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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档案保管问题研究

—— 以《黑图档·嘉庆朝》为例

赵彦昌  姜  珊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沈阳  110136）

摘  要  《黑图档》是近年来东北地区清代档案编纂的代表性成果，记录了清代盛京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为研究清代东

北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以《黑图档·嘉庆朝》为基本研究史料，深入探讨清嘉庆朝盛京保存的各部门档案

的管理工作以及检查、保护等问题，以期为清代地方档案管理工作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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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代盛京保存的档案

盛京作为清朝的陪都，保藏大量皇家档案及在

各项行政活动中形成的重要的文书、档案。皇家档

案馆与盛京内务府档案房都保管着大量的档案。

1.1  皇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

凤凰楼、崇谟阁与敬典阁为存放清代圣训、玉

牒、实录之处，其中崇谟阁与敬典阁修建时就是为了

存贮国家重要文书，“敬典、崇谟二阁原为留都金匮

石室之储”[1]，“《清实录》原藏于北京，乾隆初年，

决定另外缮写一部送往盛京尊藏”。[2]乾隆八年上

谕，盛京为清朝的发祥之地，历朝实录俱应缮写满汉

各一部送往盛京尊藏。“乾隆皇帝为彰显陪都盛京

的尊崇地位，于乾隆九年决定将一部玉牒送至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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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尊藏，并修筑敬典阁专贮。十五年将之前9次所

撰玉牒送至敬典阁，此后每届玉牒告成均送盛京，

成为定例”。[3]盛京内务府的崇谟阁、敬典阁与凤凰

楼存放了大量珍贵的皇家档案，为当时的皇家档案

馆。《盛京内务府大臣富俊为奏报遵旨办理盛京宫

殿内存放实录圣训玉牒圣容等情形事》记载：“将军

弘 接奉谕旨前，曾恭送五朝实录，并玉牒至盛京尊

藏，向于正殿后建有敬典、崇谟二阁，原为留都金匮

石室之储，顷询之德保知实录尊藏凤凰楼，玉牒则

在敬典阁陈贮，而崇谟阁现在空间与建阁命名之义，

殊未相符，着传谕弘 将崇谟阁上悉心相度如制，尚

宽广，可容书厨排列，即敬移五朝实录至彼尊藏，方

为妥协，或同藏或分代恭贮，习可至。玉牒每十年一

次修葺告成，即应续送，将来积久愈多，或敬典阁不

敷存贮，即于凤凰楼收藏亦无不可。”[4]实录尊藏于

凤凰楼、崇谟阁，玉牒尊藏在敬典阁。玉牒原保存于

敬典阁，但由于每十年纂修一次玉牒，敬典阁空间有

限，富俊提出可另在凤凰楼收藏。

嘉庆十二年（1807）高宗纯皇帝实录完成，并于

冬天敬送盛京崇谟阁存贮。在实录移送之前，盛京

内务府大臣富俊需统计，并上报盛京各宫内存放实

录、圣训等皇家档案的情况，并对如何布置进行规

划，以确保实录得到恭敬且妥善的存放。《盛京内务

府大臣富俊为奏报遵旨办理盛京宫殿内存放实录圣

训玉牒圣容等情形事》同样记载：“奴才富跪奏为

遵旨敬谨查明具奏事，嘉庆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承

准军机大臣字寄，嘉庆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谕，

见在恭纂高宗纯皇帝实录并恭辑圣训，来年俱行告

藏，俟明冬即派王、大臣敬送实录、圣训各一分，前

往盛京于崇谟阁尊藏，统计实录满洲、汉字、蒙古字

正本，圣训满汉字正本共有五千余卷，应先事筹备，

以期妥为藏贮，着富俊即敬谨阅视崇谟阁，预行妥帖

筹备，以昭慎重。并着该将军将如何布置情形，先行

绘图具奏。”[5]为了接收新档，崇谟阁库房需要做调

整，调整的方式都要绘图贴说，奏请皇上批准。

档案内前任将军弘 查点崇谟阁存贮情况，可

以归纳如表1。

嘉庆二十三年（1818），盛京将军富俊奏“盛京

宫殿事务繁多，着，添派明兴阿协同管理，以昭慎

重。”[7]盛京户部侍郎明兴阿到任后清点了各宫殿存

贮的包括档案在内的物品的情况，据《盛京户部侍

郎明兴阿为奏报业将宫殿内供奉尊藏各项清点并敬

谨看守事》记载：“奴才宗室明跪奏闻事窃，奴才明

仰蒙圣恩，派令协同管理盛京宫殿事务。奴才理应

将宫殿内供奉尊藏恭贮，一切敬谨，查明具奏。谨查

内务府案卷内载，太庙供奉册宝共三十八份，凤凰

楼上层供奉六代圣荣六箱，行乐图三箱，中层尊藏

宝十颗。敬典阁尊藏玉牒、黄档、红档共二百包。崇

谟阁尊藏实录八百七十九包，圣训一百七十六包，老

档十四包，实录图一匣。”[8]《盛京将军衙门为奏报

会查盛京各处存贮书册祭器等项情形事咨盛京内务

府》补充了崇谟阁存贮档案的情况：“旧档案一匣。

敬典阁金柜内尊藏玉牒、黄档、红档共二百包。奴才

等恭谨瞻仰供奉尊藏，均属妥协，又内库恭贮。”[9]

《盛京内务府大臣富俊为奏报遵旨办理盛京宫殿内

存放实录圣训玉牒圣容等情形事》记载：“恭查凤

凰楼上层金柜顶上供奉六代圣荣，上层金柜内十五

顶，中层金柜十五顶，均有柜格，现俱空间。敬典阁

金柜二十二顶，尊藏玉牒，顺治十八年至嘉庆三年共

计黄档十五份，每份八本，共一百二十本，尊藏金柜

九顶。红档十五份，每份三十六本，共五百四十本，尊

藏金柜十二顶。现在空间一柜。奴才敬谨筹画，红档

约可归并一柜，仍空间二柜，理合敬谨。”[10]

1.2  档案房保管的档案

同时盛京内务府的档案房保存着大量的档案。

《盛京内务府为档案房失火致朝房存放历年册档号

簿等被焚事咨总管内务府》记载：“所有各部、衙门

来文以及本府三旗、各司稿案、册档、号簿、俱集聚

于斯，以备查办。”[11]档案房为盛京内务府的档案管

理机构与档案库房，其中保存了所有各部来文，及内

务府三旗等司形成的档案。存世清代盛京内务府档

案4万余卷，为盛京内务府形成的稿档、册档，册档即

《黑图档》。《黑图档》在当时就是保存在盛京内务

府档案房内，盛京内务府档案能够留存于世，也是由

于盛京内务府档案房妥善的保管。

从上述对盛京内务府管辖的凤凰楼、崇谟阁、

嘉庆十一年（1806）崇谟阁存贮情况[6]

中左一柜、中右一柜 太祖高皇帝实录、圣训十二套、满汉实录一包、实录图二匣 旧档案一匣、无圈点老档三包、加圈点老档三包

中左二柜、中左三柜 太宗文皇帝实录、圣训二十八套 无圈点老档三包、加圈点老档三包

中右二柜、中右三柜 世祖章皇帝实录、圣训五十二套

西一柜、西二柜、西三柜内 世宗宁皇帝实录、圣训一百三十二套

表1 嘉庆十一年（1806）崇谟阁存贮情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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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典阁等皇家档案馆存放的皇家档案及档案房存放

的各衙门来文、内务府相关档案情况，可以了解到当

时对于皇家档案保管的慎重，同时也可以看到盛京

内务府存放了大量珍贵且重要的档案。

2 定期查检档案

针对档案时常丢失的情况，上谕要求谨慎存贮

档案并不时查点档案，确保档案的安全。同时盛京

新任将军在接任后需对各库存贮物件进行清点，并

与册载核对，其中就包括皇家档案的核对。

2.1  严谨存贮档案

因时常发生丢失档册的事件，嘉庆帝发布上谕，

嘉庆六年（1801），要求严谨贮存档案，并不时检查。

《盛京将军衙门为奉上谕严谨收贮档案事咨盛京内

务府》记载了这份上谕：“除本衙门库贮册档钦遵谕

旨，谕令经手各员严谨收贮，不时查检外，相应照依

部咨粘单恭录，咨行盛京内务府一体钦遵可也，须至

咨者，计粘单一纸。嘉庆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内阁抄出，

十二日奉上谕，宗人府奏遗失稿案一折已交部办理

矣。前次上驷院亦有偷窃档案之事，旬日之间，连有

两次，虽据讯称，丁役等俱因贫苦起意偷出作纸售

卖，但各衙门存贮档案原备随时查核，若一经遗失，

即寻觅补还，亦属残废不全，遇作援引成案事件，无

凭证据，安知非书吏等串通丁役窃去档案，预为舞弊

地步。嗣后内外文武大臣、各衙门所存档案、册档，

饬令经手各员严谨收贮，不时查检，毋得稍有疏失，

将次通谕之，钦此。”[12]但档案丢失情况仍时常发

生，丢失后即便寻回也是残损不全，无法实现档案凭

证的价值，因此需要严加管理档案，定期进行检查，

不得有所疏漏。

2.2  新官接任清点档案

盛京将军衙门新任将军在接任后需对各库存

贮物件进行清点，其中就包括各宫殿内存贮的圣训、

玉牒及其他档案。“敬典阁、崇谟阁所藏档案每遇

盛京将军或主管内务府官员调转新官上任时，内尊

藏档案等循例都要按册盘查。盘查结果要具结向皇

上写出详细报告”。[13]档案《盛京将军衙门为具奏点

查宫殿陵寝恭贮物品与册载相符事咨盛京内务府》

内详细记载了此次查点的情况：“盛京等处将军衙门

为咨行事左户司案呈，本衙门跪奏为奏闻事，窃照新

授将军接任后，例应点查库贮各项，恭折具奏，奴才

自接任以来，调取应查各项册籍次第，亲指各该处

照册敬谨详加点查所有福陵、昭陵祭祀应用金银玉

器，宫殿内恭贮列祖所遗朝冠、朝珠、袍带、弓箭、撒

袋、刀枪等项，各宫陈设一切金玉铜磁物件、字画及

存贮绸缎绢布各项，文溯阁存贮书籍，銮驾库存卤

簿、乐器，盛京户部金银库存贮金银、细缎、绢布、

纸张等项，并奴才衙门存贮则例、书籍、册档、恩赏

银两等项。现在均经奴才逐一详查完竣，悉与册造

相符。”[14]此次清点并未发现与记载的差异。盛京将

军在查点过程中，首先要调取相关记载，并将查点的

档案等情况与册载核对，确保档案等物件的数量安

全，及时发现是否有缺失。

盛京户部侍郎明兴阿在到任后，协同管理内务

府宫殿事务，清点了各宫殿存贮的包括档案在内的

物品的情况，据《盛京户部侍郎明兴阿为奏报业将

宫殿内供奉尊藏各项清点并敬谨看守事》记载：“各

宫陈设一切金玉铜磁物件、书籍、字画、册页并存贮

细缎绢布及文溯阁存贮书籍各等项，奴才按照印册

逐一详细查点，俱各相符。奴才均严令看守宫役人

等敬谨小心看守，奴才等仍不时敬谨稽查，以昭慎

重。”[15]定期对档案进行清点，可以减少档案丢失的

危险，即使丢失也可以及时地补全。清点的同时也可

以实现对档案物理保护的检查，对其中破损严重的

档案及时修补。

3 对档案的保护

严谨检查档案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档案的保

护，存世清代档案破损的原因多为失火、潮湿及虫

害。嘉庆年间，盛京地区存贮了大量圣训、玉牒等重

要的皇家档案、清入关前的老档案及其他在行政工

作中形成的档案，同时，掌管盛京内务府文书、档案

工作的档案房内保存了大量的档案，还形成了汇抄

而成的《黑图档》。为了保护这些重要的档案，采取

了多种防护手段。

3.1  防火

档案房处于宫殿重地，且存放大量历年的档

册，因此附近禁止燃放爆竹及堆放柴薪。《档案房为

宫殿附近禁止堆积柴薪等事呈请咨盛京将军等衙

门》记载：“档案房为咨行事奉堂谕，宫殿重地，关

系紧要，附近居住旗民、铺户人等各宜小心火烛，不

得任意堆积柴薪，且现值年节，附近居住旗民人等

难免任意混放火炮，不以火烛为事者，着严行晓谕

旗民、地方官员，务须不时稽查，倘有此等堆积薪，

混放火炮，不意火烛，为事之人，即使锁拿严加治罪

外，仍将地方官员一并重处等谕，奉此相应行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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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将军衙门、奉天府府尹衙门一体转饬各该地方官

员，务将宫殿附近居住旗民、地方人等不时稽查，毋

令堆积柴薪，混放花炮。”[16]每至年末，临近年节，

由档案房按照定例发文通知宫殿附近的旗民、铺人

杜绝在商铺、宫殿附近堆放柴薪等容易造成火灾的

危险行为。档案房临近宫殿，档案房发文注意防火

不只是为了宫殿的安全，同时可以保证档案房内保

存的档案的安全。但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盛京

内务府的档案房发生了一场十分严重的火灾，烧毁了

大量的档案。

3.2  防潮、防虫、防灰

实录、圣训、玉牒等每年需用大量的潮脑进行

晾晒，对重要档案进行必要的晾晒，无论对防潮、

杀虫、灭菌、延长档案的寿命，都是十分有帮助的。

据《盛京工部为请派员关领晾晒实录等需用之潮

脑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盛京工部为咨，行事右

清吏司案呈，查每年盛京内务府、礼部，咨取晾晒

实录、圣训、玉牒并包裹、弓箭、撒袋等项以及熏貂

皮、坐褥，共需用潮脑二百三十二斤六两，业经由京

领到，札库查收在案。相应知照盛京内务府、礼部，

希将即派员出具文领赴部作速关领可也。”[17]潮脑

即樟脑，主要用于生活中的防潮与防虫，在清代使

用潮脑进行防潮、防虫较为常见。嘉庆朝，盛京地区

每年使用大量的潮脑，据《盛京工部为拨发实录圣

训及玉牒柜内所用潮脑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营

造司案呈，据催长王孔彩等呈称查得圣训、实录柜

内熏用潮脑十二斤，玉牒柜内熏用潮脑三十六斤，共

用潮脑四十八斤，例应一年一次咨取，于嘉庆元年四

月内由盛京工部领取，应用在案，此项潮脑业经风

化无存，今特值恭晾之期，理合呈请咨行盛京工部

照数发给潮脑四十八斤，以备应用。”[18]定期对这些

珍贵的档案施行晾晒等保护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保

证档案的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同时从盛京内务府定

期关领潮脑等物品，也可以发现当时防护皇家档案

已经形成了制度，印证了盛京内务府对于皇家档案

保护的重视。

3.3  修缮档案馆

凤凰楼、敬典阁、崇谟阁等处存放着大量的皇

家档案，时常检查破损之处进行维修，才能预防因

档房的破损对档案的保管造成威胁。定期检查凤凰

楼等处，可及时发现破损之处，尽早维修，避免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

凤凰楼、敬典阁、崇谟阁等处在嘉庆年间经历

过多次维修。其中，嘉庆七年（1802），《盛京工部为

粘修凤凰楼等处雨搭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盛京

工部为咨，行事右清吏司案呈，据六品官吕玑呈请查

看凤凰楼大小雨搭四十架，帘布俱已糟烂、绒绳糟

旧，俱应粘补，再敬严不贷。”[19]《盛京工部为修理

凤凰楼等处派员恭移玉牒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

“盛京工部为咨，行事档房案呈，准盛京总管内务府

咨开，档房案呈，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本衙门

具奏，为奏闻请指事，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工部咨

准钦派查估工程处，咨称盛京宫殿内、凤凰楼、敬典

阁、崇谟阁等工奏准于二十一年春融，兴修等因，知

照前来。奴才恭查崇谟阁现拟头停夹陇找瓦北面上

下檐，俱系外檐，活计所有阁内尊藏圣训、实录，似

可毋庸移请，惟凤凰楼、敬典阁二处现在均拟揭瓦

头停。奏准于明年二月初九日，动土兴工，所有楼内

供奉六代圣荣及阁尊藏玉牒、黄档、红档理宜预期

奏明，择吉移请指供奉，以昭敬谨。”[20]在维修期间，

凤凰楼等处存放的皇家档案需要移请到更安全的地

方进行供奉，表示尊敬的同时，避免对档案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定期检查和维护存放重要皇家档案的皇家档案

库房，不仅是为了表示对皇家档案的重视，更是重视

保护档案的又一种形式，确保档案库房的安全，才能

保证档案得到安全的存放。

4 档案保管存在的问题

虽然嘉庆年间盛京地区通过各种方式确保了所

收贮的皇家档案的安全，但对其他衙门形成的档案

的保管并不重视，以致在利用档案时，出现互相推诿

的，无档案可用的情况。甚至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

发生了档案房失火的事件，烧毁了大量的档册。

4.1  档案保管意识不强

纂修实录为查取乾隆八年皇帝东巡颁赏盛京官

兵姓名银数，而盛京将军衙门却称档案霉烂不全，

《盛京将军衙门为实录馆查取乾隆八年皇帝东巡颁

赏盛京官兵姓名银数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本衙

门所属之各该城旗遵照查明领赏官员、兵丁姓名、银

数□造妥册□□驰报等因在案，但本衙门存案档房

向不准设立烟火，委属潮湿，所有乾隆八年案卷俱

已霉烂不全。”[21]“乾隆八年高宗纯皇帝巡幸盛京奉

旨加上奋勉力之人，原任将军额尔图议复原奏清单，

该处将军、户部等衙门均有存贮档案可查。即或本

衙门间有参差一齐时，唯以检查，亦应转行各衙门抄

录汇齐送部，何将借称该年案卷霉烂，无凭查复，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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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推诿，希图卸责，殊属不合。事关纂辑实录大典，

未便一人率复，应再移咨盛京将军、盛京户部于文到

日，速饬行检查册送部以便转送实录馆纂辑，毋稍

遗漏延迟，致于参办，再查各衙门存贮案卷自应随

时整理以备核办，且银库所存案卷俱关出入钱粮，尤

为紧要，何致任其霉烂，无凭查报。”[22]皇家档案的

保护深受重视，但各衙门形成的档案却时常出现霉

烂不全的情况，导致在利用时出现问题。由此可以发

现，当时各部门对于文书档案的保护意识落后，各部

门所形成档案的保护得不到重视。

4.2  人员管理不到位

虽然档案房时常发文要求宫殿周围的民众禁止

燃放爆竹及堆放柴薪。然而嘉庆年间发生的两次大

火烧毁了大量档案，“嘉庆六年（1801）十月初九盛

京兵部司务厅失火，延烧科房文册，所有直辖等省绿

营科房官册文移，自乾隆二十七年以后历年案卷俱已

烧毁。”[23]嘉庆二十三年（1818），盛京档案房失火，

而此次失火为巡逻人员的失误所致，《盛京内务府

为档案房失火致朝房存放历年册档号簿等被焚事咨

总管内务府》记载：“盛京总管内务府为咨报事，档

案房案呈，嘉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档案房遗火

延烧朝房，分别议处，责令分赔。恭折具奏，奉旨依

议钦此钦遵在案。查朝房一座，向为本衙门印务总

汇之区，所有各部衙门来文以及本府三旗、各司稿

案、册档、号簿、俱集聚于斯，以备查办，事件历经有

年，今被回禄将所有历年册档、文稿、号簿，尽行烧

毁，不可枚举，即间有抢出者，亦皆残破、霉烂不全。

事关印务、案件，碍难容隐，理合声明，呈请咨报总

管内务府、吏、户、兵、工部外，并咨报盛京将军、

五部、奉天府府尹衙门查照可也。”[24]大火烧毁了档

案房大量重要的档案。《盛京将军衙门为富俊奏准

档案房失火情形照例定拟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

“此次内务府档房不戒于火，讯据该管官兵供称，是

日仅有吃烟香火，事毕，涂灭散出以后，不知火由何

起。”[25]这场大火的原因竟为档案房内供吸烟的香

火没有完全熄灭，可见档案房虽注意防火，但仍然避

免不了人员管理等方面的疏漏。体现出对于库房的

不重视，疏忽了对于工作人员的管理，损失了大量的

档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5 小 结

《黑图档·嘉庆朝》为我们展示了嘉庆年间盛

京地区的档案保管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皇家档案

清点、晾晒等保护制度的严格与对于其他行政工作

内形成的档案的忽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正是我

们当前的档案工作应该警惕并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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