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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是中国古文明之一，历史

悠久。大量考古发掘工作证

实，早在4700年前中国太湖流域的

养蚕、取丝、织红被誉为“世界上原

始农业时期最伟大创造”。太湖流

域的苏州可谓是闻名海内外的丝

绸之乡，苏州的历史与丝绸的历史

相始终，苏州的发展也随着丝绸业

的发展而发展，现存许多与丝绸相

关的各个时期的历史印迹，是苏州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所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它们记载着苏州曾经的辉

煌和衰落。

社会在进步，城市在不断发

展，基于社会转型和政府管理体制

改革的需要，2008 年，全国首家管

理改制企业档案的事业单位——

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下文简

称“中心”）成立。中心抢救性接收

了苏州市 1000 多家市属国有集体

企 业 的 档 案 200 余 万 卷 ，其 中

29592 卷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

案，既是一百多年苏州丝绸产业工

艺技术和历史的珍贵记录，又见证

了中国现代工业成长和一个多世

纪的东西方商贸交流。在国家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契机下，中心着眼于全

国丝绸行业，扛起了中国丝绸档案

传承、保护与利用的重任。2013年

7 月，国家档案局批复同意中心加

挂“中国丝绸档案馆”牌子；2015年

12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复同意中心

加挂“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牌

子。为此，国内首家专业的丝绸档

案馆，同时也是全国地市级城市唯

一一家“中”字头的档案馆就此落

户苏州。

中国丝绸档案馆工作任重而

道远。五年来，为满足馆藏档案的

需要，中国丝绸档案馆全面进行丝

绸档案征集，并且加强丝绸档案文

化的宣传，以宣传促征集，提升档

案馆的地位及影响，分别于2016年

5月、2017年 10月凭借中心馆藏近

3万卷的苏州丝绸档案先后成功入

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世界

记忆名录》。这两项名录填补了苏

州在世界文献遗产领域的空白，让

古城苏州的世界遗产家族再添新

成员，创造了苏州丝绸历史及中国

丝绸历史的新辉煌，促进了东西方

丝绸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对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一、加强档案征集工作，资源

建设是基础

档案资源建设是档案事业一

项具有根本意义与战略意义的工

作，它关系到档案事业能否可持续

发展，是我们做好档案工作的前提

和保证。2013年7月中国丝绸档案

馆获批以来，档案征集工作从未间

断。首先是重点联系各地区的丝

绸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征集反

映当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色丝

绸史料及实物；其次是征集各省有

关丝绸方面的国家级、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的作品及个人资料；再者，

通过有关丝绸方面的收藏家征集

相关的丝绸档案及史料等。截至

2018年10月，中国丝绸档案馆对包

括北京、上海、湖南、湖北、西藏、新

疆等在内的近30个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开展了征集工作，总共征集丝

绸档案近 2万件，其中包括各地区

特色的丝绸档案史料、代表性实物

及有关丝绸的国家级非遗大师的

代表作品及个人资料等等，这些档

案极大地丰富了馆藏，并且填补了

馆内的多项空白。

二、拓宽档案征集渠道 ，创新

合作是关键

对于筹建中的中国丝绸档案

馆而言，仅依靠传统的征集模式和

自身力量进行档案征集是无法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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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档案馆建设和发展需要的。自

2013年以来，我们采取继承与创新

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借鉴传统征集

工作的经验，同时跳出档案系统做

征集，实施跨界合作。经过积极探

索和大胆实践，基本形成了以“渠

道宽广、信息丰富、层次简单、科学

规范、操作性强”为特色的丝绸档

案征集大格局。同时，为更加顺应

新时代的需要，依托网络、媒体，联

合丝绸行业协会及全国的专家顾

问，加强与合作企业的沟通联系，

有效地开展档案保护和传承。目

前我们已与 18家丝绸方面的企业

签订了传统丝绸样本传承保护基

地，也与两家院校进行了合作。根

据合作基地的管理办法，2015年 8

月中国丝绸档案馆首次完成了与

西藏第六代刺绣传承人米玛次仁

合作的唐卡“松赞干布与文成公

主”和“文成公主”验收工作。2018

年6月组织专家完成了卢福英刺绣

工作室的两项合作项目“江南织造

图”及APEC服饰的验收工作。另

外，2018 年初、2018 年 6 月分别与

苏州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签订了

丝绸专家口述档案采集项目的协

议，目前两项目正在有序地进行

中。

三、规范管理征集档案，为民

服务是根本

档案利用是档案管理工作的

目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档案服

务大众，档案工作的宗旨才能凸

显。2014年APEC会议，国家领导

人穿着的新中装就是馆藏档案利

用的最好见证，该面料的图案源自

馆藏的宋锦样本，在之基础上加以

创新、利用而成。根据打造顺应新

时代的发展，具有新时代内涵的苏

州特色档案的目标，进一步规范苏

州特色丝绸档案管理工作。鉴于

征集档案载体的多样化，中国丝绸

档案馆对征集的丝绸档案正逐步

进行规范化管理，前期对丝绸档案

进行初步的整理、熨烫、拍照等一

系列工作，针对丝绸档案自身诸多

特点，2016年 12月拟定了《关于不

同载体丝绸档案整理办法》，切实

有效地规范档案整理工作，以方便

征集档案的后续信息化加工处理，

从而有效促进丝绸档案的传承、开

发、利用。

四、建立健全征集制度，依法

遵规是保障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档案征集亦如此，传统的档案

征集接收可以根据国家档案局《各

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的规定》进

行，而我们的丝绸档案却有所不

同，对有些价值过高的丝绸实物档

案来说，征集人员在征集过程中就

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价格的高

低、物品的真伪等等。这些年来，

中国丝绸档案馆一直在不断地完

善征集的各项规章制度，直至2017

年底《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

（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档案史料、

实物征集管理办法（试行稿）》形

成，其中包括“专家鉴定评估意见

表”“征集档案史料评估表”“征集

档案付款申请表”等多项需要书面

完成的表格，也明确了征集工作任

务、工作程序与流程、征集经费使

用规定、征集人员行为规范和责任

追究等内容，完善的制度规范保证

了征集工作的有序推进。2013 年

以来，市政府对中国丝绸档案馆的

征集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档案征

集工作投入经费累计千余万元，为

推进中国丝绸档案馆建设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五、转变档案征集机制，拓展

思路是关键

当今时代日新月异，许多领域

的工作模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档

案征集工作也由此迎来时代的挑

战。中国丝绸档案馆作为一家专

业档案馆，旨在收集反映各地区各

历史时期的丝绸产业发展变迁的

丝绸档案资料及实物，以及与丝绸

有关的名人的书籍、手稿、照片、录

音、录像等等。中国丝绸档案馆牢

牢把握馆藏建设这一关键，从档案

馆获批之初以征集丝绸实物为主，

逐渐过渡到以征集丝绸史料为主，

实现了征集转型。2016 年以前档

案馆征集了大量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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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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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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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