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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清照 陈 鑫 杨 韫

（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江苏苏州，215001）

围绕馆藏珍贵的丝绸档案，苏

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下

文简称“中心”）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建立首家中国丝绸档案

馆；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填补了苏州在文献遗产领域的空

白；首创档企合作，助推苏州丝绸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展国际间交

流与合作，推动丝绸档案文化走向

世界。中心激活档案资源，赋能产

业发展，开创了丝绸特色档案收、

管、用新模式。

一、失而复得的珍宝

1. 被遗忘的角落

20世纪末 21世纪初，国有（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如火如荼地进

行，改制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

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推动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实

施改制的组织者、企业主管部门及

企业本身，重点关注的是资产清

算、处置和职工的安置等与经济效

益息息相关的问题，不愿意花费人

力财力对短期来看并没有什么价

值的档案进行整理处置，以致出现

档案处置工作未按照国家的要求

列入企业破产清算内容之中，没有

及时通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与

档案处置工作，经费得不到保障，

档案保管条件恶劣，负责档案管理

的人员严重不足，档案安全得不到

有效的保障，甚至存在企业档案被

当作废纸卖掉或被盗卖等严重问

题，许多档案在企业破产过程中流

失。而且在少数档案行政管理部

门人员的观念里，改制企业档案工

作是较为边缘化的工作，在指导、

接收等方面也不积极，监管工作不

到位，于是出现一些档案没有被处

置甚至不清楚其具体情况的现

象。轰轰烈烈的改制过程中，档案

在被遗忘的角落里默默等待着自

己的归途。

2. 开创“苏州模式”

企业改制的浪潮同样席卷了

苏州，2002年9月，苏州市做出了加

快推进市属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

革的决定，提出了“四到位一基本”

的改制标准，即企业改革到位，国

有资本调整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

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以及基本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 2005 年 6

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一般竞争

性领域的985家市属国有（集体）企

业和82家生产经营型事业单位，完

成了产权制度改革。

苏州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同

样存在着档案管理的困难，但与其

他地区不同的是，苏州市知难而

进，建立了全国首家专门管理改制

企业档案的事业单位——苏州市

工商档案管理中心，比较系统地抢

救整合了改制企事业单位和组织

的各类档案。从 2005年 3月开始，

中心对308家改制企业的档案实行

统一管理、集中入库，平均每天接

收5000多卷，10多辆运输车满载各

改制企业的档案运到中心移交入

库，持续 10个月，总运输量达 3000

多车次。中心日均接收量达 5000

多卷，累计集中档案137万卷，为苏

州档案事业之前所未有，打了一场

漂亮的“档案保卫战”，并由此开创

了全国档案系统改制企业档案管

理的“苏州模式”。

3. 惊现“镇馆之宝”

虽然中心接收的这批档案卷

帙浩繁，但这种抢救性接收，注定

只能是粗犷式的。当时这些档案

都是用麻袋装着的，接收进馆后，

中心一直进行着清点、分类、编目、

装盒、上架等后续的规范化整理工

作，直到 2018 年 2 月，这项工作才

算全部完成。

在工作人员细心的整理过程

中，29592卷丝绸档案脱颖而出，它

们源自苏州东吴丝织厂、苏州光明

丝织厂、苏州丝绸印花厂、苏州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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缎炼染厂、苏州丝绸研究所为代表

的原市区丝绸系统的众多企事业

单位和组织，是 19 世纪到 20 世纪

末期，苏州丝绸产业在技术研发、

生产管理、营销贸易、对外交流过

程中直接形成的，由纸质文图和丝

绸样本实物组成的、具有保存价值

的原始记录。

该组丝绸档案完整地包含了

纱、罗、绫、绢、纺、绡、绉、锦、缎、

绨、葛、呢、绒、绸十四大类的织造

和印花产品样本，并存有丝绸行业

织造、炼、染、印等众多工艺和设计

档案，拥有大量明清和民国时期丝

绸实物档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绸

缎样本、中共十五大至十八大专用

红绸、历届广交会（春秋）参展绸缎

样本和国外丝绸样本。这些丝绸

档案较为完整地反映了苏州市区

丝绸产品演变的概貌，比较全面地

记载了近现代丝绸发展的轨迹和

有关丝绸文化的历史，成为中心当

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二、探索丝绸档案收、管、用新

模式

（一）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

扬帆远航

2012 年，苏州市政府下发了

《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丝绸产业

振兴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了“传

承发展苏州丝绸品牌，重振苏州丝

绸文化的影响力”的战略部署，要

求加快产业的整体转型、改造、提

升步伐，实现苏州市丝绸产业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振兴。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

会高度关注。此后，“一带一路”不

断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得以重生。

“一带一路”和苏州丝绸产业振

兴发展规划既让古老的丝绸重新散

发出迷人的光彩，又为中心馆藏的

丝绸档案指明了新的方向——激活

档案资源，赋能产业发展。

（二）艰难的求索之旅

1. 抢救珍贵的丝绸档案

20 世纪末，城区经济“退二进

三”的发展浪潮，使苏州丝绸产业

元气大伤，大批丝绸产业破产关

闭，随后的十年，是苏州丝绸阵痛

的十年，苏州市丝绸、工业等系统

的行业主管部门先后被撤除，丝绸

产业日趋边缘化。

在这沉默的十年间，中心积极

行动，努力抢救原市区丝绸系统的

各类档案，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即是

29592 卷丝绸档案，它们成了苏州

丝绸复兴的珍贵“火种”。

2. 建立“中国丝绸品种传承与

保护基地”

中心立志充分发挥科研、技

术、人才等优势，将全国各地分散

保存的丝绸档案汇聚于苏州，对中

国丝绸品种进行保护和系统性研

究，更好地促进中国丝绸行业的稳

定发展。2013年 4月，中心成功获

批成为全国首家“中国丝绸品种传

承与保护基地”。

3. 建设“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

从2013 年 5 月提出建立“中国

丝绸档案馆”的建议，到 2015年 12

月最终拿下“苏州中国丝绸档案

馆”（下文简称“中丝馆”）牌子，建

设中丝馆成为中心发展历程中一

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手笔。馆

藏丝绸档案的收集、管理和利用在

中丝馆建设中得到了极大的创新

发展。

（1）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并举

人才方面，中心组建了中丝馆

专家库，已吸纳丝绸业界专家 29

人，并先后组织召开中丝馆设计方

案论证会、中国丝绸档案馆征集实

物专家鉴定评估会、中国丝绸档案

馆建设专家研讨会等。

制度方面，中心起草了《丝绸

档案征集专项经费使用方案》《征

集档案价值评估标准》等文件，经

专家审定后修改完善，成为指导中

丝馆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保证征集

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在合理、合

法、合规的基础上发挥征集经费的

最大效能。

（2）建立两个“研究中心”

为了更好地利用苏州丝绸量

大质优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档案

的功能，顺利开展丝绸档案的收集

栏目主持：叶明虎 New Accomplishment for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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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学术研究、合作开发等工作，

积极为丝绸行业转型升级和档案

事业的科学发展服务，中心申请建

立“江苏省丝绸文化研究中心”和

“丝绸档案文化研究中心”，并于

2014年 9月双双获批，为中丝馆的

建设工作锦上添花。

（3）建立档企合作基地

这些丰富的丝绸档案资源是

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是找到未

来之路的灯塔，在此理念的引领

下，中心开创了档企合作这一独具

特色的档案收、管、用新模式。截

至目前，中丝馆已与苏州市天翱特

种织绣有限公司、苏州市工业园区

家明织造坊、苏州市锦达丝绸有限

公司等 18家丝绸企业合作建立了

“苏州传统丝绸样本档案传承与恢

复基地”，对宋锦、漳缎、纱罗等传统

丝绸品种及其工艺进行恢复、传承

和发展，开发了一系列丝绸新产品。

（4）形成征集大格局

自2013年6月启动征集工作以

来，工作人员已赴山东、辽宁等 19

个省（自治区）和上海、重庆、北京3

个直辖市开展征集工作，征集到万

余件丝绸实物和档案史料，极大地

丰富了馆藏，征集大格局基本形成。

（5）举办各种丝绸展览

中心充分利用馆藏优秀的丝

绸档案资源举办丝绸展览，截至目

前已举办“中国丝绸档案馆馆企合

作与征集成果展”“中国丝绸档案

馆征集成果展”“苏州近现代丝绸

样本档案展”等各类展览 20余次，

吸引万余人次参观。

（6）档案编研成果丰硕

截至2017年，中心已公开出版

了《丝绸艺术赏析》《花间晚照——

丝绸图案设计的实践与思考》《档

案中的丝绸文化》《近现代中国苏

州丝绸档案》（画册）等书籍，还与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档案与建设》

合作开辟《档案中

的丝绸文化》《苏

州丝绸样本档案》

专栏，均获好评。

研究人员还在《中

国档案》《档案与

建设》《江苏丝绸》

等专业期刊发表

丝绸档案相关论

文30余篇，并多次

获 省 、市 各 类 奖

项。中心组织完

成了2个国家级、5

个省级、10 余个市级项目，多个项

目获国家、省、市奖项。

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经过艰难的求索，中心开创了

丝绸特色档案收集、管理和利用的

新模式，用档案衔接了企业的过去

与未来，照亮了企业的未来之路，

将丝绸档案转化为生产力，助推丝

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弘扬互利共

赢的丝路精神，取得了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一）经济效益及影响

1. 档企合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随着档企合作基地的建立，以

苏州市天翱特种织绣有限公司、吴

江市鼎盛丝绸有限公司等为代表

的8家丝绸企业共计投入资金1734

万元，在中心提供的馆藏丝绸档案

基础上，对宋锦、缂丝、苏绣等传统

丝织品进行自主研发。一系列丝

绸新产品投入市场，受到消费者广

泛好评，年销售额共计约 2360 万

元，净利润约为420万元，并呈上升

趋势，市场前景看好。

2. 档企合作双赢模式影响深远

档企合作既调动了合作方的

积极性，为合作企业获得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又使传统的丝绸品种工

艺得以传承和发展，为振兴苏州丝

绸产业起到了助推作用。

对合作企业来说，借助档案资

源进行产品研发，可以降低开发成

本，提高生产质量、创新能力和经营

效益，并借此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

品牌，易于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档

企合作基地的建立，促使传统丝绸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了产业的竞争

能力和长远发展的能力，也让更多的

消费者重新接触和选择丝绸传统产

品，是丝绸企业把握发展主动权、提

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效益及影响

1. 国内影响日趋深远

（1）为档案界树立标杆

不论是成立苏州市工商档案

管理中心，还是建立中国丝绸档案

馆，都让档案界领略了苏州档案的

风采。围绕丝绸档案所做的一个

个创新之举，让人们深深记住了苏

州档案，苏州档案的影响力正日趋

深远。围绕丝绸档案所做的种种

创新，被《人民日报》《中国档案报》

《江苏经济报》《苏州日报》《姑苏晚

报》以及苏州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广

泛宣传，并由国内多家网站转载。

（2）为苏州丝绸产业复兴做出

巨大贡献

曾经辉煌的苏州丝绸产业也

曾一度衰落，一些古老的丝绸品种

栏目主持：叶明虎New Accomplishment for the New Era
新时代新作为·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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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湛的丝绸织造技艺逐渐失传

或濒临失传。中心馆藏的丝绸档

案成为苏州丝绸产业复兴的“火

种”，美丽的样本结合完整的工艺

设计单、意匠图等科技档案，使无

声的档案迸发出鲜活的力量，一个

个丝绸品种被成功复制，新的丝绸

品种被陆续开发出来。

2. 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1）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和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世界记忆名录》的入选标准

相当高，对完整性、真实性、唯一性

和重要性等有着极高的要求，自

1997 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

入选，截至 2017年，中国仅有 13件

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中心馆藏的丝绸档案于 2017年 10

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受到

全世界的瞩目。2016年5月该档案

曾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

录》，填补了苏州在世界文献遗产

领域的空白。

2018 年 5 月 16 日在北京举行

的企业档案工作国际研讨会上，国

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澳大利亚国家

档案馆馆长大卫·弗里克对苏州丝

绸档案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苏州

丝绸档案入选世界文献遗产名录

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和

“一带一路”的推进有着重大意

义。丝绸档案的影响可见一斑。

（2）苏州丝绸走向世界

档企合作让苏州丝绸在世界

人民面前惊艳亮相。2014年11月，

出席APEC会议欢迎晚宴的各国领

导人及其配偶身穿的“新中装”采

用的宋锦面料，正是通过档企合

作，以中心的宋锦样本档案为蓝

本，经过技术革新研发出来。这次

合作让神奇的宋锦技艺走出了档

案库房，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赏。

2015 年世乒赛颁奖礼仪服装和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阅兵上使

用的福袋，均源自宋锦，苏州丝绸

逐渐走向世界。

（3）国际交流合作影响深远

2017年5月，由国家档案局、俄

罗斯联邦档案署主办的《中俄“丝

路”历史档案展》在苏州开展，展现

“丝绸之路”纽带两端的中俄交往

历史，响应了“一带一路”倡议，弘

扬了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中心还在斯洛伐克、法国、德

国、捷克、芬兰、丹麦等多国举办丝

绸档案展览，呈现我国优秀的丝绸

传统技艺，唤醒人们对中国传统丝

绸文化的历史记忆，让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丝绸的未来，为振兴中国丝

绸做出贡献。

漫漫求索路，喜忧伴归途。酸

甜苦辣中我们收获累累硕果，获批

中丝馆、进入《世界记忆名录》等

等，这些都是至高的荣耀，然而这

些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雄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求实奋进中勇于创新，未来，我

们能走得更远！

栏目主持：叶明虎 New Accomplishment for the New Era
新时代新作为·苏州

区的代表性丝绸实物，举办了大大

小小的各类展览几十次，在全国范

围内颇有影响，中国丝绸档案馆声

名渐起。随着征集工作的不断深

入，档案征集由原先追求数量转变

为追求质量，主要征集各地区的特

色档案史料及实物，对于一些作

品，目前以与丝绸有关的国家级、

省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为主，截至

2018 年 11 月，已征集到近 20 位有

关丝绸的国家级与省级大师的个

人档案资料及代表作品。

六、支撑档案事业发展，培养

人才是核心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核心。档

案事业是一项永久的事业，必须有

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做好档

案征集工作，更需要一批专业的档

案征集人员。丝绸档案的征集主

要面向与丝绸相关的企业、专家、

传承人，因此作为一家专业的丝绸

档案馆，中国丝绸档案馆的征集人

员必须具备专业的丝绸知识，了解

相关丝绸历史，这样才能有针对性

地征集有价值的各类丝绸档案。

作为新时代的档案工作人员，尤其

是专门的丝绸档案工作人员，唯有

热爱丝绸事业、熟悉档案业务、善

于交际、能吃苦耐劳，具备较强的

综合能力，才能使丝绸档案征集工

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促进丝绸

档案馆的事业不断发展。中国丝

绸档案馆的领导非常注重人才培

养，在2013年到2018年的5年时间

里，多次邀请丝绸、档案学术等方

面的专家来我馆举办了几十次的

兰台讲堂，同时还不定期地组织员

工外出培训学习。在“一带一路”

的大环境下，针对中国丝绸档案馆

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2017年我们

开始组织英语学习班，定期邀请高

等院校的教授进行集中授课，快速

有效地提高了工作人员的英语水

平，解决了工作中有关丝绸档案的

诸多实际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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