史、

身份、文化和种族密切相关。 

 

5 中心 

 

现在图书馆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如何将这些资料安置在一个最合适的条件下以长久地保存它们，

而同时又能使神职人员、研究人员及图书馆的读者能够接触到它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图书馆成

立了两个中心：影印复制和数字化中心以及书面文物保护中心。这两个中心都由图书馆管理，已经

初具规模，并试图通过提供一个可控的存储空间、保护并恢复这些收藏、数字化、将这些收藏从原

来的格式转换为数字化格式等方式来满足图书馆的各种需求。 

 



                                                  

这两个闻名于世的中心在黎巴嫩的同类型机构中是最先成立的，它们并不局限于仅仅服务于图书馆，

现在越来越受到个人、国家和政府机构的青睐。 

 

这两个中心接手的横向项目中，涉及内容从传统的资源保护到现代的数字化，均是基于用户的需求

来进行。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项目是 Gibran Khalil Gibran 收藏，它包含了大量手稿和档案。其他项目

包括 Elias Abou Chabké（诗人和作家）收藏、Sursock 的家庭档案、Nehme 家庭档案及 Adolph Uhlmann、

Salem 和 Moussa 王子三人的摄影集。 

 

中心接手所有项目时都要签署一份协议，该协议规定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只能获得一个数字化

副本供学术和研究使用。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的所有读者都将被告知这项规定并且要签署一份

承认该条款的文件。 

 

5.1 影印复制和数字化中心 

 

影印复制和数字化中心是现任馆长， Joseph Moukarzel 神父提供人力（两名工作人员）、技术（一

台照相机）和场地于 2002 年 12 月设立的。该中心设立之初，资料转换仅仅为 1600 的缩微胶卷，

而现在，除学生助理外，该中心有 6 个专职工作人员和三名合同人员；有四台数码相机、1 台缩微

胶片扫描机、5 个扫描仪以及协助转换和数字化过程必需的软件和应用程序。 

 

该中心已经在数字化和数据交换方面和 IFPO 合作，IFPO 是黎巴嫩军队地质部及巴勒斯坦研究机构

的简称。这项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仅仅是按照规定的标准转换数据，还包括在服务器、CDS

或外部驱动器上进行数据安全保护，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这些数据格式可能会落伍，能

否经得起时代发展的考验是个很大的问题。此外，当处理保护不周的手稿时，另外一个问题也出现

了，由于这些手稿非常脆弱，稍一碰触就可能将其损坏，难道要冒着损坏这些手稿的风险将们进行

数字化吗？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和影印复制和数字化中心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为所有的资料，特别是那些还

没有被编目的资料创建数字化信息库和搜索平台。 

  

5.2 书面文物保护中心 

 

书面文物保护中心（CWHC）成立于 2002 年，旨在制定一项保护和收回书面文化遗产（包括手稿、

稀有和珍贵的书籍、档案、地图、照片等）的战略。书面文物保护中心过去也只有 2 名专职员工，

但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 4 人团队。该中心配置齐全，有如真空包装机等必备机器、洗涤和除尘用具、

日本纸张及各种尺寸和规格的无酸盒。 

 

书面文物保护中心的各项活动包括： 

-保护和保存收藏； 

-宣扬文物保护意识并且为感兴趣的人士提供专业培训； 

-提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书面文物保护中心有一个保险库，名为遗产保险库，所有价值昂贵的手稿、档案和珍贵书籍都保存

在这个保险库中，文物收藏者也可以享受这项服务，将他们的藏品寄存在该保险库中，免遭保存环

境不佳带来的损坏。该中心现在已逐渐成为黎巴嫩人所熟悉的私人财产寄存处。 



                                                  

 

这个保险库按照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来设置： 

-VRV 空调和通风控制系统，换气功能优异； 

-理想的湿度（50％±5）和稳定的温度（18°C±2）； 

-搁物架涂有烘烤而成的热固性粉末； 

-墙壁上涂有抗真菌油漆； 

-探测器、防火门、火灾报警器及对人体和书籍无毒无害的气体（FM200）组成的防火系统非常灵敏，

可确保远离火灾；; 

-监控摄像头和报警系统确保防盗 

 

书面文物保护中心的主要工作是保护和保存书面文化遗产，次要任务是加快藏品回收速度。因此，

员工必须接受专业培训而且需要邀请国内外相关专家参与进来。 

 

6 联系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紧紧依附于另一个高校中心—黎巴嫩凤凰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 2008 年，

从事黎巴嫩各个领域的研究及黎巴嫩书面文化遗产的传播工作，现在致力于诗歌和戏剧的收藏。该

中心开展的活动有：出版关于黎巴嫩历史和社会形态的研究著作、协助研究人员和学者在图书馆内

获取其所需的资料。 

 

7 活动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项目不仅仅通过保护、回收、编目和数字化的途径来保存黎巴嫩文化遗产，

而且还通过发行刊物和开展活动来宣扬黎巴嫩文化。古籍、档案和手稿展览会就是与黎巴嫩凤凰研

究中心合作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盛事，每年都会选择一种黎巴嫩独有的文化来作为展览会的主题，如

马龙教派、亚美尼亚等。第 9 届展览会的主题是 Sharfeh 修道院，该修道院隶属于叙利亚天主教堂。

展览会还包括诗歌、图腾及叙利亚传统缩影的专题研讨会。举办这个向公众开放的展览会的目的是

增强人们对黎巴嫩风俗和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认识。 

 

8 合作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致力于促进与多家国际协会和组织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卡斯里克圣灵大

学图书馆的一个目标是“通过国家和国际的积极活动和伙伴关系，拓展其关系网络”，因此它已经

与一些国际组织成为合作伙伴： 

1、阿尔勒图书保护中心和它的数字图书馆 e-corpus； 

2、世界数字图书馆； 

3、希尔博物馆和手稿图书馆； 

4、阿克托贝叙利亚手稿库。 

 

9 结论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已经将保护和发扬黎巴嫩的文化遗产作为其使命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已经超越了一个传统的高校图书馆；卡斯里克圣灵大学正在努力

地从事黎巴嫩文化、历史和种族遗产的保护工作；如今的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图书馆在黎巴嫩的崛起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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