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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于 1957 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中

国图书馆学会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共同主办的图书情报学专业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所发文章被

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在国内图书馆学期刊中均位居第一，因此被选为

核心期刊、中国期刊方阵期刊，并荣获国家期刊奖之百种重点期刊

奖，连续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馆学期刊，被国际上许多著名的检索

期刊如《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图书馆文献》和《最新连续出版

物题录》等收录。

为了进一步缩短学术论文的发表时滞，《中国图书馆学报》从

2011 年 7 月开始加入了 CNKI 优先发表平台，凡采用的稿件可先

于纸质刊出版之前即时上网供读者阅读下载，彻底摆脱了传统出版

周期的限制，传播效果显著。

2011 年《 中国图书馆学报 》继续 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2011 年版（即第六版）之 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的核心期

刊，并仍然位列于同类期刊榜首。2011 年收到稿件 2148 篇，中文

双月刊发稿 87 篇，其中开设专栏“公共图书馆服务”、“数字图书

馆指南解读”、“《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英文年刊发稿 17 篇。

作为全国图书馆学期刊编辑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单位，2011 年 8 月学报编辑部在湖北宜昌召

集了全国图书馆学期刊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商讨图书馆学优秀期刊评比办法。

二、《国家图书馆学刊》

《国家图书馆学刊》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

的图书情报专业学术刊物，主要面向国内外图书馆、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的广大图书情报专业工

作者。入选 2008—2009 年、2010—2011 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

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 版）收录期刊。

《国家图书馆学刊》以促进图书馆学研究、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为宗旨，积极关注国内外图书

馆事业及相关学术动态，贴近工作实践和理论前沿，突出重点和热点问题的研讨。同时，适应信

息时代特点，捕捉相关领域高新科技信息，推介新型管理模式，展示最新学术成果和发展动态。

2011 年，为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情

况，更有效地突出选文特色，《国家图书馆学刊》在创新办刊思路

的基础上，对主要栏目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调整后的主要栏目

有“前沿论坛”、“公共文化服务”、“国家图书馆论坛”、“信息组

织”、“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实践”、“交流与借鉴”、“实证研究”、

“图书馆史研究”、“书林史话”等。并根据组稿情况，灵活设置专

题论坛，集中探讨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同时，为满足我国

图书馆事业发展及业界学术交流的需要，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审批

同意，《国家图书馆学刊》自 2012 年 1 月起刊期将由季刊改为双月

刊。编辑部成员也由两人增加至三人。2011 年《国家图书馆学刊》

来稿量 2022 篇，刊发 70 篇。

三、《文献》

《文献》季刊是文化部主管、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学术刊物，创

刊于 1979 年，最初以丛刊形式发行，1985 年改为季刊。2011 年共

出版 4 期，刊发各类稿件 106 篇，其中有 21 篇文章系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等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发布学术消息 2 则。2011 年的主

要栏目有“甲骨与金石”、“敦煌吐鲁番文献”、“版本目录学”、“名

家日记整理”、“书信整理”、“批校题跋”、“藏书与刻书”、“海外遗

珍”、“中外文化交流”等，栏目设计均以一手文献的发布或研究为

核心，紧密贴合刊物的宗旨。作者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

知名学府，或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东图书馆等国内主要古

籍文献典藏单位，亦有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的著名学者。

四、《中国图书馆年鉴2011》

2011 年《中国图书馆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编辑部人员发生了变动，新的编辑部本着 

“稳中求变”的原则，在领导高度重视、业界同仁通力合作、编辑部成员认真负责的前提下，圆满

完成了 2011 卷的编纂工作。

3 月 8—10 日，《年鉴》编辑部与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合作，在学会秘书处召开中国图书馆

学会各分支机构及所属各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年度联席会议期间，在江西省景德镇举办了《年鉴》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 年

第 1 期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1 年

第 1 期

《文献》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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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年鉴》工作，部署 2011 卷组稿工作，

对撰稿人进行专业培训，以进一步提高编撰质量。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各系统图书馆分会、委员会的秘书长等 40 多人参加了会

议。会议讨论了 2011 卷大纲，正式启动了 2011 卷的编纂工作。同

时还对《年鉴》编纂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并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年鉴》2011 卷在保持“纪事”、“专文”、“图书馆事业”、“学

术研究与活动”、“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专业文献”、“统

计资料”等固定栏目不变的前提下，增设了“图书馆活动图辑”，

重点反映了近几年新建图书馆的情况，新颖的图片并配有说明文

字，图文并茂，真实、完整地记录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轨迹，

向社会各界展示了图书馆的风采。经多方努力，2011 卷增加了高校图书馆的统计数据，为业界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2011 卷的原始稿件文字达 300 多万字，原始图片 620 多幅，远超以往，大大增加了编辑审

校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最后经编辑部梳理、裁汰、修订、补充，最终成稿约 120 万字，148 张

图片。

国家图书馆加大了对《年鉴》的投入力度，对封面进行了重新设计，调整了正文用纸，《年

鉴》2011 卷整体给人焕然一新之感，12 月，2011 卷顺利出版。

五、《国家图书馆年鉴2011》

《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1》于 2011 年 10 月正式出版，它是国家

图书馆的第一本年鉴，也是图书馆界第一本单位年鉴。

《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1》设立“2010 年工作综述”、“特别记

载”、“基础业务工作”、“服务工作”、“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重

点文化工程”、“学术与科研”、“编辑与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

“机构与人员”、“设施建设与安全保卫”、“党建与员工文体活动”、

“统计资料”、“重要文件选编”、“媒体报道目录”、“年度大事记”

等栏目，全面记录了国家图书馆 2010 年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事

件，系统反映了 2010 年国家图书馆的年度工作情况，比较完整地

记录和保存了国家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的重要数据，既便于社会各

界详细了解国家图书馆的 2010 年度工作情况，也利于国家图书馆

总结经验，规划未来发展，为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六、专业文献出版

2011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根据国家图书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讨论活动的要求，结合

工作实际，调整内部体制机制，积极配合国家图书馆工作重点，同时加强与海内外各图书馆的沟

通与联系，有效整合资源，优化选题，扩大宣传，保持了稳健发展的势头。

（一）编辑出版工作扎实推进，逐步拓展海外古籍资源

2011 年出版图书 245 种，比去年同期减少 21% ；其中新版书 228 种，比去年同期减少 20% ；

重印书 17 种，比去年同期减少 57.5% ；单种总印张 62.22 千印张，比去年同期增加 57% ；单种总

码洋 114.6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62%。发稿 171 种，比去年同期减少 65.24%。

2011 年，按照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的要求，完成多个项目的申报与评选。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历代辑佚文献分类丛刊》、《鲁迅手稿全编》、《著名图书馆藏

稀见书目丛刊》、《中国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回文集》、《历代文庙资料汇编》7 个项目列入

“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其中，《回文集》、《历代文庙资料汇

编》列入 2011 年“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400 种精品项目。《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中

国历代典籍总目系统》、《中国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3 个项目列为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入库

项目。《〈册府元龟〉唐史资料辑录》、《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文献汇编 • 第一辑》、《哈佛燕京图书

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浙江省古籍善本联合目录》、《首都图书馆善本书目》5 个项目获

2011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清文海》荣获第六届“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地

方志灾异资料丛刊 • 第一编》、《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获

二等奖 ；《史记十五讲》获普及读物奖。《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 资政卷（图文全本）》、《中

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荣获 2011 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称号。《国宝档案》、《拿破仑传》、

《和珅》、《慈禧》、《品读帝王》、《最具历史影响的华夏 101 帝王》6 种图书入选《2010—2011 年农

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

2011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积极开发海外古籍资源。9 月，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

洲图书馆、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访问，深入了

解各馆的馆藏中文古籍，达成《永乐大典》、善本方志、稿抄本等多个合作意向。与圣智学习亚洲

私人有限公司签订数字内容合作协议，着手近现代中国学外文文献影印图书的数字化与全球电子

书分销，进行数字化出版初步尝试。

（二）重点图书的出版

1．国家重点图书项目的进度跟踪与落实。《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工作全面推进，累积出版

206 种 1053 册另 2 轴，已完成全部任务的三分之一 ；完成“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南京图书馆藏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的出版 ；完成《地方金石志汇编》、《河北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

志丛刊》、《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3 种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的出版 ；

《中国图书馆年鉴 2011》

《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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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编辑出版工作全面启动，已完成胶卷扫描

373 卷 846 种，已入库 20 册 ；完成《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册府元龟〉唐史资料辑

录》、《首都图书馆善本书目》3 种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出版。

2．国家图书馆重点图书。“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已出版图书 91 种 1514 册 ；《国家图书馆藏敦

煌遗书》已出版至 142 册；召开了《任继愈文集》编纂出版工作会议，成立编辑委员会，完成 500

万字的文献收集工作，进入分类编纂阶段 ；配合国家图书馆展览出版《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

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图录》、《灵兰集萃——中华珍贵医药典籍展图录》、《东方的觉醒——纪念辛

亥革命一百周年珍贵文献展图录》等多种图录。

（三）拓展营销渠道，销售收入再创新高

积极举办或参加了一系列学术会议或专题业务会议，包括《清文海》暨清史资料出版座谈会

（1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1 秘书长联席会议暨《中国图书馆年鉴》编纂会议（3 月）、中国出版

界和欧美东亚图书馆座谈会（4 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业务交流座谈会（6 月）、《中国古代音乐

文献集成》新书发布会（6 月）、图书馆古籍保护与资源建设工作会议（8 月）、《清敕修大藏经》

首发式（9 月）、《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发布会暨地方志整理出版座谈会（9 月）、《中国图

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编纂座谈会（10 月）、2011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10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图书馆学著作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 2011 年工作会议（11

月）、“子藏 ”工程首批成果发布会（12 月）等 ；参加第二十二届全国图书订货会、第二十一届全

国图书博览会等专业书展多场。通过以上活动，扩大了出版社在学术界和图书馆界的社会影响，

取得了较好的形象宣传和业务交流的效果。

继续加强媒体及网络宣传。先后在《人民日报 • 海外版》、《光明日报》等 20 余家报刊发表书

讯、书评，刊登书摘和书目、会议报道、领导访谈文章等，共计 400 余篇（条）；在相关网络发布

书评、书讯、书摘等共计 400 余篇（次），增加了出版社的曝光率，进一步树立特色鲜明的专业出

版社形象。目前，“文学遗产”、“图书馆报”网站已设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宣传专栏 ；出版社新浪

博客访问人数已超过 7000 人次 ；出版社专业博客“文献影印”1—12 月共发布书讯、书评 150 余

篇，并全部被灿然书屋转载，部分被其他博友转载，访问量超过 33000 人次。

2011 年出版社总销售收入 519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

（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转企改制工作

继续选送编辑人员参加第十八期全国出版社新编辑培训班 ；安排出版社总编室工作人员参加

第一期新批网络出版单位负责人岗位培训班；积极摸索补充人员的渠道方式，尽快充实编辑队伍；

出版社总编辑徐蜀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优秀编辑）。

转企改制工作是出版社 2011 年工作的重中之重。1—3 月，完成事业编制核销和事业法人注

销工作。4—6 月完成人员安置、劳动合同签订和社保衔接工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成为文化部第

一家全面完成转企工作的出版社。

年度掠影

【《任继愈文集》编纂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0 年 11 月，《任继愈文集》编辑筹备委员会开始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任继愈生前著述，标

志着《任继愈文集》编辑出版工作正式启动。任继愈先生是二十世纪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

家和历史学家，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等，先后担任《中华大藏经》（汉文

部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墨子大全》等大型古典文献丛书的主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研究，从而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任先生生命的最后十数年，发奋于古代典籍的整理，“不知老之将至”，没有时间梳理和总结

自己的学术和思想，留下了永久的遗憾。编辑出版《任继愈文集》，是系统整理总结先生学术成

就，继承弘扬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件大事。

2011 年 3 月 24 日下午，“《任继愈文集》编纂工作会议”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召开，任先生

子女任远、任重和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党委书记詹福瑞、副馆长张志清，原任先生秘书李劲，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教授杜继文，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方广錩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郭

又陵、徐蜀、姜红、贾贵荣等与会。会议由张志清主持。会议介绍了《文集》前期的资料搜集和

征稿工作，讨论了工作委员会和编委会人选。此外，各位专家还就文集如何编纂提出了具体意见。

4 月 7 日，“《任继愈文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召开。任先生子女任远、

任重，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副馆长张志清和原任先生秘书李劲，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

《任继愈文集》编纂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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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教授杜继文、习五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计算机中心主任、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张

新鹰、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业露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方广錩，南京大学教授阎韬、赖永

海，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吕建福，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郭又陵、姜红、贾贵荣等与会。会议由李申、

郭又陵主持。会议首先确定了编委会成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编委会分工及工作程序，对李申

提出的“《任继愈文集》编纂方案”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形成一系列的决议。会议明确了《文集》

按类编纂，并确定了各部分的编纂责任人，正式展开具体编纂工作。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徐蜀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

3 月 18 日下午，“书香中国——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

经过市场和读者检验、代表近三年我国新闻出版业最高水平的 240 个优秀出版物、出版单位和先

进人物获得表彰。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最高奖项，每三年评奖一次。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总编辑徐蜀荣获本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优秀编辑奖。徐蜀同志二十余年来致

力于珍稀古籍的整理影印，策划选编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二十四史订补》、《地方志

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国家图书馆藏古籍艺术类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等大型图书

十余种。这些图书汇集了国家图书馆及其他图书馆上万种零散古籍，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研究使

用，成为许多大中型图书馆（包括海外）必备的图书，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此外，他还主持了

《中华再造善本》、《永乐大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等

多项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的编辑出版工作。徐蜀同志不仅业务纯熟，而且思想过硬，爱岗敬业，甘

于淡泊，甘于奉献，一心致力于古籍图书的整理开发与编辑出版工作。2002 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

百佳出版工作者，2007 年被评为文化部优秀专家。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等 7 个项目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4 月，“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名单正式公布。拟在未来 5 年推

出 2000 种左右的国家重点出版物，发挥国家规划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国家、省级和出版单位三

级重点出版规划网络，实施精品战略，发挥杠杆作用，带动高水平、高质量出版物的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申报的 20 项出版项目中，有 7 项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

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分别为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历代辑佚文献分类丛刊》、

《鲁迅手稿全编》、《著名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丛刊》、《中国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回文集》、《历

代文庙资料汇编》。

【《清文海》等 5 种图书获第六届优秀古籍图书奖】

5 月 29 日—6 月 2 日，第二十六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 2011 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评奖

会在哈尔滨举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清文海》等 5 种图书获奖。

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设立，自 2006 年起，每

年召开一届，由全国 22 家古籍出版社及其他相关出版社报送优秀古籍图书参与评选。设荣誉奖、

一等奖、二等奖、普及读物奖等奖项。

《清文海》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编纂，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

究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的大规模断代诗文总集编纂工程“七全一

海”（《全宋文》、《全宋诗》、《全唐五代诗》、《全元文》、《全元戏

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之一，由南开大学古籍与

文化研究所众多研究人员工作多年，广泛搜罗，披沙拣金，完成选

编。共收入清代 1576 位作者 18383 篇文章。全书 105 册，索引 1

册，原版标点影印，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有清一代较为重要的学

者、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之要文佳作，大抵收揽其中。

本次获奖的其他图书还有 ：二等奖《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 • 第

一编》、《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

丛刊》，普及读物奖《史记十五讲》。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出版工作顺利推进】

 “九一八事变”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遵从国民政府指示，将所藏珍贵善

本南运。1940 年 10 月至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王重民等从暂存于上海的善本中拣选

出 102 箱 2954 种 20970 卷，分批转运美国，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酬答，北平图书馆允准

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寄存善本摄制微缩胶卷。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部分南运图籍运回北平，而运美

善本（以下简称“平馆藏书”）则于 1965 年 11 月转运台湾，现存

台北故宫博物院。

“平馆藏书”是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古籍中的精华，据查，其中

有宋刻本 75 种，金刻本 4 种，元刻本 131 种，明刻本 2000 余种。

为使“平馆藏书”尽早披露于世，为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发挥应有

的作用，国家图书馆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联系影印出版事宜。但因

种种原因，此事一直未有进展。在此前提下，2010 年，国家图书

馆决定使用“平馆藏书”的缩微胶片作为底本，通过特殊技术处理

的方式，将其影印出版，同时补入其他甲库善本。

“平馆藏书”出版项目申报之后，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立项从 2010 年 7 月起，截至 2013 年 12 月。2010 年下半年至 2011

年初，“平馆藏书”处于前期准备阶段，完成了部分胶片的拷贝与

扫描工作。2011 年 4 月，“平馆藏书”正式确定丛书名为《原国立

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进入编辑制作环节。基于丛书没有总目录的情况，2011 年 4 月至 6

月，编辑工作以搭建丛书总目录框架为中心，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已有选目的基础上，综合

赵万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简称“甲库目录”）、国家图书馆 CBM 胶片目录与台北“中

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简称“台藏目录”），初步完成了

《清文海》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

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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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建构，涉及可制作图书约 2657 种。2011 年 7 月起，“平馆藏书”开始逐批交付印厂制作，截

至 2011 年底，共下发印厂 198 册、审结样书 40 册。

【《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发布会暨地方志整理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

9 月 14 日下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举办的“《上

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发布会暨地方志整理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国家图书馆常

务副馆长、党委书记詹福瑞、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建、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穆端正、副馆

长周德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袁越伦、浙江大学教授仓修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

究所所长严佐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戴建国、上海通志馆副馆长周树安、浙江图

书馆副馆长徐晓军、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吴兆禄、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顾音海、上海书

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等来自图书馆、高校、出版界的 40 余位领导和学者与会。

上海图书馆藏有民国前出版的各地方志 5400 余种，9 万余册。藏量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居全

国第二位。所藏地方志不仅覆盖面极广，而且精品众多。此次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汇编影印出版

的《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全 240 册），收录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稀见方志 246 种，其中孤

本方志计 104 种，同时选录了国内收藏单位在三家以内的稀见方志计 142 种。这套书不仅是迄今

为止上海图书馆面向社会公布的历史文献中部头最大、版本最善、资料最为丰富齐全的品种之一，

同时也是以影印历史文献见长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年来最重要的出版项目之一。该书的出版对

地方志的整理和研究意义重大，备受图书馆界、文史学界关注。

发布会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郭又陵主持。詹福瑞、吴建中、刘建、袁越伦对《上海图书

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的出版表示祝贺。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重点介绍了这套书的整理编辑情

况和出版的价值、意义所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徐蜀介绍了该社在地方志整理出版方面所

作的大量工作。

《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发布会暨地方志整理出版座谈会

座谈会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陈先行主持。与会的图书馆、出版单位负责人、高校学者

对《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上海图书馆在

地方志整理出版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会议不仅讨论了地方志整理出版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同时就传统方志出版的整理思路、编印方式等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讨论研究。

【《中国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编纂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10 月 19—21 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编纂座谈会”在

北京房山召开，来自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 24 家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馆长、古籍部主任 30 余人

与会。会议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徐蜀主持。会议现场讨论热烈，各位专家为《中国图书馆藏

古籍珍本丛刊》的编纂出版献言献策，并就编纂思路、合作方式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会议主要有以下两个议题：一、讨论《中国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编纂出版事宜。《中国图书

馆藏古籍珍本丛刊》这一项目 2007 年由天津图书馆开始倡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及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积极参与，目前该项目已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拟收《中华再造善本》未收

之数千种珍本古籍，以收藏馆为单位，分批出版。会议就该丛书的出版价值、编纂思路、出版社与

各馆之间的合作方式及避免重复出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二、提议成立“图书馆古籍整理出

版联合委员会”。为加强图书馆古籍资源的整理、开发、利用和共享，搭建图书馆界古籍整理出版

平台，徐蜀提议成立“图书馆古籍整理出版联合委员会”（简称古联委），隶属于中国图书馆学会学

术研究委员会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专业委员会。定期出版发行两种刊物，包括《图书馆古籍整理出

版情况简报》（双月刊），内容为各馆在古籍整理中所做的工作，情况交流等；《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论

坛》，每年出版一本。此外，还将出版年会论文集等。此提议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

【《子藏》工程首批成果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2 月 16 日下午，由华东师范大学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子藏》工程首批成果发

布会”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等领导出

席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傅璇琮、陈鼓应、张岂之、方立天、白化文、钟肇鹏、许抗生、陆永

品、杨忠、张双棣、邓国光等著名学者，以及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

《中国新闻出版报》等新闻媒体代表。与会者共 60 余人。会议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郭又陵主持。

《子藏》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超大型古籍文献整理工程，预计历时十年，搜天下之遗籍，极

百家之大观，汇辑影印海内外所存先秦汉魏六朝诸子白文本和历代诸子注释、研究专著约 5000

种，并为每种著述撰写提要，考述著者生平事迹，揭示著作内容，探究版本流变情况。《子藏 • 道

家部 • 庄子卷》的顺利出版，标志着这一重大学术文化工程取得了实质性的重要进展。《庄子卷》

共搜辑中国历代庄子学著作 302 部（截止于 1949 年），远远超过严灵峰所辑《庄子集成》系列的

172 部。在底本使用上，注重善本、古本、稿本、抄本和名家批注本，既全且精。《庄子卷》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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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问世，构筑起一座巨大的《庄子》文献传世宝库，并将有力地推动全球庄子学的向前发展。

发布会上，阎晓宏、周和平、童世骏等领导分别作了大会主题发言，对《子藏》的编纂和出

版给予了极高赞誉，认为《子藏》工程将为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作出新的贡献。《子藏》总编纂、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详细说明了《子

藏》的编纂情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徐蜀介绍了具体的编辑出版规划。傅璇琮、陈鼓应、

张岂之、方立天、邓国光等专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子藏 • 道家部 • 庄子卷》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意

义。与会专家对《庄子卷》的图书质量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子藏》今后一段时期的编纂和出

版工作建言献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被评为 2011 年度全国优秀馆配商·出版社十强】

 “2012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馆社合作峰会暨 2011 年度全国优秀馆配商颁奖仪式”于 2012 年 1

月 9 日北京皇家大饭店举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荣获“2011 年度全国优秀馆配商 • 出版社十强”。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关注馆配服务    推进产业发展”，论坛邀请了中国出版物发行协会、中国图书

馆学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相关领导、出版社社长、馆配市场专家与学者、优秀馆配商代表出席。

会议随后举办了“2011 年度全国优秀馆配商评选”颁奖仪式。颁发了 2011 年度全国优秀馆

配商综合实力奖、诚信经营奖和出版社十强等奖项，浙江省新华书店、武汉三新书业有限公司等

9 家馆配商分别获全国优秀馆配商综合实力奖和诚信经营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获得出版社十强

奖，同时获奖的出版单位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三十年来秉持全心全意为图书馆界服务的宗旨，发挥自身

专业优势，加强与图书馆界的合作，加快选题开发，以更好的内容、更高的质量，为图书馆界提

供大量的优质馆藏资源。其中，影印历史文献品种多，内容丰富，仅自编专题丛书就有 300 多个

品种，涉及历史文献 18000 余种。经过长期努力，该社的影印类图书在海内外形成了一个稳固发

展的专有市场，销售额和出口额逐年上升，出口额已占该类图书的 25% 左右。根据有关图书商业

机构的调查数据，近年该社图书的馆配率和馆配额一直稳居前列。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历史文

献的保护力度，越来越重视善本文献的再生性保护，该社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与历史文献保

护工作，加快了选题开发速度和图书出版周期。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一行四人赴加、美东亚图书馆访问】 

应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袁家瑜馆长等邀请，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郭又陵等一行四人于 9 月 18 日—26 日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

馆、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进行访问。

通过本次访问，深入考察了北美东亚图书馆的馆藏中文文献。其中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

洲图书馆的蒲坂藏书和庞镜塘藏书，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卫德明藏书和洛克藏书，哈佛燕京

图书馆的齐耀琳、耀珊兄弟藏书以及馆藏地方志、和刻本、韩刻本、满文档案、稿抄本、名人日

记尺牍、地方契约文书、明清舆图等稀见文献，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劳福（Laufer）藏书、

李宗侗藏书。加深了对海外馆藏中文文献，尤其珍稀古籍的认识与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商讨中文

文献的开发与出版合作项目，取得积极成果。

各馆馆长在介绍图书馆的中文馆藏特色、传藏经过之外，同时介绍了中文图书采编情况以及

正在进行的交流开发项目或规划。如哈佛燕京图书馆正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开展馆藏古籍善本数

字化工作，并计划实现电子资源的全面网络共享。其他东亚图书馆也希望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内地

图书馆界、出版界的合作。

本次访问的意义在于加强与北美东亚馆的沟通与交流，配合海外古籍普查和回归，促进海外

中华古籍的梳理、保护与开发利用。

《子藏》工程首批成果发布会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工作人员在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检阅卫德明藏书和洛克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