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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平馆长会见捷克国家图书馆馆长

对外交流与合作

一、国外及港、澳、台重要来访

全年共接待重要境外来访 53 批 499 人次，其中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马其顿

共和国驻华大使、印尼众议院第十委员会代表团、美国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罗马尼亚文化部

长顾问、文莱文化部代表团等政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长、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副馆长、韩

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捷克国家图书馆馆长、阿拉伯国家图书馆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等外国国家图

书馆重要代表，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中央图书馆馆长等台港澳地区图书馆重要代表，

以及其他图书馆、研究机构、文化机构的来访。与上一年度相比，来访人数增长超过 40%。国际

交流处向来访者介绍了国家图书馆的发展成就，加深了海外机构对国家图书馆的了解，扩大了国

家图书馆的国际影响，同时利用交流契机，发掘新的合作项目。

二、本馆人员赴国外及港、澳、台交流

全年共出访 24 批 70 人次，重要出访包括 ：馆长周和平等 6 人赴英国、波兰、法国考察海外

古籍存藏情况，馆长周和平赴香港参加“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展”相关活动，常务副馆长詹福瑞

等 4 人赴俄罗斯业务交流，常务副馆长詹福瑞等 2 人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服务研讨会，

副馆长常丕军等 2 人赴韩国参加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图书馆馆长会议，副馆长陈力等 10 人赴波多黎

各参加国际图联大会，副馆长张志清等 5 人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业务交流，副馆长张志清等 3

人赴台湾参加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理事会 ；副馆长魏大威等 3 人赴法国参加世界数字

图书馆执委会会议，副馆长王军等 4 人赴澳门参加“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珍贵

照片展”，馆长助理孙一钢等 5 人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业务交流，馆长助理孙一钢等 2 人赴德国参

加世界数字图书馆合作伙伴会议，馆长助理汪东波等 2 人赴蒙古国家图书馆参加馆庆活动等。与

上一年度相比，出访批次和人数均有所增加。通过出访，巩固了国家图书馆对外交流项目的务实

合作，并在许多具体合作项目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国际友谊，提升了国际话

语权。

三、对外合作项目

2011 年，国家图书馆继续坚持“加强交流、促进合作、学习先进、扩大影响”的原则，进一步

扩大国家图书馆在国际图书馆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在国际交流工作任务重、紧急任务多、工作量大的情况下，国家图书馆根据全馆工作重心，

在全面开展对外交流的同时，突出重点，策划亮点项目，在海外古籍调查与保存保护、与海外机周和平馆长会见韩国国会图书馆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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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典籍文化，国家图书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合作

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展”，展品包括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特藏及复制品共

计 42 件。展览有力推动了两地图书馆事业的共同发展，对香港民众加深对中华古籍善本的认识，

进一步强化对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图书馆与澳门澳赣台青年交流协会合作在澳门大学图书馆举办《东方的觉醒——纪念辛

亥革命一百周年珍贵照片展》，展览重温了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展示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

社会背景和民生面貌，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澳门民众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认知，

引起澳门民众的广泛兴趣，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推进《中日韩数字图书馆计划协议》的落实，举办三方工作会议，通过协商，就共享标准规范、

WebOPAC 检索进行互联与对接、业务交流会议组织机制、工作组沟通机制以及项目宣传等问题达成

周和平馆长率团赴法国国家图书馆进行业务交流

周和平馆长参观香港中央图书馆

詹福瑞常务副馆长会见第 32 次日本出版友好访华团

构合作举办展览、数字化合作项目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开展海外古籍调查，深入了解海外古籍存藏机构的中文古籍数量、编目与整理情况、保护与

修复现状、远程书库建设情况 ；探讨如何依托国家图书馆的专业化队伍、丰富的馆藏资源和国家

数字图书馆建设成果，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海外中华古籍联合编目与数字化建设项目，更

好地发挥国家图书馆典籍的文化教育职能，促进世界各国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中的相互了解和广泛

合作，逐步树立国家图书馆在中文古籍资源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推进海外中文古籍以数字化方式

回归祖国。

了一致意见。该项目为三国国家图书馆间的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新形式，推动了亚洲文化合作的进一

步发展。此外，我馆还通过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哈佛大学中文古籍数字化项目以及赴澳大利亚参加

第三届国际移动图书馆会议等方式推进了数字图书馆建设。

有针对性地开展与国际图书馆界的务实交流，通过访问进一步密切了和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等重要大国国家图书馆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专题业务交流活动巩固了与日本、韩国、蒙

古、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图书馆的传统合作关系 ；充分利用参加第 19 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

馆馆长会议、第 77 届国际图联大会、中美图书馆服务研讨会、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第

5 次理事会、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服务研讨会等多边或双边交流平台，提升国家图书馆的国际影

响力，积极寻求服务于国家图书馆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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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与澳大利亚合作举办“‘光源自光’当代媒体艺术作品展”】

4 月 29 日至 7 月 4 日，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和亚太多媒体艺术中心联合

主办的“光源自光”当代媒体艺术作品展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二层举办。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

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澳大利亚大使馆代办梅耕瑞，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美大处副处长徐彤

出席开幕式。展览汇集了十位中外艺术家创作的以“光”为主题的 11 件现代艺术作品（其中 1 件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作品围绕图书馆是智慧之光启蒙场所这一主题，自然地融入国家图书馆的读

者阅览环境中，以现代艺术形式展现图书馆传播科学，启迪民智，鼓励创造的社会使命。2009 年

常丕军副馆长与澳大利亚大使馆代办梅耕瑞出席开幕式

在文化外交工作中继续承担国家图书馆的职责。执行政府对外文化协定，发挥我馆资源优势和

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配合文化部的对外交流活动。积极推进驻外中国文

化中心图书馆建设项目，继续做好“中国之窗”海外赠书项目。

加强与全球性、地区性国际组织的交流，密切我馆与国际图联的关系，做好国际图联保存保

护中心中国中心的工作，发挥国际图联中文语言中心的作用 ；加强与澳门基金会、澳赣台青年交流

协会、钟健国基金会等团体的合作关系，推进中华寻根网项目的建设，并寻求建立新的合作项目。

根据国家图书馆人才发展战略，积极做好选派人员赴外培训工作，并拓展海外培训渠道 ；推

进外语志愿者的选拔、培训等工作，促进全馆外语人才对国际交流工作的参与。

做好出版物进口工作，做好国家图书馆进口资格年报、海关资质年审、出版物统计报表等工

作。全年接受海外批量

赠 送 共 计 6 批 15000 余

册，办理港台图书进口

共计 6 批次，办理行邮

渠 道 进 口 出 版 物 若 干。

认真做好新闻出版总署

“出版物进口实施监控系

统”的调研工作。

“中国之窗”项目总结会

中澳两国政府决定于 2010 年至 2011 年在中国举办“澳大利亚文化年”，2011 年至 2012 年在澳大

利亚举办“中国文化年”。“光源自光”当代媒体艺术作品展是“澳大利亚文化年”项目的组成部

分，也是由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相约北京”联欢活动

中的重要展览。

【参加第三届国际移动图书馆会议】

5 月 9 日至 14 日，副馆长魏大威等 2 人赴澳大利亚参加第三届国际移动图书馆会议，并做了

题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移动服务》的会议报告。此次参会加强了国家图书馆与国际图书馆界同

詹福瑞常务副馆长赴台出席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服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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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的交流，宣传了国家图书馆在此领域取得的成就，了解了世界范围内图书馆通过手机和其他移

动设备提供服务的经验和国际前沿动态，对相关业务的拓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加第十九届亚大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

5 月 16 日至 19 日，副馆长常丕军率代表团赴韩国参加第十九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

会议。代表团与亚大地区有关国家图书馆的同仁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与交流，对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数

字图书馆建设情况、出版物缴送立法工作、如何推进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海外文化中心图书馆现状

及需求等内容进行了调研。

【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开展业务交流】

6 月 27 日至 7 月 2 日，常务副馆长詹福瑞等 4 人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进

行工作访问，此次访俄促进了中俄两国图书馆界的相互了解，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意向，促进了海

外古籍调查和驻外文化中心图书馆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家图书馆将在与俄罗斯国家、国

立图书馆签署框架协议之后，配合“海外存藏中华古籍回归计划”、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国典籍博

物馆建设，尝试开展一些切实可行的合作项目，如影印出版回鹘文《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传》、影印

出版各种民俗画册、派遣人员赴俄开展斯卡奇科夫专藏编目、举办俄罗斯著名作家图片展等项目，

扎扎实实推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

【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进行第 14 次业务交流活动】

7 月 25 日至 31 日，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副馆长吕渭淑一行 5 人来访，与我馆进行两馆间第

14 次业务交流活动，副馆长陈力代表国家图书馆宣读基调报告“中国国家图书馆功能与职能的提

升”，吕渭淑代表韩方宣读基调报告“国家图书馆的功能与作用”。此次业务交流，着重就图书馆

分类编目业务进行了深入探讨，就两馆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加深了两馆在图书馆

基础业务领域的相互了解。

【参加中美图书馆服务研讨会、第 77 届国际图联大会】

8 月 10 日至 12 日，副馆长陈力应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邀请率代表团赴美国参加在纽约举

办的“中美图书馆服务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全球少儿图书馆的未来发展与服务”。之后，率团

赴波多黎各参加第 77 届国际图联大会，会议主题为“图书馆的自我超越——整合、创新与信息服

詹福瑞常务副馆长访问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陈力副馆长率团参加第 77 届国际图联大会

务”。代表团分别出席了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年会、国家图书馆专业组、国际图联保存保护核心项

目、议会图书馆及研究服务专业组、编目专业组、国际图联语言中心等专业会议。会议期间，与

英国、法国、波兰、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会晤，就双边合作进行探讨。

【与澳门合作举办“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珍贵照片展”】

8 月 25 日至 9 月 15 日，国家图书馆在澳门大学图书馆举办“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珍贵照片展”。此次展出合作方为澳门澳赣台青年交流协会。展品以相关主题的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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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重温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展现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和民生面貌，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增强澳门民众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认知，引起澳门民众的广泛兴趣。8 月 27 日，

“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珍贵照片展”开幕式在澳门大学图书馆举行，副馆长王军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国家图书馆古籍考察代表团赴英国、波兰、法国访问】

10 月 10 日至 21 日，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率古籍考察代表团对英国、波兰、法国进行了工

作访问。在英国期间，代表团访问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周和平馆

长与英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林德丽续签了两馆合作备忘录，并建议两馆在合适的时机合作开展中文

古籍的编目和数字化工作，共享数字化成果。代表团专程对位于约克郡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远程书

库的选址、设计、建造及维护等进行了深入考察。在牛津大学，代表团听取了该校图书馆多位专

家对该馆古籍保存保护及推广经验的详细介绍，就古籍保护方面的合作进行了初步探讨。在伦敦

大学亚非学院，周和平提出，可以适时开展“中国老地图与城市记忆”数字化地图合作项目，进

而带动英伦中国老地图的数字化合作。代表团在波兰期间访问了波兰国家图书馆、华沙大学、雅

盖隆大学，并详细考察了波兰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纸张脱酸处理程序，代表团也与华沙大学和

雅盖隆大学的有关专家就古籍存藏和保护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代表团在法国期间访问了法国国家

图书馆，周和平表示，在 2007 年签署的合作协议框架下，两馆交往与合作不断加强，高层互访频

繁，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希望通过此次工作考察深入了解法国图书馆在古籍善本保存与修复方面

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法方对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机构设置、职能分工、馆藏情况、文献保护等

进行了详细介绍，法国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部及其他部门的多位专家和负责人与代表团成员进行

了工作会谈。代表团还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西 • 圣乔治书库及保护修复中心进行了实地考察。

代表团此行圆满完成了既定任务，具体包括 ：深入了解海外古籍存藏机构的中文古籍数量、

编目与整理情况、保护与修复现状、远程书库建设情况 ；探讨如何依托国家图书馆的专业化队伍、

丰富的馆藏资源和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成果，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海外中华古籍联合编

目与数字化建设 ；了解如何通过展览与展示，更好地发挥国家图书馆典籍的文化教育职能，促进

世界各国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中的相互了解和广泛合作，逐步树立中国国家图书馆在中文古籍资源

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推进海外中文古籍以数字化方式回归祖国 ；为计划中的战略储备库建设全方

位收集信息和资料。

【举办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业务交流会议】

10 月 20 日至 23 日，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业务交流会议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日本国立国会

图书馆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均派员参会。此次业务交流也是《中日韩数字图书馆计划协议草案》

王军副馆长出席澳门“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珍贵照片展”

周和平馆长率团赴英国国家图书馆考察时与该馆馆长合影 参加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业务交流会议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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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以来三方举行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此次业务交流明确了项目的短期实施计划，对项目今后的

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参见本书“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部分）

【参加“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理事会第五次会议】

11 月 3 日，“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台北召开。理事会成员、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对《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理事会第四

次会议》会议记录进行了确认，听取了由理事会秘书处秘书长、国家图书馆国际（台港澳）交流

处处长王霄飞所作的理事会秘书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台湾方面提出的新立项目《中文学

术机构典藏联合共享平台建构计划》、《华人音乐文献集藏计划》，听取了国家图书馆关于拟开展

《民国时期（1911—1949）文献的保护、开发整理与利用项目》所作的工作汇报，各方理事会成员

表示强烈支持并希望能够积极参加该项目。会议还就 2012 年 “第九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

会议”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初步确定会议在兰州举行，由国家科学图书馆承办。通过讨论，理

事会成员达成了“各自发挥优势，吸引社会关注，进一步争取资金支持，建立推动项目顺利运作

的机制”这一共识，并就如何争取赞助和募款，以及后期如何管理提出了各自的宝贵意见。

【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进行第 30 次业务交流活动】

11 月 8 日至 15 日，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等 5 人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进行两馆间第 30

次业务交流。交流期间，张志清副馆长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长尾真馆长代表两馆分别作了《中

国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与未来》和《国立国会图书馆在过去一年的主要活动》的基调报告。代表团

出访期间正逢日本举办图书馆综合展，张志清一行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并剪彩，并发表演讲《古籍

保护和古籍数字化的思考》。本次业务交流对图书馆防灾减灾、海外古籍保护、古籍数字化、基于

张志清副馆长一行赴台参加“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理事会第五次会议

张志清副馆长率队赴日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进行第 30 次业务交流活动

中韩日自动翻译功能的图书检索系统平台、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等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和探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参加蒙古国家图书馆 90 周年馆庆活动】

11 月 16 日至 19 日，国家图书馆馆长助理汪东波一行 2 人代表我馆赴蒙古参加了蒙古国家图

书馆建馆 90 周年庆典活动。在 18 日举行的庆典大会上汪东波代表我馆宣读了贺辞。访问期间汪

东波与蒙古国家图书馆馆长喀赤拉扎布进行了会谈，双方表达了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的意愿。汪

东波一行还参观了蒙古国家图书馆，详细了解了该馆古籍善本的保存情况。从中蒙两国国家文化

合作的战略大局出发，从中蒙两国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不断拓展交流范围，实

现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共赢成为双方的共识和今后开展合作的着力点。

【参与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

世界数字图书馆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源于世界各地各文化的多语种的重要原始材料，是一个

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1 月 19 日至 23 日，副馆长魏大威等出席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举行的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11 月 13 日至 17 日，馆长助理孙一钢等赴德国

参加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执委会会议和合作伙伴会议，就世界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规划进行探讨。

此次会议确定了世界数字图书馆 2012 年的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发展前景，对于项目的

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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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进行业务交流】

12 月 5 日至 10 日，应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邀请，国家图书馆馆长助理孙一钢率团赴新

加坡国家图书馆进行业务交流，并作了题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服务”的演讲，介绍了我馆立法

决策服务、参考咨询服务、社会公众服务、特色服务以及在数字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受到

广泛好评。代表团一行分别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总裁梁宝珠、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馆长严立

初、部分中层干部和技术人员进行了交流，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就参考咨询服务、数字化服务与创

新、图书采编与物流服务、到馆读者服务、图书馆资产管理等方面举办了五场专题交流会，就相

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推进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合作项目】

根据国家图书馆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达成的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开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

文善本古籍，实现数字化。该项目是国家图书馆在国际合作史上规模最大且历时最长的文献数字

化项目，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全球图书馆界最大规模的一个双边合作数字化项目。该项目是国际图

书馆事业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文化事件，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和表率作用。2011 年度，

哈佛燕京图书馆将完成的古籍数字化数据，分成八批提交给国家图书馆，部分资料已上网供读者

使用。

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执委会会议和合作伙伴会议在德国召开

馆 藏 珍 品

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洪范政鉴》

蒙古宪宗六年赵衍刻本《歌诗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