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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

14 日   2012 年首场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李长春出席讲座并对讲座给予充分肯定。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马

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党组副书记、副

部长赵少华，党组成员、副部长杨志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出席讲座并陪同参观。

19日  “旧京风物：德国摄影师镜头下的老北京”摄影展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开幕。国家

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意大利使馆文化参赞芭芭拉共同为展览揭幕。展览展出了德国摄影师汉

茨·冯·佩克哈默拍摄的 100 帧珍贵老北京照片，展现了 20世纪初北京城的人文景观。

23日  正月初一上午，国家图书馆联合黑龙江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贵州

省图书馆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共同举办的“网络书香过大年”活动正式启动。同时，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网站、国家数字图书馆读者门户系统、国家数字图书馆新版网站等多项新服务上线开

通，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副馆长陈力、张志清、王军，馆长助理

孙一钢出席启动仪式。

二  月

10 日   2012 年国家图书馆员工大会在嘉言堂召开。会议表彰了先进集体和个人，总结了 2011

年工作，部署了 2012 年任务。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杨志今，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司长于群出席

大会。国家图书馆领导班子成员，除在岗值班外的全体员工、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参加大会。

23—24 日  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馆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策划和实施全国古籍普查

登记工作、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领导干部讲座共享平台”、“中国记忆”

等全国性的重大项目通报情况，征求业界意见，凝聚行业智慧共同推动事业发展。国家图书馆馆

长周和平，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副馆长陈

力、张志清、魏大威，馆长助理孙一钢、汪东波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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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1 日   2012 年国家图书馆在为“两会”代表、委员提供文献信息咨询服务、设立“两会”咨询

服务处、派员参加全国人大“两会”服务热线值班等常规服务基础上，主要服务举措有：国家数字

图书馆首次进驻“两会”，精心编辑《国家图书馆“两会”专题文献信息专报》，电子触摸屏首次进

驻人大代表驻地并新增互动功能，“两会”专题信息产品引入光盘检索系统，“两会”服务培训纳入

“两会”服务全过程。

4日  “雷锋精神伴我成长”主题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举行。此次活动是国家图书

馆扎实推进“创先争优”，组织开展“学雷锋 见行动 强服务 促发展”系列活动之一。国家图书馆副

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在此活动之前，3月 2日，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雷锋

在我们身边”主题展览在国家图书馆新馆北区二层开展。

5日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国家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文化厅承办，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馆协办的“2012 年‘春雨工

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之蓝靛金箔——中国画·桑皮纸绘画作品展览”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开幕。

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一行参观“蓝靛金箔——中国画·桑皮

纸绘画作品展”。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杨志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铁力瓦尔迪·阿不都

热西提陪同参观。

12日  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参观了“蓝靛金箔——中国画·桑皮纸绘画作品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尔肯江·吐拉洪，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等陪同参观。

12日  首都图书馆联盟成立大会暨国家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国家图书

馆举行。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杨志今，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鲁炜，国家图书馆馆

长、首都图书馆联盟名誉主席周和平出席大会。双方将在建设“首都智库工程”、打造“北京精神

传播基地”、完善数字图书馆建设、读者认证等方面开展合作。

16日  由中华书局主办、国家图书馆协办的“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在国家

图书馆开幕。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副司

长朱启会，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著名学者安平秋、傅璇琮，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等专家学

者出席活动并为展览剪彩。开幕式上，中华书局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文史哲古籍和学术著作等 7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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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捐赠并回赠证书。

21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会见了来访的俄罗斯总统事务管理局代表团成员俄罗斯叶利

钦总统图书馆馆长亚历山大·巴普洛维奇·维尔什宁、馆长助理巴维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基

谢列夫等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鉴保卫、人事司副司长孙丽霞，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谢

金英、国家图书馆馆长助理孙一钢等人参加了会见。双方签署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叶利钦

总统图书馆谅解和合作备忘录》。

28日  国家图书馆聘请来自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军队系统信息化机构、国家部委信息

中心等单位的 17位专家担任国家数字图书馆首批咨询顾问。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副馆长魏大

威出席聘请仪式。国家图书馆馆长助理孙一钢主持仪式。

31日  国家图书馆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国家图

书馆举行。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上海交通大学校

长张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等出席仪式。双方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共同开展“东京审

判”文献史料的征集、整理与研究工作。

四  月

11 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首期系统平台培训班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培训

工作也正式启动。来自全国 33家省馆的 60余名数字图书馆从业人员参加培训。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魏大威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23日  “殷契重光——国家图书馆藏甲骨精品展”在国家图书馆稽古厅开幕。国家图书馆馆长

周和平出席开幕式并剪彩，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南安阳殷墟管理处等单位负责人，中国社会科

学院、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专家，以及著名甲骨文书法家、旅日华侨欧阳可亮先生的家

属及日本友人出席开幕式。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主持了仪式。展览展出了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

实物精品 60片以及 30 种甲骨文书法作品。

23日  第七届“文津图书奖”颁奖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

长、“文津图书奖”组委会副主任、社科类图书专家评审分委会主任詹福瑞，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副

巡视员孙凌平，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首都图书馆馆长、“文津图书奖”组委会委员倪晓建等出

席了颁奖仪式，仪式由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主持。本届“文津图书奖”经过终评会议的充分讨

论和投票，最终确定了 10种获奖图书和 56种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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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 日  第四届全国文献采访工作研讨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本次会议由国家图书馆、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主办，中国图书商报、中国图书馆学会资源建设与共享专业委员会

协办。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陕西省图书馆馆长谢林出席会议并致辞，图书馆业界 200 余人参加

了会议。研讨会以“数字时代的文献资源建设”为主题，探讨了馆藏发展政策的新趋势、文献资源

管理的新发展和文献资源建设的新方法等问题。

五  月

9 日  值周叔弢先生向国家图书馆捐赠善本古籍 60周年之际，由国家图书馆主办、天津图书

馆协办的“书香人淡自庄严——周叔弢自庄严堪善本古籍展”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开幕。国家图书

馆馆长周和平，天津图书馆党委书记李云华，周叔弢先生哲嗣、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周景良，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出席仪式。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主持仪式。

展览展出周叔弢“自庄严堪”所藏的近百种善本古籍，并配有照片、档案及影音资料。

10日  “杨先健先生手稿图书资料捐赠仪式暨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国家图书馆

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向杨先健先生的夫人王佩薰女士颁发捐赠证书并致辞。捐赠仪式由国家

图书馆馆长助理孙一钢主持。此次捐赠的文献共计 191 种，3137 册件。仪式现场还举行小型展览，

展示了杨先健先生的工程手稿及相关资料。

10—13 日  由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文本中国：中国古文献的写作、流传与保护国际研讨会”

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率团参会，会议就写

本与写本文化、印刷与印刷文化、中国古籍保护等议题展开研讨。

18日  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艺的灯塔——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

年馆藏文献展”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开幕。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赵少华，国家图书馆馆长

周和平，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崎嵘，延安时期

老艺术家以及来自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展览联合举办、

协办单位的同志、专家学者近 200 人出席仪式。仪式由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主

持。

19—25 日  国家图书馆科技活动周在总馆北区举行。结合“科技与文化融合，科技与生活同

行”的主题，今年科技周推出以“数字阅读与图书馆服务创新”和“国家动漫公共素材库”为主要

内容的展览，以及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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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  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副社长平林彰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常丕军在东京签署赠书协

议，该会社今后将继续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无偿捐赠日本图书，以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发展，增进两国

人民相互理解。

28日  以“文化强国——图书馆的责任与使命”和“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化”为主题的图

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开展。本次活动通过展览、互动体验、宣传展示、讲座等形式向

读者进行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成果及创新服务的宣传和推介。

28—29 日  第 20 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CDNLAO）在印度尼西亚召开，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王军率团参加本次会议并应邀出席第 15届东南亚图书馆员大会开幕式，在

会议期间还分别会见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新西兰等国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参会代表。

六  月

9 日  在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之际，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典籍记忆系列展”在国家图书馆

开幕。开幕仪式后，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作首场讲座，并与现场观众和网友就非遗保护工作进行

了交流。

19—21 日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中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局

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教授杨天石出席了会议；美国国会图

书馆亚洲部主任邵东方等北美地区图书馆代表、国内图书馆界同仁，以及来自档案系统和史学界专

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詹福瑞主持。

25日  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会见了来访的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冯程淑仪、助理署长吴

志华、香港中央图书馆总馆长刘淑芬、香港艺术馆总馆长谭美儿一行，馆长助理孙一钢、国际交流

处副处长马静参加会见。

25—26 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长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杨志

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副馆长

张志清、魏大威、王军，馆长助理孙一钢、汪东波等出席开班仪式。仪式由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巡视

员刘小琴主持，来自全国 33家省级图书馆，78家市级图书馆的 180 位馆长和数字图书馆建设部门

主任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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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月

12—13 日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和陕西省神木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陕西省图书馆学会和陕西

省神木县图书馆共同承办的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届百县馆长论坛在陕西省神木县召开。中国图书馆

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以及文化部、陕西省文化厅、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相关负责人

出席开幕式。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免费开放环境下县级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创新”。

八  月

1 日  国家图书馆以互联网和手机为平台共同推出“文津经典诵读”栏目。从中华典籍中选取

具有代表性的名言警句，每日更新并推送服务。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打开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在

首页最醒目位置，通过图文和音频欣赏经典诵读的美文，读者也可以采用手机短信的方式接收到服

务内容。

7日  第四次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在拉萨市召开。会上，作为文化援藏行

动之一，西藏自治区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正式启动。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赵少华和西藏自治

区副主席多托共同启动西藏自治区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大威分别向西藏自治

区图书馆和林芝、阿里、昌都地区图书馆赠送了手持阅读器和数字资源硬盘。

7—16 日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詹福瑞率代表团赴拉脱维亚、芬兰分别参加第 78届国际图

联大会卫星会议、第 78届国际图联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团还顺访了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芬兰

国家图书馆，并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韩

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新西兰国家图书馆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双边会谈。会后，代表团赴丹麦正式访

问了丹麦皇家图书馆。

15日  “国家图书馆中国边疆文献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它将致力于我国边疆文献资料的

全面入藏、开发、建设和服务，更好地为我国国防和外交大局服务。

24日  在国家图书馆开馆接待读者 100 周年之际，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做客光明网名家访

谈视频节目，就大众关心的国家图书馆近年来各层次服务工作、数字图书馆推广、文献典籍保护方

面的多个重点项目及国家图书馆未来发展等，进行详细介绍，并回答了广大网友的提问。

24日  由文化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中华医藏》编纂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文化部党

组副书记、副部长赵少华，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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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中华医藏》

规划指导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长、省

级图书馆馆长等 200 人参加会议。

25日  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图

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和平，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出

席会议，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主持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分管厅

（局）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

九  月

2 日  由国家图书馆编制的《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基本藏书目录》在北京正式发布。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馆长助理汪东波，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图书馆处副处长

尹寿松以及来自全国图书馆界、出版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 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

5日  为纪念国家图书馆开馆接待读者 100 周年，国家图书馆召开开馆百年服务工作座谈会。

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出席会议并讲话，老中青读者代表、离退休员工代表以及

馆内各相关部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主持。

7日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法国驻华大使馆、谢阁兰文化基金会和北京法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

的“碑——维克多·谢阁兰”展览招待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常丕军、法

国驻华大使白林、谢阁兰文化基金会执行主席梅乐及近百位中外嘉宾和艺术家参加了此次招待会，

并共同参观了展览。

11日  由文化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图书馆协办的“中国—东盟文化论

坛”在广西南宁举办。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赵少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沈北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康，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出席论坛活动。此次论坛以

“亚洲图书馆的资源共享与合作发展”为主题，并通过了由国家图书馆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共同发

起的《东亚图书馆南宁倡议》。

12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启动仪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举行。文化部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赵少华，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沈北

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康等出席仪式并共同启动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图书馆推广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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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  国家图书馆举行“馆藏钓鱼岛有关文献情况介绍会”。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研究专家、

主要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会议，会议由馆长助理孙一钢主持。国家图书馆从馆藏

中精选数十种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简称钓鱼岛）相关古籍善本、舆图、报刊等资料进行介绍展

示，充分说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并利用钓鱼岛，以及中国对钓鱼岛进行了长期管辖的历史事实，

力证钓鱼岛主权。

18日  国家图书馆与第二炮兵合作共建军营网上数字图书馆协议签署暨开通运行仪式在二炮

机关举行。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党组成员、副部长杨志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中央

军委委员、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出席仪式并共同启动二炮政工网数字图书

馆。

22—28 日  由国家图书馆、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延安鲁艺校友会共同主办的“文津读书沙

龙”系列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此次活动包括为期一周的“在延安——追寻外国友人的中国之

路”图片展和一场“那些可爱的国际友人”读书音乐会两个部分。

24日  由“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理事会主办、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承办、

甘肃省图书馆学会协办的“第九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在兰州召开。中国国家图书

馆馆长助理孙一钢、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副馆长孙坦、甘肃省图书馆副馆长李芬林等出席会

议。开幕式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副馆长吴新年主持。会议主题为“数字图书馆建

设合作与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化”。

24日  文化部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召开“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工作会议”。会上印发《文化部关

于加快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意见》，全面总结工程实施以来的进展情况，部署了下一阶段工

作。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杨志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十  月

16 日  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会见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淑贤一行。会见结束后，曾淑贤

一行在副馆长张志清、馆长助理孙一钢的陪同下参观了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阅览室、数字体验区和

四库全书等。

19日  由国家图书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

展”，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读者大厅面向观众开放。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红高粱家族》《生死疲

劳》《丰乳肥臀》《蛙》等产生深远影响作品的中外文版本，在总馆北区中文图书区还设立了莫言作



394

国家图书馆年鉴2013

品专架。

24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编纂出版启动仪式暨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

举行。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院长助理郝时远，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

出席仪式。参加启动仪式的还有近代史、中日关系、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专家以及“东京审判”中

国法官梅汝璈、检察组顾问倪征的子女。

29—30 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宣传员培训班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来自全国 47家副省级以上

公共图书馆的 50余名宣传工作负责人参加了培训。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图书馆处副处长尹寿松出席

开班仪式。仪式由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任李晓明主持。

30日  第 20 个“中国天文日”之际，国家图书馆在总馆北区二层读者大厅举办“中国天文

日——天文摄影图片展”。本次展览共展出四十余幅高品质的天文摄影作品，免费向公众开放。

十一月

6 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会见来访的新西兰国家图书馆代表团一行，代表团成员包括

新西兰内政部信息和知识服务司副司长苏·鲍威尔和新西兰国家图书馆馆长威廉·麦克努特。中

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助理孙一钢陪同会见。

15日  招思虹女士捐赠中国近现代文献史料及华侨文献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国家图书馆副

馆长张志清出席捐赠仪式，并向招思虹女士颁发捐赠证书。捐赠文献原件约计 41种 59 册 / 件、复

制或打印件 32种 104 册 / 件。

16 日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敦煌旧影——敦煌莫高

窟历史照片展”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幕。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英国

国家图书馆董事会主席蒂莎·布勒斯顿，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主管魏泓，敦煌研究院副

院长罗华庆出席开幕式。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主持开幕式。

19日  美籍华人收藏家陈灿培夫妇向国家图书馆捐献日本侵华史料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国

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出席捐赠仪式，并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捐赠，同时向陈灿培夫妇颁发捐赠证

书。此次捐赠的照片及相关史料计有：二战在华美军空投传单、二战时日军在华暴行图片、中美日

有关日军侵华的杂志以及有关日军侵华暴行的书报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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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日  以池本幸雄副馆长为团长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代表团一行 5人来访中国国家图

书馆，进行两馆间第 31次业务交流。此次交流的主题是馆藏资料与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同时双

方还就图书馆发展战略规划、设施建设、服务规划以及纸质文献资源保存等内容进行探讨。

22日   2012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学术会议主题论坛“融合·创新·超越——共谋数字图书馆

发展”在东莞举行，论坛邀请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大威、武汉大学教务部部长陈传夫教授以及来自

数字出版和新兴媒体界的资深专家，就“云技术”、“三网融合”、“语义网”、“播客”、“Wiki 模式”、

“新媒体”等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全媒体时代，图书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内容展开交流与探讨。

22—24 日  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展”在广东东

莞召开的 2012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上展出。展览设立 30幅展板，通过文字以及大量数据、图片、实

物、多媒体展示等形式，系统地介绍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主要成果，并专门设置古籍雕版印

刷、古籍修复与传拓技艺展示以及中医专家问诊咨询等专区与观众进行互动。

国家图书馆还在展览会上开设了“国家数字图书馆展示区”，以文字、图片和互动体验等多种

形式，将国家数字图书馆已建成的主要成果呈现给现场观众，并介绍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进

展。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杨志今，广东省副省长林少春，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等参观了展

览，对展览的设计、成果的展示给予充分的肯定。

23日  国家图书馆闭馆半天，特别邀请首体南路消防中队官兵，联合组织实施 2012 年国家图

书馆消防应急演练。消防应急演练在总馆北区展开，15个部处的 753 名员工参加了演练。国家图

书馆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副馆长王军亲临现场观摩。本次演练共分为室内和室外两部分。

28日  由国家图书馆、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片石千秋——中

国南阳汉画像石 120 品精品拓片展”开幕仪式暨汉画像石拓片捐赠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本次展

览是我国民间收藏汉画像石精品的第一次集中展示，展出的 120 品汉画拓片，原石全部来自民间收

藏，其中超过 100 品是第一次公开亮相。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健，国家图书馆

副馆长张志清，当代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靳之林先生出席仪式并先后致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将 12幅汉画像石拓片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永久保存。

十二月

4 日  国家图书馆中国边疆文献建设与服务座谈会在京召开。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出席会议

并讲话，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政策研究处主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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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以及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会议。会议由国家图书馆馆长助理孙一钢主

持。

5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国家

图书馆聘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等 41位专家担任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成员。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出席成立大会并分别向现场就座的各位专家颁发聘书。国家图书馆副

馆长陈力主持会议。

6日  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馆长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党委书记、

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副馆长陈力、张志清、王军，馆长助理汪东波出

席会议。召开本次会议，旨在共同策划和实施好涉及全国图书馆的全局性项目，谋划 2013 年工作，

推动图书馆事业稳步发展。

7日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项目启动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馆长张志清、馆长助理汪东波，部分省级公共图书馆负责人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华

书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60余人参加会议。

11—18 日  受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理事会主席施来恩先生及新西兰国家图书馆馆长威廉·麦

克努特先生邀请，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率代表团一行 5人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工作访

问，分别与两国国家图书馆签署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合作备忘录》和《中国

国家图书馆与新西兰国家图书馆合作安排》。

12日  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津楼，林洙女士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梁思成先生与她之间的往来书

信，共计 129 封 220 叶，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接受捐赠，并代表国家图书馆向林洙女士颁发捐

赠证书。

18日  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百年华诞庆典仪式上，广东省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正式启动。国

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与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杜佐祥共同签署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战略框架合作协

议。

29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会见了来访的爱尔兰艺术、遗产和爱尔兰语事务部部长迪尼

汉、爱尔兰驻华大使戴克澜一行 6人。双方介绍了近年来两国文化交流情况，并表示希望两国图书

馆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推进图书馆事业共同发展。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等陪同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