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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科研

一、《国家图书馆科研工作发展规划（2011—2015）》制定

自 2010 年起，国家图书馆就开始组织力量就本馆未来五年的主要研究领域进行调研分析。

2011 年伊始，国家图书馆科研“十二五”规划又列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重大项目，根据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重大项目安排，业务管理处和研究院牵头负责创新项目“制定‘十二五’

科研规划”的落实工作。经过反复讨论并征求相关部处意见后完成定稿。

《国家图书馆科研工作发展规划（2011—2015）》主要包括 4 个部分 ：科研工作现状和

“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形势，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科研工作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保

障措施。规划结合本馆工作实际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 8 个重点研究领域，包括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和文化建设研究、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组织、文献整理及文

献学研究、文献保护开发与利用研究、标准规范的研制与推广应用、数字图书馆研究等，并对每

个重点研究领域内需要开展的研究作了简要部署。该规则涉及未来五年内国家图书馆科研工作的

主要发展方向和重点研究领域，以及为保障科研工作顺利开展的制度保障等。（参见本书“重要文

件选编”部分）

二、科研项目

2011 年国家图书馆科研工作在重大课题申报、长期规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共计获得部级

以上项目 5 项，经费资助 110 万元。申报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4 项，2011 年度文化部科

技提升计划项目 2 项，2011 年度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 20 项，2011 年度文化部国家文化创新工作

项目 3 项。其中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 项文化部科技提升计划项目、3 项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

获准立项。2011 年度馆级科研项目共计结项 14 项。国家文化创新工程“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

顺利结项，并获得各界专家的好评。

国家图书馆积极跟踪国内外与图书馆相关的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和动态，向国内外各类型图书

馆和机构提供技术服务。开展相关科研工作，联合馆外其他企事业单位力量完成部际会商重点项

目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项目推荐书、建议书和概算书及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完成了文化部科技提升计划、科技创新计划的申报工作，并有“数

字图书馆云平台建设及其在公益性数字文化建设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获批立项。

三、学术成果

截至 2011 年底，国家图书馆员工正式发表的成果包括著作类（包括参与编撰等）35 部，论

文 377 篇，专利 6 项。其中符合《国家图书馆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获得奖励的成果包括专著 17

部，论文 103 篇。

2011 年，文津出版基金共立项资助 7 部学术著作出版：

1. 柯平《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定位与服务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该书从完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角度，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关注图书馆怎样

实现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众基本文化信息需求等目标，指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

实现方式、存在问题、保障措施等。本书是 2007 年国家图书馆重大科研项目研究成果。

2. 索传军《国家图书馆数字战略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年）。该书从国家图书馆总

体发展环境和现状分析入手，参考世界主要国家制定实施的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通过对国家图

书馆数字战略的背景、基线、理念、基础和指导目标等内容的深入分析，从数字内容、品牌服务

和技术支撑三个层面提出国家图书馆数字战略的主要内容，并具体提出了聚合、获取、利用等领

域的战略实施方法。本书是 2007 年国家图书馆重大科研项目研究成果。

3. 任莉莉《阮孝绪〈七录〉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该书一是对《七录序目》进

行了笺注，使学界对《七录》一书有全面的了解。二是对《七录》相关篇目进行辑佚，从各种典

籍中索隐钩沉，将散见于各种古代典籍中的《七录》文字一一辑出，详加甄别，去伪存真，进而

依照原书体例重新编排，力图恢复其原貌。辑佚文本为《内篇》五录、《外篇》二录，以期能对梁

以前的藏书有细致的了解。三是附录，包括 ：阮孝绪在正史中的传记，前人有关《七录》的辑本，

阮孝绪佚书三种的提要。

4. 崔瑞萍《秦汉序体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预计 2012 年出版）。该书主要分以下

6 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并简要介绍了研究方法、序体研究的现状以及选题

的研究意义。第一章，序的文体溯源。第二章和第三章对汉代序体文学创作情况进行概述和分析。

第四章，对汉代序体中的经典作品 ：以屈原、《离骚》为中心的序作、《诗经》大小序、《太史公自

序》、蔡邕的序作等进行个案研究。最后为结语部分。

5. 黄国彬《著作权例外与图书馆可适用的著作权例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年）。该书在

厘清著作权例外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建立可适用于图书馆的著作权例外的理论框架的基础

上，归纳可适用于图书馆的著作权例外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其在图书馆的应

用，结合当前国内外图书馆界对适用于图书馆的著作权例外的诉求，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可适用

于图书馆的著作权例外立法框架，并从可适用于图书馆的著作权例外角度，提出图书馆在信息资

源采集建设与信息服务提供的过程中如何规避著作权侵权风险的对策。

6. 张燕婴《俞樾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预计 2013 年出版）。该书为俞樾诗文作品全集。

除收入刊刻于《春在堂全书》中的诗文作品之外，还包括二十余万字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收藏的手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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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清慧《明代藩府刻书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预计 2012 年出版）。该书主体由两部分

组成，一是“总体考察”，一是“个案研究”。前者通过对于各类文献的爬剔梳理，首先摸清明代

藩府本的总数，并通过时间、地域和内容 3 个维度的分析，对明代藩府刻书概貌进行考察，揭示

藩府刻书在时间发展、地域分布、内容分类等方面的基本规律，对藩府刻书作整体性研究。个案

研究对象的选择有两种，一是对于明代藩府的个案研究，以藩府的发展过程和具体经历为纲，从

史的角度，结合各自不同的发展经历和刻书特点，揭示其刻书情况 ；一是对于明代藩府本的个案

研究，以作品为线索，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运用比较的方法，对藩府本的版本源流、来龙去脉、

版本优劣以及影响等进行揭示。在总体考察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同明代其他官私刻书机构

和刻书活动的比较，可以发现，明代藩府刻书具有鲜明的私家刻书的特征，在时间、地域分布和

刻书内容上同明代官刻、其他私刻及坊刻书存在着鲜明的互补性特征，是明代刻书出版业中极具

特色的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四、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自成立以来，吸纳了一批年轻的高层次人才，为国家图书馆的

科研工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增强了科研实力，并为推动科研工作深入开展、提高员工科

研水平作出一定的贡献。2011 年是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第四年，站务工作主要包括

以下几方面：

（一）完善站务管理各项规章制度

按照馆务会会议审议《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办法》的意见，完成《国家图书馆

关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管理意见》稿，报馆领导审批，并获得批准，下发全馆。9 月初赴南开

大学调研南开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进一步策划完善我馆博士后工作站报名申请、进站考核、开

题、中期考核、出站报告等相关管理制度。

（二）推动科学研究工作

组织在站博士后申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 49、50 两批面上资助项目及 2011 年度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有 9 人次提交申报书。本年度在站博士后共获得 5 项科研课题，其中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资助项目 1 项 ；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会面上资助项目”一等资助项目 1 项，二等资助项目 1 项。组织在站博士后积极申请文津出版基

金，共申报专著 4 部，均已获得批准。

（三）组织学术交流活动

4 月，博士后丁延峰面向全馆及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生就自己在站期间进行的主要研究

工作——《存世宋刻本书录》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了学术报告。为继续开展好博士后人员的学术

交流活动，博士后工作站办公室从 6 月开始组织 2011 年学术研讨会，11 月 3—4 日第二届文献学

研究论坛举办，研究院、本站博士后、南开大学师生共 45 人参加了学术研讨活动。

（四）招聘与管理

2011 年博士后工作站新增补博士后合作导师 3 名。3 月，博士后工作站面向社会发布 2011 年

博士后人员招聘简章，先后收到 21 人提交的进站申请，经合作导师考查与专家组面试，遴选出 2

名博士进站从事研究工作。8 月，博士后工作站组织召开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鉴定会，1 名 2009

级博士后出站，3 名博士后因科研需要办理延期出站。10 月，博士后工作站对 2010 级博士后进行

了中期考核，4 名博士后分别就自己在站研究情况、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

汇报。

五、政策研究

2011 年，国家图书馆在研究院新增政策研究职能，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研究图书馆政策的专

门机构——研究院政策研究室，以加强图书馆发展政策研究，充分发挥政策建设对图书馆事业的

宏观指导作用。一年来，国家图书馆按照“搭建开放研究平台，促进政策发展研究”的工作思路，

充分依托全国图书馆业界力量，围绕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与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陆续启

动了多个研究项目，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有利于推动事业科学发展的研究成果，并有多项基于

研究的工作成果被有关决策采纳。

（一）图书馆相关立法研究

图书馆法律法规是图书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图书馆开展政策研究的重点。2011

年，国家图书馆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交流，深度参与了《公共图书馆法》、《出版物样本缴

送办法》以及《古籍保护条例》等图书馆事业发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工作。

1.《公共图书馆法》

3 月，受文化部委托，国家图书馆全程参与文化部组织的《公共图书馆法》立法调研和讨论

修改，提供咨询意见，并参与撰写《公共图书馆法起草说明》；在此基础上，开展有关国家图书

馆立法模式问题的研究，先后两次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关于开展国家图书馆专门立法工作的

建议》。

2.《古籍保护条例》

4 月，受文化部委托，国家图书馆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牵头组建了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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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中心、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和政策法规司有关人员组成的古籍保护条例起草组，在前后召开 5

次起草组工作会议，并开展大量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完成《古籍保护条例》（建议稿）及起草说

明；5 月，古籍保护条例专家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起草组就《条例》初稿听取专家意见并修

改；8 月，文化部社文司主办的《古籍保护条例》暨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国家

图书馆在会上就《条例》起草作专题说明，会后根据各方面专家意见对《条例》作了进一步修改

完善。

3.《出版物样本缴送管理条例》

2011 年，国家图书馆在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调研的基础上，7 月中旬制定完成《出版物样本

缴送管理条例》和《出版物样本缴送管理办法》，并提交新闻出版总署在起草《出版物样本征集办

法》时参考，获得总署好评。10 月在《国家图书馆学刊》2011 年第 4 期上刊登“出版物样本缴送

制度设计”专栏文章 4 篇，对该项工作进行宣传。

（二）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研究

2011 年，国家图书馆围绕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并积极向有关部门

建言献策。

1. 起草《关于加快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若干建议》

在对图书馆事业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加快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若干建议》，全面分析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

题，并对加快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并广泛征求了馆内外专家意见，前后修订 20

余稿，为开展事业发展相关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

2. 修订与完善《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3 月，受文化部委托，国家图书馆对深圳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初拟的《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

展“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与完善。这是我国第一个由政策部门主导制订的全

国性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为确保规划的前瞻性和合理性，国家图书馆做了大量论证、调

研、测算工作，并精心设计了发展指标体系。4 月，参加了由文化部组织召开的专家论证会，听

取专家意见，对规划文本进一步修改完善；6 月初，正式向文化部提交《规划》及《规划》起草说

明（共计 6 万余字）；9 月，文化部就该《规划》文本面向各省文化厅局领导及业界有关专家征求

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该《规划》对事业现状全局把握到位，对事业政策需求保障充分，对事业

发展目标要求合理。

3. 修改《公共图书馆基本情况年报》

7 月初，受文化部委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公共图书馆基本情况年报》现行指标体

系进行了重新设计，并精心编制了指标说明文件，用以指导各级图书馆填报。新的《公共图书馆

基本情况年报》中新增了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特殊人群服务等相关指标。

（三）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研究相关刊物编发

2011 年，为及时总结国内外先进成果及经验，为各地公共图书馆及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提供参

考借鉴，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编发了《图书馆政策研究参考》和《图书馆决策参考》。两种内刊资料

翔实，内容丰富，其国外信息绝大多数都直接来源于相关外文文献，参考借鉴价值较高。

1.《图书馆政策研究参考》

2011 年 1 月，对原《图研参考》进行全新改版，编发《图书馆政策研究参考》。该刊以“专、

深、全、准”为宗旨，主要面向各级公共图书馆管理者及专业技术人员，深入解读国家有关图书

馆事业发展政策，及时报道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发展动态，广泛交流各类型图书馆业务工作中新思

想、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为各级公共图书馆相关业务工作的部署和实施提供参考。

2011 年，《图书馆政策研究参考》共刊出 7 期，每期印数 240 份，发送至国家图书馆馆领导、

文化部、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委，以及全国副省级以上图书馆，内容涉及免费开放、文献保

护、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图书馆基金会组织与管理、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与利用等多个专题。

其中，第 1—2 期对两部委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文件进行深入解读，并针对各地图书馆免费

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总结 ；第 4 期介绍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我国国家图书馆利

用新技术挖掘开发馆藏的典型案例，为我国图书馆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2.《图书馆决策参考》

《图书馆决策参考》于 2011 年 5 月创刊，以“短、平、快、精”为宗旨，主要面向中央及各

地方图书馆事业主管部门领导，总结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发展成功经验和创新成果，汇报我国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创新思路，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图书馆事业发展相关规划、政策提

供依据。

2011 年，《图书馆决策参考》共刊出 18 期，每期印数 205 份，发送至国家图书馆馆领导和文

化部、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委，以及各省主管文化领导、文化厅和省级图书馆，内容涉及资

源建设、古籍保护、文献开发、用户服务、建筑设计、经费管理、数字图书馆等多个主题，并应

财政部、文化部等有关部门要求，多次为其制作专题咨询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