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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孙中山》，45

加多宝集团，7，20

《家庭亲子阅读指导书目》，7，107

甲骨文文献，23

甲骨展品图，23

贾贵荣，34，187，189，257

《建设覆盖全国的分级分布式数字资源保障体系》，77

《江格尔》，24

《江流记》，24

江再红，39，116，282

讲座统计表，273

《交响世界》，68，356

教育科研信息服务，85

《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224，236

《教育学提纲》，45

“金色年华”老同志摄影作品展（2 届 )，243

金石拓片入藏量，48，57

《近代报刊丛话》，171

近现代名人日记手札，183

旧金山涵芬楼外楼藏海外文献，76

军队后勤数字图书馆，120，322，355

K

“看见梦想的力量”展览，117，289

康有为，44

柯平，32，34，102

科技创新工程项目，9

《科技日报》，145，321

科学家讲坛，116

科研管理，9，299

科研项目，174，176

—结项课题表，254

—立项课题表，253

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甲级资质，62

可移动文物修复一级资质，62

《库房安全管理规定》，60

困难员工慰问，230，240

L

《拉斐尔版画集》，47

来访，194，263

廊坊市乡镇公共文化资源整合机制，176

冷冻文献，62

离退休工作，11，225，231

—人员数统计，232，258

李东来，32

李国强，108，359

李虹霖，118，236，255，264，361，363

李建军，29，102

李建中，98，268

李健，98

李进，98

李俊国，106

李培，98

李杉，160

李抒，103

李树文，70，365

李云，187

李致忠，149，185，253，283，357

李忠昊，101，262

理论中心组学习，10，226，228，234

《理学探源》，42

“历史的审判”图片展，18，288

厉声，108，359

立法决策服务，6，10，82，84，109，195，198，262，339，

342

立法决策服务部，82，105，240，256，260，262，290

《立法决策服务平台季刊》，85

《立足基础业务　拓展服务空间——国家图书馆读者服务

新探索》，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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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图书馆事业跨越式发展》，77

励小捷，38，363

联合招生，91

廉政文化建设，11，228，238

梁宝珠，201，354

“两会”服务，6，83，139，322，355

—专属数字图书馆服务，113

辽宁省图书馆，24，111，152，187，287

林聪明，42

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11，225，365

刘春玥，110

刘桂生，160

刘杰民，98

刘俊瑞，102

刘魁立，37，115，276

刘梅，98

刘恕，115，118，268，274，356

刘炜，102

刘细文，32

刘小玲，160，268—70

刘小琴，20，28—31，90，102—04，158，356，365

刘瑛，97，256

刘玉珠，25，362

刘中朝，98

刘兹恒，34

流通书刊册次，16，247

柳建新，39

卢海燕，201，240，256

罗翀，239，256，271

M

马背数字图书馆，151

马静，201，255，261

马礼逊，47

马淑桂，99

马文辉，35，37，73，360，367

毛雅君，93，96，109，234，256

媒体报道统计表，10，320

每日课堂，7，14—16，92

美国东亚图书馆理事会会议，195，198

美国国会图书馆，108，166，190，198，360

美国杰斐逊基金会，9，195，198

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198，360

蒙曼，116，278

民国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46，57

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183

《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154，185

《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8，154，168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8，153，159，326，356，358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6，63，152，167，182，186，194，

196，301，327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网，154

民国时期文献海外调研，199

“民国时期文献库房标准”科研项目，8，154

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培训班，160，358

“民国时期文献酸化检测及国内外脱酸技术调研”项目，154

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工作，154，160，162

—工作方案（2013—2015)，154

民国时期珍稀报刊，167，169

民国图书毛边本整理，170

民国文献数据处理更新系统，63

民国文献资料丛编，183

《明史抄略》，24

目录图录文献，169

N

南京图书馆，20，29，33，101，105，154，159，202，356

《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183，189，260

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39

倪邦文，109，360

“年画的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主题座谈会，36

年画中的记忆，7，35，92，284，321

农民工子女阅读基地，102

O

欧阳可亮书法作品，71，345，348

P

庞振国，20

培训统计表，268

培训中心，68，91，118，268

皮特 · 麦金尼，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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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成基，202，358

苹果应用程序商店，114

蒲公英图书室，230

Q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7

青岛市图书馆，104，364

《青青电影》，186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183，188，266

清代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188，266

清华大学图书馆，19，104，187

《全馆业务格局调整方案》，8

全国出版物种数，65

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数据库，58

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培训班，175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175

全国公共图书馆视障服务工作研讨会，97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2，144

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 2012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

会（28 届 )，189

全国古籍评审工作委员会会议，22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144，183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格式整理规范》，144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审校要求》，144

《全国古籍数字化工作手册（试用本 )》，147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8，21—23，145，266，357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暂行办法》，145

全国教科文卫体系统模范职工之家，11，229，259

《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基本藏书目录 2013》，7，106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7，106，326，357

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城市图书馆馆长联席会议

（14 届 )，103，366

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协作平台，9，64，84，

105

《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协作平台功能需求

书》，84

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联席会议（14 次 )，102

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97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研讨会，104，348，364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9，93，110，152，359

全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论坛，99，336

全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提升计划，100—02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98，266，272

全国图书馆信息咨询协作网，9

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9

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3 届 )，95，345，365

全国文影标、中国文影协，99，120

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5 次 )，27，30

全国自建数字资源登记，78

群团工作，11

《群众》杂志，45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10，224，230，235，360，363

R

人才队伍建设，9，206，345

《人民日报》，19，21，27，149

人民网，21，27，145，322

人员结构表，258

任继愈手稿，42

《任继愈文集》，183

日本战犯审判文献，153

如则巴柯麦提图尔荪，39

入藏文献量，247

阮波，75，330，358

弱势群体服务，90

S

萨碧娜 · 马勒，102

塞克手稿资料，74

“三八”系列活动，11，230，240

三会一课，10

《三联生活周刊》，20

三联书店，20，117，137，280，364

三沙市分馆，8，87，120，335，360

山东省图书馆，20，98，104，187，272，286，364

商务印书馆，188

上传资格高级培训班，94

上海古籍出版社，188

上海交通大学，17，362

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29，33

上海图书馆，24，32，96，102，104，185，187，359

少儿服务，89

少儿阅读大讲堂，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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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儿童馆，7，14，89，102，106

少年儿童阅读年启动仪式，107

少年儿童阅读指导平台，184

邵燕，105，262

绍兴图书，113，157，268，289，360

社会公众服务，86

社会教育部，35，39，68，211，220，257，262，284，291

社会教育工作，7，16

申晓娟，28，32，34，177，256，361

《深圳特区报》，21，145

深圳图书馆，31

生产单位信息服务，85

《生活报》数字化项目，170

《省、市级专网建设实施方案》，152

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公布情况表，146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会，226，237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专题资料热点问题》，84

十堰市图书馆，120

《十竹斋》丛书，70

十竹斋木版水印非遗艺术传承文献展，70，347，365

十竹斋艺术馆，70，365

实体文献建设，6

史籍史料开发，166

《世纪交响——中国杰出音乐家访谈录》，68

世界读书日优秀图书推介活动，19，328，357

世界数字图书馆合作伙伴会议和理事会会议，195，199，

262

世界数字图书馆会议，9，195，199

市级图书馆必配系统培训班，113，156，268，334，360

《释量论》，24

手持阅读器外借服务，87

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国家图书馆分校，68，91

首都图书馆，19，31，105，157，186，366

《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图书书目》，

183，189

“书藏天下”栏目，87

书目数据回溯工作，6，59，65，67

书香中国，19，90，139，216，330，343，346，357，359

《数据登记著录有关事项的通知》，147

数图工程标准规范建设，138

数字版权捐赠工作，133

数字出版项目，184

数字电视和移动阅读平台，157

数字共享空间，86，90，92，234

数 字 图 书 馆 建 设，8，100，119，126，137，140，150，

152，158，175，182，201，272，323，344—50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6，8，29，50，84，105，112，120，

129，139，149，151，155，158，182，266，268，271，

289，321，334，343，345，355，357，359，363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阅读终端配置方案》，152

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7，15，50，88，112，139，

151，341

数字资源部，60，92，137，256，261，290，357

《数字资源部库房管理条例》，60

数字资源管理与服务，6，15，50，60，77—79，92，113，

132，151，247

数字资源建设，6，57，82，126，128，132，150，248

“双基”培训，9

《水浒叶子》，24，149

丝绸的记忆——中国蚕丝织绣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特展，39，289，367

四川省图书馆，20，24，98，101，105，187，262，286

宋晶晶，98

宋文，96

宋新潮，38，363

“宋元印本文献用字与整理”项目，171

宋志明，39

搜狐网，20

苏品红，240，255，297

苏州图书馆，19

孙若风，33，358

孙 一 钢，77，83，108—10，195，200，235，239，255，

262—64，296，354，358—62，364，366

缩微品长期保存保护培训，98

缩微文献书目数据量，59

T

《塔里木油田数字图书馆技术服务》，119

台北“故宫博物院”，9，72，166，194，263，354

台港澳文献概况，56，58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202

泰国国家图书馆，200，361

汤更生，68，257，262，270

唐刚卯，38，276

唐耕耦，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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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明，67，71

特殊群体服务，7

踢毽子比赛，241

天津市河北区图书馆，31

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31

天津图书馆，98，186，269，355，361

天竺周转库，8，10，60，291，295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8，51，113，135，150，157

《图书馆报》，20

图书馆标准化工作，97

《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62

图书馆界业务辅导培训，91

《图书馆决策参考》，175

《图书馆—射频识别—数据模型》，97

图书馆事业出版物，175

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研究，175

《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规范》，97

《图书馆数字资源统计规范》，97

图书馆文化助残系列活动，7，90，330，359

“图书馆友好合作单位”奖，93

《图书馆政策研究参考》，175

《图像数据加工规范》，97

团中央分馆，7，85，109，334，360

W

外购数据库类型及数量表，127，248

外购数据库所含主要内容单元及数量表，127

外文报刊采访，57

外文实体电子资源，57，59

外文数字资源建设，57

外文图书目次数据建设，67

外文文献书目数据回溯，67

外语志愿者项目，196

万明，108，359

《万年历表》，24

汪东波，28，32，34，94，97，104，112，177，181，195，

202，235，239，254—56，262，354，361，364—66

王海霞，36，273

王菡，108，359

王嘉陵，98

王军，219，235，239，242，255，354，361

王磊，105，112，201，256，271，366

王青云，236，255

王世伟，29，32—34

王晓秋，108，359

王亚雄，37

王洋，109，256

王渝生，20

王余光，177，274，361

王志庚，102，234，256

网络书香活动，7，63，100，151，155，159，288，321，

331，336，340，344，348，350，359，361—64

网络信息资源建设，130

网络资源采集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77，157，266，271，

341，362

网站访问量，7，16，90，151，247

唯一标识符系统，8，113，136，150

未成年读者服务，7，15，311，362

魏大威，25，29，77，98，101—03，109，120，122，155，

158，195，199，201，235，239，254，257，261—63，

354，357，359，362，366

魏立中，70

《温暖童心绘本书目》，7，107，335，361

温州市图书馆，111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84，191

文化场馆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及对策研究，176

文化共享工程，29

文化养老，233，243

文化遗产日，73，115

文化政策资料库 ( 各国 )，82，85

文津读书沙龙，19，273，275，277—81，356

文津讲坛，7，57，87，92，120，128，216

文津经典诵读，21，88，91

—应用程序，114

文津搜索系统，6，51，79，89，136

文津图书奖，7，19，21，67，87，90，92，132，285，288，

328，355，357

文体活动，230

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开学典礼，68

《文献》，181

《文献保护研究简报》，62

文献保护装具检测，62

文献编目加工总量，6，58，247

文献编目与揭示，6

文献采访量，57



378

国家图书馆年鉴2014

文献出版工作委员会，154

文献传递合作，112，366

文献登记总量，247

文献捐赠，17，43，69，71—75，118，230

文献库房管理与保护，59

文献流通册次，7

文献入藏明细表（正式馆藏 ) 表，248

文献数字化加工中心，137

文献数字化建设，57

《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6，108，331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工作，56，58

文献修复，62，72，266，270，347

《我的国图故事》专题片，58，67

“我的国图情结——心底记忆两三事”征文，11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创新》讲座，115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文件选编（1949—2012)》，176

吴爱云，98

吴瀚，232，242

吴建中，33，359

吴晞，32

《五车韵府》，47

《勿忘我》手稿，43

X

西藏博物馆，24

西藏古籍保护，8，144，148，265

《西藏古籍保护视频教材》，149

西文文献数量 56，58

《系统平台整合方案》，152

厦门市图书馆，95，111，286，365

“先秦漆画赏析”讲座，38，276

县以上公共图书馆第五次评估定级工作，28，149

乡土文化系列讲座，92，116，281

香港公共图书馆“多媒体资讯系统”平台，198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196，199，261

香港中央图书馆，199，357

向隆万，17

项目管理系统建设，64

消防安全工作，217，219，242

肖希明，177，269，361

解虹，93

谢冬荣，68，201，257，261

新华社，27，145

新华社视频，21，328

新华网，20，145，320，357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194，201，263，268，354，361，363

新疆古籍保护，148，267

《新疆古籍保护视频教材》，149

新疆图书馆，84，105，187，206，270，284，287

新疆维吾尔族艾德莱丝绸织染技艺，39

《新京报》，16

新浪网，27，329

《新理学答问》，43

新媒体服务，15，50，86，113，151，157

新入藏珍贵文献，41

新闻联播，27

新增数字资源量（2013)，6

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书目查询系统，191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体系，139

信息系统建设，62

星云大师，117，137，280，289，344，364

《髹饰录》，37

徐小跃，101

许逸民，185，271

《续密概论诠释》，24

宣传工作，10，151，154，227，295

学术成果，174

学术讲座资源建设，58

学位论文管理，56，58

Y

亚大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9，196，199

亚洲数字图书馆，34，346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9，34，196，264，346，365

—主旨报告，34

亚洲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与合作模式，34

亚洲文化合作论坛（8 届 )，9，195，199，262

严向东，201，257

央视网，21，345

《扬子法言》，24

杨殿珣，189

杨继波，17

杨学锋，93

杨志今，17，22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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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晓霞，103

《业界动态》，175

业务活动数量，247

业务培训视频资料的档案元数据库，58

《一期库房搬迁规划方案》，61

一期网络系统改造，78

一期维修改造工程，8，11，228，239

移动阅读平台培训班，112，157，271，363

异地灾难备份系统，136

《益友歌丛》，45

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56，58

尹寿松，29，103

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183，260

迎新联欢会，242

《影剧新地》，186

《影戏杂志》，186

《永乐大典》，6，24，38—41，73，149，171，215，274，343，

363

优秀出版人物（优秀编辑 ) 奖，189

优秀古籍图书奖，183，189，260

优秀女性先进事迹报告会，11，230，240

《有感于国图悦纳 3 岁读者》，16，341

《幼儿园绘本推荐书目》，107

于代军，103

羽毛球比赛，241

喻菲，202，262

喻爽爽，96，110

元数据仓储专项任务，79

员工培训，58，91，206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8，24，166，182，

185，265

袁春艳，16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153，168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10，17，153，166，

168，183，324，336，362

阅览室与服务点接待读者人次统计表，251

云南省图书馆，34，100，187

云南省文化厅，34，99

Z

曾蕾，97

翟建雄，201，271

詹福瑞，20，38，90，100，195，198，234—39，254，262，264，

274，323，328，330，343，354，357，360，363—66

詹妮弗 · 尼克尔森，35，346，365

展览统计表，284

张爱芳，187

张宝珍，109

张家声，21，277

张廷银，174，256

张文增，98

张晓林，102

张煦，109，255，262

张阳，98，257

张志清，20，29，37，42，68—72，90，149，195，199，201，

235，238，254，257，262，283，341，349，354—57，

360—65，367

张智雄，77

掌上国图，50，88，139，344，347

招思虹，47，76，332

赵建国，242，256，262，271

赵英军，108，359

浙江图书馆，19，113，147，157，187，268，270，360

珍贵古籍数字资源应用平台，191

征集资源 2013 年度验收情况表，132

郑裕彤东亚图书馆，190

政府采购

—监督工作，11，229

—信息统计，247

职称评审，9，211，296

职工代表大会（2 届 2 次 )，11，229，239，354

中国 RFID 标准贡献奖，97，259

中国边疆文献研究中心，109

中国边疆文献专题系列数据库，82，84

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网站，90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员青年参观交流，231

中国出版政府奖（3 届 )，189

中国传媒大学，26

中国传统年画精品赏析讲座，36，273

《中国传统童谣书系》，20，21

“中国大漆艺术史及未来发展的启迪”讲座，38，276

“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92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70，365

中国妇女活动中心，115，117，274，279，356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7，86，110，11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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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蓝皮书 (2010)》，31

中国古籍保护网，22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4，42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24，187，190，266

—《天津图书馆卷》，183，187

中国古今经典小说研究系列讲座，116

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8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1，87，145，

中国国家书目门户，6，93，111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展望》，202

中国国民党文献资料，70

《中国记忆丛书》，38，40，171，183

中国记忆项目，7，35—40，68，89，92，171，354，359

中国经济网，21，324

《中国科学报》，20

《中国历代年谱总目（增订本 )》，189

中国历史人物资源服务平台项目，184

“中国梦与民族复兴”座谈会，230，241

《中国民族报》，145

“中国年画记忆”专题网站，35

中国农业大学，26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109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7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180

中国社会科学院，17，19，69，108，158，160，171，180，

183，186，261，355，358，362，3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第

一期 )》，183

中国丝绸博物馆，39，289，367

中国图书馆年会，9，148，158，180，289，322，345

《中国图书馆年鉴》，181

《中国图书馆史》，176，361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2012》，9，31—33，329，358

《中国图书馆学报》，28，175，180，257

中国图书馆学会，95，99—103，106，181，257，262，289，

343，357，365

—年会，139，149，152，158，266

中国图书馆展览会，参见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

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27，86

《中国文化报》，16，19，21，25，27，145，149，154

—数字图书馆专版，139

中国文化传媒网，145，324

《中国文化手机报》，21，139，145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38，363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98，121，265，267

中国新闻网，16，324

中国学文献阅览室，82

《中国移动手机报》，21

《中国艺术报》，21，145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8，148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项目，78

“中国之窗”海外赠书项目，196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24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卓越贡献奖，20

《中华大典》，171

《中华读书报》，20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6，8，23，30，39，72，144，149，

183，283，289，333，348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简报》，149

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147

中华书局，75，185，188

《中华医藏》，8，148，265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24，148，166

—数据库，184，191

中华珍贵典籍资源库，8，147

“中华字库”工程，171

《中图法》编委会委员会（8 届 )，94

中文古籍海外调研，199

中文名称规范联合协调委员会（11 次 )，109

中文期刊报纸入藏量，56

中文期刊报纸书目数据量，58

中文商业数据库元数据收集工作，66

中文图书复制补藏，65

中文图书缴送增长率，6

中文图书入藏量，56

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回溯工作，65

中文图书书目数据量，58

《中文外购商业数据库元数据仓储工作规范》，66

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9，199，202，363

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理事会，196

中文引进数据库使用统计，66

中文资料工作 56，58

中央档案馆，17，362

中央电视台，19，25，14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1，27，145，338

中央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18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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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图书出版，183

重点文化项目，8，171

周德明，185

周和平，9，17，19，28，32—38，72，75，90，104，108，

115，117，158—62，177，194，198，201，214，225，

235，240，254，261—64，271，276，294，326，335，

345—47，354—67，

周剑石，37，276

周双喜，39

周玉山，98

朱芊，160，268

朱强，33

朱永新，19

主题党日活动，11，227，235

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186，189

咨询工作件数，16，247

—统计表，252

《资中筠自选集》，20，328

《自由祖国》杂志，44

宗璞，43

综合微文献建设，57

总馆南区维修改造工程，214

组织队伍建设，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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