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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业务工作

一、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一）中文文献

国家图书馆坚持中文求全，国内出版物求全的采选原则，通过缴送、购买、赠送、交换等多

种方式开展中文文献资源建设。

1. 中文图书：接收缴送 228566 种，665703 册，购买 137199 种，276646 册，接受赠送 4254 种，

7157 册 , 其他部门转入 11550 册。补藏原缺中文图书 3346 种，较去年同期增长 254%。

2. 学位论文 ：采访共计 184052 种，比去年增长 11％。其中博士论文 48592 种，硕士论文

132810 种，博士后报告 2350 种，海外学位论文 300 种。

3. 台港澳图书 ：采访共计 19279 种，19352 册。其中赠书 322 种，328 册 ；交换图书 386 种，

389 册，交换期刊 73 种，477 册；采访台港澳期刊 8833 册，报纸 24770 期次。

4. 中文期刊报纸：采购期刊 10819 种，采购中文报纸 945 份。

5. 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采购 10970 种，27414 册。

6. 中文资料：采访共计 6689 种，6858 册。

（二）外文文献

1. 西文图书：订到 46384 种，48503 册，UMI 缩微平片 3716 件，其他缩微胶卷 213 种 /3316 卷，

同比增长 32%，补订中国学文献 1523 种。

2. 东文图书：订到日文图书 14886 种 /14894 册，同比增 1% ；阿文图书 1254 种，1343 册，同

比增 2.2% ；越南文图书 75 种，76 册，同比增 96% ；泰文图书发订 1204 种，1204 册，同比增

100% ；老挝文图书发订 134 种，134 册，同比增 100%。

3. 俄文图书：订到 5485 种，5504 册。

4. 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采订图书 3440 种，3711 册，期刊 384 册，缩微平片 4272 种，

10207 片，光盘 95 种，276 盘，累计 14578 册件，同比减少 7.4%。

5. 出版物交换 ：交换到书 4680 种，4741 册（同比增 1%）；期刊 1522 种，9014 册（同比增

0.5%）；平片 1738 种，5493 张（同比增 0.7%）；光盘 396 种，889 张（同比增 2.4%）；舆图 4 种，4

册，合计 20141 件（同比增 0.55%）。

6. 报刊 ：订到外文期刊 59060 册，同比增长 13.2% ；外文报纸 24506 份 ；新编目外文期刊 731

种，同比增长 146% ；订购外文报纸 10 种。

7. 外文实体电子资源：订到西文音像制品 1282 种，1381 盘。

8. 外文数字资源建设 ：开通外文试用数据库 24 个，提交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 16 个增订数据

库采购方案，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外文数据库总量较 2010 年增长 13.7%，达 116 个 ；完成本年

度 PQDT 学位论文采选工作，选取网络版博士论文 3466 篇，成功订购 1800 篇。

（三）古籍文献

通过购买、拍卖、捐赠、移交等多种途径，共采访古籍文献 6884 种，76935 册。其中包括 ：

旧善 2 种，13 册件，新善 61 种，110 册件，精装精印 14 种，46 册件，外文提善 37316 册，手稿

9 种，97 册件，中文地图 1270 种，2939 件，外文地图 404 种，817 件，年画 1 种，4 件，照片 3 种，

49 件，敦煌资料 263 种，297 册，石刻拓片等 1276 种，1829 册件，民文新书 12064 册，普通古

籍 82 种，6998 册，新方志 2357 种，2826 册，文史资料 284 种，295 册，新家谱 241 种，892 册，

线装家谱 617 种，10343 册。无论是从种数和册数，相比 2010 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2011 年捐

赠成为采访的亮点，先后有帅氏宗亲联谊会、薄小莹、王兴夫妇、何振梁夫妇等捐赠各类珍贵文

献。金石拓片往年采访多在 500 件左右，2011 年采得近 2000 件，数量成倍增长；线装家谱的采访

数量往年多为一二百种，2011 年的数量为 617 种，增长三倍多。

此外，敦煌 IDP 项目完成 222 卷 10261 拍图像的制作工作 ；“文津流觞”完成第 33—36 期的

编辑与馆网发布 ；“华夏文明”频道建设各类数据 252 条 ；“文津讲坛”完成全年 50 讲的讲座信息

元数据及数字化成品的制作 ；“中华寻根网”项目完成 200 万叶家谱图像的扫描与验收，数字化工

具书 36 册，完成《廖氏通书》数字化，整理正史中廖氏（崔氏）的传记，整理近现代廖氏（崔

氏）名人、著述，整理历代（1911 年以前）与廖氏（崔氏）相关的文集目录，按照廖氏的迁徙路

线，挑选每一个重要地点的旧志目录，制作与廖氏相关的廖氏书影，整理廖氏宗亲会及其相关材

料；完成“数字方志”第五期 244 种 200029 筒子页的全文化数据检验与提交工作。

（四）缩微文献

截至 2011 年底，国家图书馆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各成员馆共抢救各类文献

132970 种，其中古籍善本 32358 种，普通古籍 55 种，报纸 4381 种，期刊 15351 种，民国时期图

书 80825 种。完成拍摄民国图书 1029623 拍，报纸 388201 拍，共计 1417824 拍。其中，国家图书

馆完成拍摄民国图书 683595 拍，报纸 167461 拍，总计 851056 拍。同时完成母片拷底 23536 卷，

拷贝 9476 卷。此外，还完成 23060 拍明清善本套印彩色缩微工作，民国图书 3954 种 4165 册、

700162 单画幅影像数字化制作。

（五）数字资源

截至 2011 年底，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已达 561.3TB，主要来源为电子报纸呈缴 4.3TB、

外购数据库 71TB、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化 458TB、征集数字资源 8.8TB、网络导航和网络资源采集

19.2TB5 个部分（不含接受缴送的光盘）。（参见本书“国家数字图书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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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讲座等资源

国家图书馆自 2009 年起开展 “学术讲座摄像编辑及资料数字化制作”专项任务，拍摄并编辑

制作优秀学术讲座视频产品。2011 年度解决了学术讲座组举办的各种讲座的馆域网发布版权 100

场，并完成了该 100 场的摄像编辑和数字化制作任务。2011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各项工

作积极推进，讲座联盟秘书处继续建设完善联盟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全年新增数据 2020 条，数

据总量 19000 条。开展“业务培训摄像编辑及资料数字化制作”的专项任务，2011 年共完成了

31 场讲座的拍摄以及数字化制作，并建立了相应的元数据库。2011 年国家图书馆展览素材保存

专项数据 ：2011 年国家图书馆自主设计举办的展览共 3 场，分别为“新春佳节展”、“白山黑水

铸忠魂——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馆藏东北抗日联军珍贵文献暨冯仲云手稿展”和“艰难与辉

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国家图书馆馆藏珍贵文献展”。文档保存共 82 个，图片共保存 7724 张，

视频 2 个。

二、文献信息资源组织

（一）中文文献

1. 中文图书 ：制作书目数据 181480 条。新建名称规范数据 85958 条（估），完成规范书目与

书目数据的同步挂接。完成中文图书加工 736142 册，其中新书 390112101 册，复本 346030 册。

2. 学位论文 ：完成编目加工 143483 种，其中博士论文 39884 种，硕士论文验收 100936 种，

博士后报告 2350 种，海外学位论文 348 种。

3. 台港澳图书 ：完成编目加工 18375 种，18693 册。新增期刊书目数据 53 种。新增报纸书目

数据 6 种。

4. 中文期刊 ：新编期刊书目数据 498 种，报纸书目数据 73 种。完成中文期刊加工 453039 册，

中文报纸加工 34364684 期。

5. 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完成编目加工 10553 种。

6. 中文资料：完成编目加工 6531 种。

7. 其他 ：2011 年还进行七层基藏本中文图书（2000—2002 年）核查、核查中的数据改错及数

据补编工作，图书馆学资料室中文图书资料馆藏修改及加工，内部库民国图书数据补做及加工，

中图号民国图书保存本与基藏本合流的数据核对修改，工具书馆藏修改专项任务，以及民国图书

残本数据制作及加工。

（二）外文文献

1. 西文图书 ：编目加工 35829 种，38892 册，复本续卷 1487 种，2156 册，盘 353 张，UMI

缩微平片 3716 种，其他缩微胶卷 227 种，3314 卷。图书编目同比增长 4.9%，常规缩微同比增长

11.6%。

2. 东文图书 ：编目加工日文图书 13330 种，14232 册，同比减 1.9% ；阿文图书 1254 种，1343

册，同比增 2.2% ；马来文图书 136 种，136 册 ；波斯文图书 2 种，2 册，同比增 100% ；韩文图

书 546 种，546 册，同比增 100% ；越南文图书 75 种，76 册，同比增 96% ；补订日本中国学图书

2000 余种，编目 510 余种。

3. 俄文图书：编目加工 6000 种 /6054 册。

4. 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 ：编目、加工图书 3383 种，3646 册，期刊 383 册，缩微平片

4272 种，10207 片，光盘 95 种，276 盘，累计 14512 册件，同比减少 9.0%。

5. 外文实体电子资源：编目光盘 500 种，502 册。

（三）古籍文献

2011 年完成善本编目数据 6 条、新善本 120 条、精装精印 14 条、中文舆图 1582 条、西文舆

图 1687 条、俄文舆图 2 条、老照片 1003 条、民语文献新书数据库 1650 条、普通古籍 98 条、地

方文献 2641 条，完成民语文献回溯数据 2036 条、敦煌吐鲁番文献阅览室书目数据整合 4799 条。

（四）缩微文献

2011 年制作缩微文献书目数据 11785 种。

三、信息系统建设

2011 年，国家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Aleph500、资源发布与服务等上百个应用系统的日常管理和

数据统计运转稳定，新办公自动化、联合编目、新邮件系统、短信平台、预约条屏通知系统等多

个新系统正式上线 ；IT 基础设施的监控管理、故障预防和处理工作圆满完成，300 多台服务器和

300 多台网络设备稳定、高效运行，实现零重大事故率 ；完成 4.9 万种、696.9 余万页对象数据的

发布和 209.04TB 自建资源的长期保存（比去年同比增长 100.2%）；发布读者服务、通知通告短信

10 万余条 ；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古籍保护中心共计 30 多台服务器、存储设备提供 7*8

小时托管服务，全年运行平稳。开展多个专项任务，“少儿 OPAC 系统”、“WAP 网站专题建设”、

“掌上国图资源建设”等工作的顺利进展，不断提升国家图书馆信息化水平。

（一）国家图书馆新版 OPAC 系统

OPAC 系统作为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馆藏资源揭示和服务的关键平台。

2011 年，国家图书馆新版 OPAC 系统正式上线。新版 OPAC 系统采用一站式的检索入口，增加智

能化的检索提示，提供书封、外部网站的评论和链接功能，具备分类、分面浏览和导航功能，工

作流程更加合理，页面设计更加人性化，能够更好地揭示馆藏资源，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模式

和服务内容，成为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可共建共享的、智能化的检索平台，提供给读者以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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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感受和使用体验。

（二）少年儿童版 OPAC 系统

少年儿童版 OPAC 系统是为了满足少年儿童读者的个性化需求而特别制作的，是国家图书馆

在特殊群体服务模式上进一步的探索和尝试。2011 年，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 OPAC 系统开

始正式对外提供服务。少儿版 OPAC 系统独立完整、操作方便，检索和流通范围自动限定为少儿

文献库，导航简洁科学，布局合理美观，界面动感活泼，能够快速查找少儿文献和书目信息，为

少年儿童营造一种积极健康的阅读导向。

（三）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是解决多应用系统下用户管理复杂和使用不便的有效途径。国家图书馆统

一用户管理系统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国家数字图书馆读者认证服务体系，构建中心—

省—市（地）三层体系框架，全国各地读者可通过此系统获得海量数字资源，享受到更加便捷优

质的国家数字图书馆服务。统一用户管理系统正式上线主要实现了四大功能：1. 用户的统一管理；

2. 在线实名注册认证 ；3. 跨系统、跨域的单点登录和代理认证 ；4. 集成 VPN 打通资源访问链路。

该系统上线之后读者数量增长迅速，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对资源的访问和获取。

（四）短 / 彩信信息服务系统

“短信服务”是图书馆最早的一种移动服务模式，它的出现拓展了图书馆与读者的信息沟通渠

道。国家图书馆短信平台自 2007 年底上线服务后，以其实时性和经济性等特点成为图书馆读者移

动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建设，以及读者需求的不断增长，原

短信平台已不能满足众多数图业务系统的短信业务需求，信息网络部为此开始进行短信平台升级

为短（彩）信服务平台的项目建设。

2011 年，国家图书馆短 / 彩信信息服务系统成功开发完成，并顺利通过验收。该系统开通了

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的短彩信上下行，实现与 OA 系统、发布与服务系统、统一认证系

统和运行平台监控系统的成功对接，并已在 OA 系统中投入使用。年内，该系统已成功为少儿图

书馆提供下发通知短信服务，为 10 月份举办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年会上的国家图书馆新媒体展区发

送宣传短信，取得良好反响。

（五）新版邮件系统

国家图书馆馆内邮箱是馆内通知下达、工作布置和全馆员工交流沟通的重要通道。2011 年 3

月 21 日，国家图书馆新版邮件及邮件归档系统正式上线，开始为全馆员工进行馆内外、国际间的

信息交流提供服务。

新版邮件系统用户界面时尚、用户体验良好 , 尤其是绑定了移动终端的现代化办公 , 实现了用

户随时随地办公；短信提醒功能让用户随时掌握信件收取情况以便及时回复；新增的语音视频邮件

功能改变了用户的通信方式，拉近了通信双方的距离 ；海量的网络存储功能轻松实现用户间资源

共享 ；优化的注册流程使用户拥有邮箱变得更加容易。自上线之日起，新版邮件系统共开通邮件

账户 1386 个，日均通讯量 7000 多封，拦截垃圾邮件 10 万多封。

（六）预约信息屏显系统

2011 年 11 月 7 日，国家图书馆完成了到书预约信息屏显程序和预约超时提醒程序的开发和

部署工作，并在七个闭架阅览室正式运行。该系统能够通过电视屏幕为读者显示预约文献的到书

信息，减少读者等待时间，减少员工的工作量，给馆员和读者带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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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国家总书库中文文献入藏范围】

2011 年，在深入调研了国内外有关呈缴文献以及重印本文献入藏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我馆接

受呈缴本的现状，国家图书馆提出了扩大国家总书库中文文献入藏方案，将重印书及部分少儿文

献纳入我馆正式馆藏范围。根据相关入藏政策，启动了中文少儿缴送图书入藏文献遴选与“送书

下乡”等各类中文重印书加工工作。

【大力开拓中文文献补藏渠道】

根据现有补藏书商供书状况，国家图书馆充分调研分析了旧书补藏现状不理想的原因，调整

并形成了旧书按年代区别补藏定价的机制，提出了拓宽旧书补藏渠道，无法获得原件的文献进行

缩微复制补藏的请示，还开展了基藏本期刊彩色复制的探索，形成了文献供书商 + 补书商 + 复制

补藏的格局，以促进我馆中文文献收藏版本最大化和内容最大化。此外，多种方式进行文献补藏，

与同方知网联系，补藏期刊 2303 册，与中央办公厅图书馆联系，补藏部分文献。

【积极拓展连续出版物补藏渠道】

2011 年，国家图书馆采用多种模式和渠道大力开展中文连续出版物的补藏工作，取得了良

好的成绩。1. 日常催补。通过日常打电话、发传真、发信函等方式补回期刊 95 种 3172 册、报纸

4986 期。2. 加强外联与合作。通过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联系，利用该公司制作数据

库后留存的原版期刊进行补藏，全年共补藏原版期刊 2303 期。3. 积极采用新技术。针对部分回溯

期刊存在有保存本无基藏本的情况，在经过市场调研后，采取彩色复印本补充这批回溯刊。全年

累计彩色复印补藏期刊 1734 册，有效的丰富了馆藏版本。4. 创新出差补藏模式。对传统的出差模

式进行了改革创新，通过走访各地新闻出版局报刊处，与之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利用开座谈会、

合作发函等方式开展补藏工作，充分发挥了当地新闻出版局的作用。本年度共走访了 7 个城市的

新闻出版局及百余家报刊编辑部，补回溯期刊、报纸约 4000 余份。 5. 利用大宗捐赠进行集中补

藏。8 月，接收中共中央办公厅捐赠的文献。

【中央办公厅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文献】

201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大批期刊、报纸，时间跨度从 1985 年至 2009

年，内容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领域。9 月，国家图书馆正式开展对捐赠的文献进行核

查，用时 3 个月，共核查中文期刊 117349 册、中文报纸合订本 2911 册，其中补充国家图书馆缺

藏期刊 6423 册、报纸合订本 300 册。

【着力完善非正式出版文献入藏体系】 

2011 年，国家图书馆着重完善文献结构，提高非正式出版物的入藏质量，重视采选资料的学

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积极开展非正式出版物征集工作，与政府机构、科研高校、民间团体组织等

文献来源单位进行了积极沟通 ；创新文献征集方式，开展面向高校的文献征集工作和非正式出版

年度掠影

【设立国内出版物呈缴组和音像电子出版物组】

2011 年 2 月，为了将书刊报音像等各类中文文献催缴工作统一归口管理，国家图书馆将原隶

属于数字资源部的中文音像电子出版物实体文献采编工作划归中文采编部，成立音像电子出版物

组。另外，中文采编部还专门成立了国内出版物呈缴组，对外称“国内出版物呈缴办公室”，全面

负责中文文献缴送工作。

【出版物样本缴送工作再上新台阶】

2011 年，国家图书馆通过走访、电话、信件、引荐等多种方式，与新闻出版总署和各地新闻

出版管理局逐步建立联系，提交 2 份 2010 年出版物缴送情况报告给新闻出版总署以配合年度核验

工作，全面加强了出版物样本缴送工作的力度。

1. 开发出版物缴送统计平台，逐步实现缴送工作的信息化、精细化管理。

在 2011 年年初对缴送到馆的所有出版物进行详细登记的基础上，国内出版物呈缴组于 5 月

启动了国家图书馆缴送统计管理平台的开发工作。通过该平台，不仅可以实现缴送出版物从包裹

到单册的全面登记、缴送出版物数量和清单明细的实时分类统计以及通过内网邮件推送和外网实

时查询等向出版单位及时反馈缴送信息，而且可以借助 Z39.50 技术，实现缴送统计平台与国图

ALEPH 系统及全国联合编目系统的数据交互与共享。 

2. 各类出版物的缴送率和缴全率都获得了显著提高。（1）中文图书。2010 年全国共出版图

书 328387 种，国家图书馆全年实际收到缴送图书 217191 种（566061 册），缴送率为 66.14％，

较 2009 年增长 7.13%。2011 年国家图书馆全年实际收到图书 252190 种（676455 册）。（2）中文

期刊。2010 年全国共出版期刊 9884 种，国家图书馆应入馆藏期刊 9238 种，全年实际缴送到馆

期刊 8745 种，缴送率为 94.70%，较 2009 年增长 2.08%。其中缴送完整的期刊 6536 种，缴全率

为 70.8％，较 2009 年增长 13.37%。2011 年国家图书馆全年应入藏期刊 9158 种，缴送到馆期刊

8599 种，其中缴送完整的期刊 3272 种。（3）中文报纸。2010 年全国共出版报纸 1939 种，国家

图书馆应入馆藏报纸 1227 种，全年实际缴送到馆报纸 987 种，缴送率为 80.40%，较 2009 年提高

21.52% ；其中缴送完整的报纸 680 种，缴全率为 55.42％，较 2009 年提高 0.84%。2011 年国家图

书馆全年应入藏报纸 1256 种，缴送到馆报纸 620 种，其中缴送完整的报纸 244 种。（4）音像制品

与电子出版物。2010 年全国共出版音像制品 21552 种，国家图书馆全年缴送到馆音像制品 10452

种，缴送率为 48.5％，较 2009 年增长 7.49% ；2010 年全国共出版电子出版物 11175 种，国家图书

馆全年缴送到馆电子出版物 7369 种，缴送率为 65.94％，较 2009 年增长 8.9%。2011 年国家图书

馆全年缴送到馆音像制品 11224 种，全年缴送到馆电子出版物 1029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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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际文献交换工作 ；同时，进一步规范文献采选流程，拓宽采选渠道，根据非正式出版物发行

特点，完善非正式出版物的定价机制，促进非正式出版文献资源的特色化、体系化发展。2011 年

全年入藏非正式出版文献 6531 种 7011 册，文献收藏总量累计 25972 种 30048 册。

【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回溯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国家图书馆于 2006 年成立书目数据回溯组，对我馆已有馆藏中文文献进行梳理，核查并整

理，力求全面揭示我馆馆藏。2011 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继续对基藏库普通中文图书进行核对，

截至 6 月底，完成基藏库 7 层 2000—2002 年 214551 册图书的核对工作，核对后补编数据 313 条。

至此，国家图书馆启用 ALEPH500 系统以前的基藏库普通中文图书数据与实体的核对工作全部完

成。与此同时，对民国时期文献的整理工作也有实质性突破，于 6 月完成内部库民国图书数据补

做及加工工作，共补编数据 5890 种，10492 册 ；于 7 月完成中图号民国图书保存本与基藏本合流

及数据核对修改，其中，万有文库 9552 册，其他类 1633 册，共 11185 册，核对后补编数据 191

条 ；于 12 月完成民国图书残本数据制作及加工 2725 册。目前，民国文献仅剩约 2500 页残片有待

揭示，此部分残片已全部装入防酸袋进一步处理。残片数据与实体处理，为国家图书馆“十二五”

规划中加强民国文献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此外，8 月完成图书馆学资料室中文图书资料馆藏

修改及加工工作，共核对图书 5445 册，补编数据 888 种；10 月完成工具书馆藏修改专项任务，共

核对并修改 1752 册，补编数据 5 种 ；补做解放后出版的未编目文献（绝大多数是 50 年代的出版

物）的数据，共补编数据 3315 种。

【继续配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抽检博士学位论文】

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的全国唯一负责全面收藏和整理我国

学位论文的专门机构。为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从 2010 年度开始从国

家图书馆调用抽检的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4 月 28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继续从国家图书馆调

用抽检博士学位论文，抽检数量与 2010 年度相比增长了 90%。为了保证快速准确提供国务院学

位办所需博士论文，国家图书馆对分散在采访到馆、装订过程中、编目加工、待送阅览及保密等

多环节工作流程中的博士论文进行查找，按照要求向国务院学位办提供了相关博士论文电子文档

2000 余种。

【VERDE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正式上线】

为加强数字资源建设能力、提高数字资源管理水平，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源管理采用了

ExLibris 公司的 Verde 系统，并于 2011 年初正式上线。根据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源管理的需求，国

家图书馆对 Verde 系统进行了本地化开发，实现了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源管理的个性化需求。主要

完成了国家图书馆 Verde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著录规则和国家图书馆 Verde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业务

流程方案。截至 2011 年底，已经完成国家图书馆已购外文数据库的数据回溯工作。

【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特色馆藏资源建设取得新进展】

2011 年，国家图书馆不断推进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特色馆藏资源建设。2 月，成功获得

世界贸易组织（WTO）托存图书馆资格，成为我国内地唯一一家 WTO 文献托存图书馆。6 月，国

际民航组织（ICAO）正式将国家图书馆列入其托存图书馆名录，使国家图书馆成为该机构在国内

设立的唯一一家托存图书馆。同时，联合国妇女基金会开始向国家图书馆赠送文献。至此，国家

图书馆正式获得文献托存资格的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增至 14 家。与国际组织构建友好互利的合作

关系，为充实国家图书馆特色馆藏、满足广大读者对该部分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开辟了有效途径。

【帅氏宗亲联谊会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新编《中华帅氏宗谱》】

4 月 28 日，《中华帅氏宗谱》捐赠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帅氏宗亲联谊会将全套新编《中

华帅氏宗谱》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收藏。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

彦，帅氏宗亲联谊会会长帅世平出席了捐赠仪式。张志清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了捐赠并向帅氏宗

亲联谊会颁发了收藏证书。仪式由陈红彦主持。

《中华帅氏宗谱》全套 38 卷，约 1100 万字，由来自 6 省 25 个分会 58 个县（市）的帅氏族

人合修而成。在地域、内容以及版本、文字、格式上都有所突破。体现在 ：摒弃了重男轻女思想，

确立了现代修谱是“文化寻根”的宗旨，坚持了以弘扬帅姓历史文化整体利益为岀发点，以自愿

参加为原则，入谱人丁充分体现男女平等 ；在地域上，参与本届宗谱合修的宗亲来自 6 省 25 个

分会 58 个县市，提供宗谱资料的地区涵盖 100 多个县（市）。地域性的突破，有力地推动了帅氏

历史文化收宗合族的研究和发展 ；在内容上，本届宗谱除承袭历代宗谱源流、世系、文化史料外，

新增了姓氏起源、发展和近代史上为民族解放、新中国的诞生作出杰出贡献的优秀帅姓子孙英烈

传记。如参加辛亥革命的优秀将领帅崇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尊称的“帅大姐”帅孟奇，

红军长征大渡河第一船夫帅士高，等等。

【《赵城金藏》档案文献暨保护资金捐赠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6 月 19 日，在国家图书馆展览厅“艰难与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馆藏珍贵历

史文献展”展场举行了“《赵城金藏》档案文献暨保护资金捐赠仪式”。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国

家审计署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审计署纪检组组长安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全国政协委员

刘太行出席了仪式。捐赠仪式由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主持。

仪式上，薄一波之女薄小莹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家中珍藏多年的《赵城金藏》档案文献 ；香

港钟健国基金会向国家图书馆捐款 200 万元人民币，专门用于《赵城金藏》的保护和研究。周和

平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捐赠并与钟健国签署捐款协议。

薄小莹捐赠的档案文献共有两份 ：其一为 1949 年 2 月 16 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向北平市军事管

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请求调拨《赵城金藏》的报告 ；其二为后者在接到报告后，于 2 月 21 日

写给薄一波的申请调拨函件，薄一波当日批示“可照拨”。捐赠档案明确了《赵城金藏》的调拨过

程，使得国家图书馆有关《赵城金藏》的档案资料收集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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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资金捐赠人钟健国与《赵城金藏》结缘于 2006 年参观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文明的守望”

展览，当时他深为八路军抢救《赵城金藏》的故事所感动，表示希望对《赵城金藏》的保护有所

贡献。五年后，钟先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王若飞家藏书札捐赠国家图书馆】

6 月 23 日，在国家图书馆展览厅“艰难与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馆藏珍贵历

史文献展”现场举行了“王若飞家藏书札捐赠仪式”。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出席了仪式并致辞，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主持了仪式。仪式上，王若飞之子王兴、儿媳张延忠将家藏多年的书札、

照片等资料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永久保存。

这批捐赠资料主体为家藏书札，主要为 1945 年至 1946 年间友人、家人、学生写给王若飞舅

父黄齐生的来信，共计 19 通 26 叶，其中有林伯渠、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写给黄齐生的信函多件。黄齐生（1879—1946），原名禄祥，又名鲁连，字齐生，号青

石，晚号石公，贵州安顺人，中国教育界的先驱者、爱国民主人士。1946 年 4 月 8 日，在从重庆

飞赴延安途中，黄齐生与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等人不幸遇难。

此次捐赠的还有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历史照片、路凯签名的《中国土地问题》以及 1920 年在法

国蒙达尼中学的中国学生注册资料，其中有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等留学法国的珍贵资料。

【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向国家图书馆捐赠家谱数字资源】

6 月，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代表团访问国家图书馆，并向国图无偿捐赠一批家谱数字资源。这

批数字资源所含图像近 21 万叶，涉及姓氏 54 个，家谱 185 种，其中，清代家谱 35 种，民国家

谱 99 种，1949 年以后新修家谱 51 种；以版本类型分，有抄本 5 种，活字本 145 种，铅印本 8 种，

石印本 1 种，其他 26 种。其中，较为名贵的有徐廷文、徐廷义等纂《西墩徐氏宗谱》八卷首一

卷，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木活字本 ；鲍观吉、鲍喜星等董理《庐山上党鲍氏宗谱》五卷，清

乾隆四十八年（1783）抄本。这些家谱皆为国图缺藏，同时附有家谱目录，以表格形式记录每种

家谱的题名、责任者、册数、版本、版本年、堂号、残缺等信息。

【菲律宾著名华侨庄万里家人捐赠“两塗轩”藏书】

7 月 25 日，菲律宾华侨庄万里先生藏书捐赠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仪式上，庄长江将其父

庄万里“两塗轩”藏书，共计 25 部 4148 册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永久保存。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

出席了仪式，并向庄氏家族的代表庄长江颁发了捐赠证书。庄长江在发言中表示，此次将“两塗

轩”藏书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一方面完成了乃父将多年所藏文献返还祖国的夙愿，另一方面更要

庄家后代铭记自己是炎黄子孙。周和平表示，庄长江捐赠文献不仅丰富了国家图书馆馆藏，还在

全社会和海内外华人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显示了海外华人心系祖国、慷慨无私的拳拳爱心。

周和平呼吁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华人积极关注、热心参与国家图书馆建设，为进一步推动和繁荣祖

国的文化事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贡献力量。

周和平馆长接受薄小莹女士捐赠的赵城金藏档案 周和平馆长接受王兴先生捐赠的王若飞家藏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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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提高基本业务技能，加强业务学习与交流，创建学习型组织，外文采编部于 2011 年 12 月 6 

— 7 日举行了由知识竞赛和专题报告两部分组成的“双基”培训活动。竞赛评审团由外文采编部

三位高职人员组成，陈力副馆长和人事处杨海帆同志为顾问。

陈力副馆长对本次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本次培训活动是全馆范围内举办的首个

“双基”专题活动，为“双基”培训的举行开了好头，树立了榜样。作为国家图书馆重要的基础业

务部门，外文采编部要将“解开”大讨论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落到实处，将“开拓创新”与“狠

抓基础”有机结合，推动图书馆事业在新形势新环境下不断发展。

【典藏阅览部加强文献内容以及馆藏源流的研究】

2011 年，典藏阅览部加强对文献内容以及馆藏源流的研究，推进专藏和特藏文献的开发力

度，加强了对港台文献、学位论文、缩微文献、年鉴、民国文献等的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安排，完

善了部门文献开发工作机制并制定了相关规划，落实了责任制 ；建立激励措施和机制，加强对文

献研究和整理出版工作的推进，在特色文献的开发与出版方面策划了先导项目 ；策划了部门内部

专项工作，启动了“博士论文摘要”、继续编写“报刊史话”、整理出版“馆藏辛亥革命专题书

目”、继续编辑“西文人物传记类工具书索引（书目指南）”、加强对缩微制品的整理工作，做好

“专题文献推荐”工作 ；加大了对民国文献开发的前期准备工作，启动“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官书专

题书目”的编制出版工作及各类专题文献的影印出版。目前，继续开展《民国名人演讲集》的编

制出版工作。

【何振梁、梁丽娟夫妇藏书捐赠国家图书馆】

6 月 23 日、11 月 1 日，何振梁、梁丽娟夫妇先后两次向国家图书馆捐赠藏书，共计 281 种，

346 册，其中外文书 118 种，118 册，中文书 163 种，228 册。赠书的文种包括中文、英文、俄文、

西班牙文、日文、德文等，内容涉及文学、体育、历史、绘画、建筑、地理等方面。从年代看，

两批赠书中，外文书最早为 1879 年出版的 ROBERT BURNS，国家图书馆缺藏。从版本看，由于

不少藏书是内部出版物和精装精印的限量本，国家图书馆缺藏率较高，可与现有馆藏互为补充，

使相关专题更为完整，如馆藏有《无锡惠山彩塑》（1963 年版），赠书中则有《无锡惠山百景图》

（2005 年版）。此外藏书中不少是当代名人亲笔题赠，如付星伯、韩美林等。梁女士表示还有书籍

在整理中，会陆续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何振梁，江苏省无锡市人，体育外交家。现任国际奥委会

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

【数字资源典藏管理】

2011 年入库音像光盘 7246 种，13598 盘，附件 742 件 ；电子光盘 1611 种，6974 盘，配盘图

书 324 册 ；自建数字资源光盘 49318 盘，全部完成查验和数据挂接工作。进行磁带倒带维护 1160

盘。2011 年完成全部库藏光盘及影音设备的下架、清点、封箱工作，共计 5018 箱。其中包括

2624 箱文献，197 个光盘柜的馆外搬迁工作。

【外文采编部率先开展“双基”培训活动】

2011 年是国家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年，为贯彻落实加强“双基”培训的精神，夯实基础业务知

周和平馆长接受庄长江先生捐赠的两塗轩藏书

知识竞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