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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媒体 标题 作者

1月7日 图书馆报 阅读推广 书目先行 田园

1月19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3年首场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开讲

1月22日 贵阳日报 国图专家揭秘蒲松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背后故事 赵洪南

1月23日 中国新闻网 台北“故宫”首次向国家图书馆商借古籍 促合璧展出 陈小愿、蒋涛

1月24日 成都商报
台北“故宫”向国家图书馆借书 欲创“天禄琳琅”合璧
佳话

曾灵

1月24日 深圳特区报 台北“故宫”向国家图书馆商借古籍 崔楠

1月24日 澳门日报 台北“故宫”商借国图古籍 　

1月24日 新华网 国家图书馆联袂塔里木油田建成首个企业数字图书馆 熊聪茹、杨勇

1月26日 贵州都市报 台北“故宫”向国图借书 欲创天禄琳琅合璧 　

1月28日 新华网 国家图书馆受捐毛岸英等一批珍贵史料 廖翊

1月28日 中国新闻网 中国国家图书馆获赠毛岸英珍贵音像资料 应妮

1月29日 光明日报 国图与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联手抢救保护革命历史文献 庄建

1月29日 人民政协网 国图与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签约合作备忘录 雷新

1月30日 中国文化报 数字科技让公共文化服务“结网生根” 何苍

1月30日 沈阳日报 毛岸英昔日德国同桌向国图捐赠珍贵史料 新华

1月30日 兰州日报 国家图书馆受捐毛岸英珍贵史料 　

1月30日 中国新闻网 国家图书馆藏年画精品首次公开展出 应妮

1月30日 国际在线 国家图书馆藏年画精品首次对外展出 王肖

1月30日 中国广播网 书香过大年——国图发布2013年春节系列活动 张庶卓

1月30日 中国广播网
国图馆藏年画精品暨国家级非遗年画项目传承人
作品展开幕

张庶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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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 中国网 品书香、赏民俗 国图为全国读者备下春节盛宴 　

1月31日 中国文化报 国家图书馆启动春节系列活动让读者在书香中过大年 屈菡

1月31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获赠《谢觉哉日记（1921）》 屈菡

1月31日 人民政协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共投入1.73亿元 雷新

1月31日 北京日报 国图馆藏年画首次公开展出 牛春梅

1月31日 新京报 百万网络书国图免费看 王佳琳

1月31日 北京晨报 国图邀读者“书香过大年” 王歧丰

1月31日 北京娱乐信报 国图启动“书香过大年” 　

2月1日 光明日报 年画中的记忆 庄建

2月1日 中国科学报 国图春节办文化盛宴 李芸

2月1日 中国艺术报 国图打造书香新年 何瑞涓

2月1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 国图与延安精神研究会合力抢救革命历史文献 庄建

2月2日 光明网 传统年画精品亮相国家图书馆 刘淮宇

2月3日 北京电视台BTV1 百万网络书免费看 　

2月3日 中国教育报 国图将办“书香过大年”系列活动 顾雪林　

2月4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国家图书馆：追寻年画中的记忆 　

2月4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国家图书馆：传承人现场展示　年画精彩不同 　

2月4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北京：国图春节免费　邀您“书香过大年” 　

2月4日 工人日报 国图春节系列活动邀读者共享 赵亮

2月5日 科技日报 网络书香过大年 游雪晴

2月5日 中国青年报 国图邀读者“书香过大年” 蒋肖斌

2月5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 国图备好系列活动迎新春 王坤宁

2月6日 中华读书报 国家图书馆办展览重温“年画中的记忆” 舒晋瑜

2月6日 中华读书报 国图联合66家省市图书馆“网络书香过大年” 舒晋瑜

2月6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 国家图书馆寻找年画中的记忆 王坤宁

2月7日 中国青年报 百万网络书国图免费看 刘向阳、陈璐

2月8日 科技日报 春节长假去国图赏年画 　

2月8日 图书馆报 国图春节活动丰富多彩 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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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 大河报
国家图书馆整理4000余幅馆藏年画 8幅民国年间
朱仙镇年画孤本现身

周斌

2月10日 光明日报 春节，去国图品书香 庄建

2月10日 中国广播网 书香过大年 国家图书馆迎来新春第一批到馆读者 张庶卓

2月13日 人民日报 年画中的记忆 网络读书过年 王珏

2月13日 新华网 新华视频：春节国图馆藏年画精品首次公开展出 　

2月14日 光明日报 北京：品着书香过大年 李苑

2月14日 光明网 国图里的“大年初一” 庄建

2月17日 武汉晚报 国家图书馆资源可共享 钟磬如、肖捷

2月17日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国家图书馆藏年画精品首次在京公开展出 　

2月18日 光明日报 给古籍穿上“防蠹衣” 颜维琦、曹继军

2月19日 光明日报 古籍修复，谁来接力？ 潘剑凯、陆健

2月19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 网络飘书香千里共品读 数字图书馆营造网络文化年 王坤宁

2月20日 北京商报 精品年画再现中国记忆 宋永春

2月26日 新华网 国家图书馆与总后勤部共建军队后勤数字图书馆 　

2月26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与总后勤部共建军队后勤数字图书馆 　

2月27日 中国文化报 军队后勤有了数字图书馆 屈菡

2月27日 中华读书报 国家图书馆面向地方开放120TB数字资源 鲁大智

3月1日 光明日报 2013中国图书馆年会11月召开 杜羽

3月1日 图书馆报 春节国图到馆读者三万余人次 胡北

3月1日 图书馆报 国图与总后共建军队后勤数字图书馆 胡北

3月1日 中国科学报 国图与总后勤部共建数字图书馆 张鹏

3月1日 人民网 国家图书馆启动2013年“两会”服务 　

3月1日 中国广播网 国家图书馆启动2013年“两会”服务 张庶卓

3月1日 中国网 国图“两会”服务平台启动 为代表委员提供信息咨询 　

3月2日 科技日报 国家图书馆启动“两会”服务 游雪晴

3月2日 光明网 《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哲学思想》捐赠国家图书馆 杜羽

3月3日 北京日报 国图便捷文献咨询服务全国两会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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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 光明日报 国图全方位数字化服务两会 庄建

3月4日 光明日报 《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哲学思想》捐赠国家图书馆 杜羽

3月4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网上服务代表委员 郭人旗

3月4日 北京娱乐信报 国家图书馆编辑两会专题 王萌

3月4日 人民网 中国航天何以经久不衰？哲学思想总结成书“入住”国图 赵竹青

3月4日 人民网 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詹福瑞：网络时代建议读者多读经典 包银辉

3月4日 人民网 詹福瑞代表：国图免费开放提高读者阅读热情 郝帅

3月4日 人民网 詹福瑞：推动数字图书馆建设 海量网络资源服务读者 包银辉

3月4日 人民网 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詹福瑞谈免费开放后的图书馆 许心怡

3月4日 中国新闻出版网 国家图书馆启动2013年两会服务 王坤宁

3月5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启动2013年“两会”服务 　

3月6日 中国艺术报 国家图书馆启动2013年两会服务 金涛

3月6日 中华读书报 国家图书馆启动2013年“两会”服务 舒晋瑜

3月6日 解放军报 总后勤部与国家图书馆合作 军队后勤数字图书馆建成 曹军民、花晓

3月6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举办“学雷锋纪念日”专题讲座 　

3月6日 环球网 国图馆长詹福瑞提议加快公共图书馆法立法 　

3月7日 南阳日报 百万网络书“国图”免费看 　

3月7日 新华网
全国政协委员陈力做客新华网、中国政府网设在
大会堂的访谈间（专访）

王翰林

3月8日 图书馆报 2013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将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 姜火明

3月8日 图书馆报 图书馆，“两会”的信息“加油站” 辛月

3月8日 图书馆报 助推“两会”，并为公共图书馆服务起到示范作用 辛月

3月8日 图书馆报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三十年专业出版：光荣与梦想 甄俊华

3月8日 新华网 陈力：关注互联网信息的长期保存（专访） 王翰林

3月8日 光明网 “我的绿色生活圈”展在国图举行 庄建

3月9日 中国财经报 国图信息搭桥梁 两会服务无距离 齐小乎

3月11日 新华网 “国图·爱家讲堂”揭牌 倡导环保绿色生活 王志艳

3月11日 光明网
第十三届新世纪女性健康生活大型公益活动在
国家图书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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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 中国经济网 【视频直播】国家图书馆与数字阅读时代 张翔

3月11日 中国经济网 陈力委员：国图为两会委员提供快捷信息平台 张翔

3月11日 中国经济网
【文字直播】陈力委员：网络时代为图书馆服务立法
更趋迫切

张翔

3月12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环保展从“家”出发 李颖

3月12日 北京娱乐信报 国图举办女性环保巡讲 王茗辉

3月13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加大电视图书馆服务推广 屈菡

3月13日 中华读书报 国图受捐图书《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哲学思想》 　

3月13日 中国文化传媒网 公共图书馆定级工作培训班在京举办 舒琳

3月13日 中国妇女网
第十三届新世纪女性健康生活大型公益活动在
国家图书馆启动

　

3月13日 未来网 陈力委员：青少年阅读很重要 儿童优先是基本原则 任志超、姜江

3月14日 中国科学报 全国人大代表詹福瑞：精神生态环境建设尤为重要 李芸

3月14日 新华网 中国杰出交响音乐家资料捐献国图 廖翊

3月15日 河北电视台 全国人大代表詹福瑞：让公共图书馆依法走进百姓生活 　

3月15日 中国文化报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班北京开班 舒琳

3月15日 中国日报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o speed files on Japanese
war crimes trials

　

3月15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詹福瑞：加快《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进程 张春海

3月15日 法制日报
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不足0.5册 詹福瑞代表
建议制定公共图书馆法

张媛

3月15日 深圳商报 中国杰出音乐家文献纳入国图“中国记忆” 廖翊

3月15日 燕赵晚报 我国将出版东京审判庭审全记录 　

3月15日 新华网 我国将首次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廖翊

3月15日 中国新闻网 国家图书馆将出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应妮

3月15日 光明网 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向国图捐赠珍贵音乐资料 　

3月15日 光明网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培训班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3月15日 国际在线 国家图书馆将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3月15日 国际在线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6月出版 　

3月15日 中国广播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即将面世 张庶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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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 广西卫视台 中国将出版东京审判全记录 　

3月16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将出版 廖翊

3月16日 光明日报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将影印出版 杜羽

3月16日 新华每日电讯 我国将首次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廖翊

3月16日 京华时报 中国将出版东京审判全记录 　

3月16日 河南日报 我国将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庭审记录 　

3月16日 解放日报 我国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庭审记录 廖翊

3月16日 半岛都市报 我国将首次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3月16日 靖江日报 我国将出版东京审判庭审全记录 　

3月16日 劳动报 中国将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庭审全记录 　

3月16日 泉州晚报 “东京审判庭审全记录”将出版 　

3月16日 三湘都市报 中国将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全记录 　

3月16日 潍坊晚报 东京审判全记录将出版 　

3月16日 新华日报 我国首次出版图书展现东京审判全程 　

3月16日 扬州晚报 东京审判全记录6月出版 　

3月16日 大公报 中国将出版东京审判记录 全程记录庭审揭日歪曲历史 　

3月16日 香港文汇报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6月出版 　

3月17日 中国文化传媒网 国图将出版东京审判庭审全记录 孟微波

3月18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获赠珍贵音乐资料 屈菡

3月18日 成都商报 中国将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庭审记录 真实再现完整过程 　

3月18日 中国广播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预计今年6月出版 张庶卓

3月19日 中国文化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将于6月出版 大量史料
呈现东京审判全过程

屈菡

3月19日 赣州晚报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将影印出版 　

3月19日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第十三届新世纪女性健康生活大型公益活动在
国家图书馆启动

吴文康

3月19日 中国图书出版网 国图将出版东京审判庭审全记录 孟微波

3月19日 四川新闻网 中国将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庭审记录 　

3月21日 民族日报 国家图书馆将出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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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 光明网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座谈会在南京举行 　

3月22日 中国文化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座谈会举行 王炜

3月22日 新华日报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将出版 王宏伟

3月22日 中老年时报 东京审判全过程将详尽呈现 　

3月23日 人民网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座谈会南京举行 石畅

3月27日 中国艺术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 易明

3月29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国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进入倒计时
冲刺

谢万幸

3月29日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有待全面启动 吴楠

3月30日 中国教育电视台 学前教育数字图书馆分馆授牌 　

4月1日 重庆日报 “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启动 崔力、谢志强

4月2日 香港政府新闻 康文署与国家图书馆签署数字图书馆合作协议　 　

4月3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国家图书馆：少儿阅读年重点：农村和贫困地区 　

4月3日 人民日报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启动 王珏

4月3日 光明日报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启动 庄建

4月3日 光明日报 杜伟生：延续古籍生命 　

4月3日 中国文化报 2013年全国少儿阅读年启动 屈菡

4月6日 北京青年报 2013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启动 朱玲

4月3日 澳门日报 港民可享国家图书馆资源 　

4月3日 大公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登陆香港 　

4月4日 澳门日报 国家图书馆长访澳交流与文化局代表会面分享经验 　

4月4日 大众报 国家图书馆长周和平访澳 了解澳发展冀加强交流合作 　

4月4日 华侨报 国家图书馆长访何东图书馆 与文化局官员会面 　

4月4日 新华澳报 国家图书馆长访何东图书馆 　

4月5日 澳门日报 国家图书馆馆长访澳 　

4月5日 濠江日报 国家图书馆长周和平访何东图书馆 冀加强交流合作 　

4月5日 正报 国家图书馆长访何东图书馆 　

4月6日 濠江日报 国家图书馆馆长与陈明金交流 　

4月6日 华侨报 周和平访城市大学 双方探讨文化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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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 新华澳报 国家图书馆探讨与澳合作 　

4月8日 人民日报 港人上网可阅国图善本 李永宁

4月8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与香港签订数字图书馆合作协议 亚博

4月9日 中国新闻网 国图与港签订数字图书馆协议 港人可网上浏览图书 　

4月11日 中华读书报 国图馆藏和数字资源面向香港民众开放 　

4月12日 图书馆报 国图与香港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签数字图书馆合作协议 　

4月13日 人民日报 2013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启动 王珏

4月14日 光明日报 数字图书馆：不出家门 免费享用 杜羽

4月17日 中华读书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最重要的丛书之一面世 舒晋瑜

4月17日 中华读书报 科普阅读成为2013全国少儿阅读年主题 　

4月18日 新华网 世界最早纸质地图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廖翊

4月18日 中国广播网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首次公布古籍普查重要发现 张庶卓

4月19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第四批古籍名录和保护单位公布　 　

4月19日 北京电视台BTV1 甲骨文献首次入选珍贵古籍名录 邓耀明、蔡晶晶

4月19日 光明日报 古籍普查重要发现首次集中公布 杜羽、庄建

4月19日 光明日报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 甲骨文首次入选 杜羽、庄建

4月19日 中国文化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首次公布古籍普查重要发现 舒琳

4月19日 中国艺术报 甲骨文首次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金涛

4月19日 北京日报 甲骨文首入珍贵古籍名录 李洋

4月19日 深圳商报 甲骨文首次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陆云红

4月19日 深圳特区报 甲骨文首次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陆云红

4月19日 商丘日报 世界最早纸质地图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4月19日 新华网 世界最早纸质地图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廖翊

4月19日 人民网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首次公布古籍普查重要发现 黄维

4月19日 国际在线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 甲骨文首次入选 于清凡

4月19日 中国文化传媒网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正式公布 梁祎

4月20日 新京报 修书人杜伟生 我们救的是书命 邓玲玲

4月20日 兰州晨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首次公布古籍普查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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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 长沙晚报 “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展将举行 徐佳

4月23日 北京电视台BTV1 世界读书日：多彩阅读活动　共享书香文明
邓耀明、
蔡晶晶、吴迪

4月23日 新华网 詹福瑞宣布社科类获奖图书 　

4月23日 新华网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10种 推介类图书58种 　

4月23日 新华网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评选活动现场 　

4月23日 新华网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评选发布 十种书目获奖 
王志艳、史靖、
赵辉

4月23日 新华网 詹福瑞：图书馆好坏影响一个地区的精神生态 王志艳

4月23日 新华社视频 国家图书馆第八届“文津奖”在京颁奖 　

4月23日 新华网视频 视频直播：世界图书日优秀图书推介活动 　

4月23日 人民网 《资中筠自选集》等10种图书获第八届文津图书奖 　

4月23日 光明网 4·23世界读书日优秀图书推介活动 　

4月23日 国际在线 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举办图书推介活动 李雯婷

4月23日 中国广播网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10种 推介类图书58种 张庶卓

4月24日 光明日报 国家图书馆发布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专版） 　

4月24日 光明日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颁发 庄建、杜羽

4月24日 中国文化报 长沙市图书馆举办“文津图书奖”书展 雅琴、徐佳

4月24日 中国文化报 国家图书馆发布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 　

4月24日 科技日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首次公布古籍普查重要发现 游雪晴

4月24日 人民政协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拉开世界读书日活动帷幕 雷新

4月24日 中华读书报 国图举办4·23世界读书日优秀图书推介活动 舒晋瑜

4月24日 中华读书报 国家图书馆发布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 　

4月24日 北京日报 文津图书奖推荐68部好书 李洋

4月24日 深圳商报 文津图书奖揭晓 吴敬琏资中筠获奖 陆云红

4月24日 深圳特区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陆云红

4月24日 生活报 文津图书奖揭晓 孙达

4月24日 光明网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暨古籍普查重要发现新闻
发布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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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光明网 世界读书日谈如何推进“全民阅读” 范子川

4月24日 搜狐视频 国家图书馆“世界读书日优秀图书推介活动”在京举行 　

4月24日 中国经济网 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颁发第八届文津图书奖 张济和

4月25日 中国文化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获奖榜单揭晓 刘修兵

4月25日 北京青年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朱玲

4月25日 太原晚报 “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展出 辛华

4月26日 图书馆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姜火明

4月26日 大秦网 世界读书日国图推好书：阅读让人生更美好 　

4月27日 长江日报 文津图书奖揭晓 　

4月27日 新华网 我国图书馆界第一份综合性蓝皮书面世 史靖

4月27日 人民网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2012》正式出版 　

4月28日 光明网 我国图书馆界第一本综合性蓝皮书面世 　

4月29日 中国文化报
让民族的文字记忆源远流长——全国开展古籍保护工作
综述

屈菡

4月30日 中国文化报 我国图书馆界首次发布综合性蓝皮书 　

5月1日 光明日报 图书馆界首部蓝皮书出版 庄建

5月3日 图书馆报 图书馆界首个综合性蓝皮书面世 姜火明

5月3日 中国科学报 我国图书馆界首次发布综合性蓝皮书 李芸

5月4日 今晚报
数字阅读点燃读书热情 全国少年儿童数字阅读推广月
启动

刘静华、赵韬

5月6日 工人日报 国图举办优秀图书推介活动 申敏夏

5月6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颁奖 孙海悦

5月6日 北京娱乐信报 文津奖发布获奖书目 王萌

5月6日 天津日报 “全国少儿数字阅读推广月”启动 周凡恺

5月6日 新华网 “全国少年儿童数字阅读推广月”在津启动 周润健

5月6日 光明网
让知识的滋养触手可及——国家图书馆新浪官方微博
开通试运行

　

5月6日 新浪网 国家图书馆官方微博在新浪独家开通 　

5月8日 中华读书报 国图首度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阅读推广 鲁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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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 光明日报 国家图书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 杜羽

5月10日 图书馆报 国图首度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阅读推广活动 　

5月11日 济南时报 文津图书奖图片展举办 张彤

5月11日 新华网 国家图书馆受捐著名作家菡子书信手稿 廖翊

5月12日 中国广播网 阮波向国家图书馆捐赠菡子书信手稿 张庶卓

5月13日 光明日报 菡子书信手稿入藏国图 杜羽

5月13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获赠作家菡子书信手稿 屈菡

5月13日 中国文化报 加多宝赞助国图图书推介活动 屈菡

5月13日 承德日报 数字图书馆：不出家门 免费享用 　

5月15日 中华读书报 国家图书馆接受作家菡子书信手稿捐赠 　

5月17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开通官方微博 国文

5月20日 国际在线
《达·芬奇手稿》捐赠仪式在京举行 国际台和国图获
赠

金京、郑昊、
刘湃

5月25日 中央电视台CCTV1 联播快讯：“阳光讲坛”文化助残系列活动启动 　

5月25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联播快讯：“阳光讲坛”文化助残系列活动启动 　

5月25日 新华网
让知识的阳光照亮每一个人的心灵——图书馆文化助残
系列活动启动

黄小希

5月25日 新华网 文津·阳光讲坛揭牌仪式 朱鹏

5月25日 中国新闻网 中国残联联合国图发起图书馆文化助残系列活动 应妮

5月25日 人民网 中国残联和国图联合倡议构建残疾人知识援助协作网 李青彦

5月25日 国际在线 “书香中国”图书馆文化助残系列活动在京启动 于清凡

5月25日 中国广播网 图书馆文化助残系列活动25日在国家图书馆启动 张庶卓

5月25日 中国网 “文津·阳光讲坛”文化助残系列活动启动 肖冰

5月27日 湖北卫视台 詹福瑞来汉讲授“读书三境界” 　

5月27日 人民政协报 图书馆文化助残活动启动 雷新

5月27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承担的2013年度文化部国家文化创新工程
项目正式启动

　

5月28日 中国文化报
让知识阳光照亮心灵 残联国图倡议“图书馆文化助残
行动”

屈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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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 荆楚网
湖北省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 詹福瑞讲读书
三境界

殷建敏

5月29日 中华读书报 国图启动图书馆文化助残系列活动 舒晋瑜

5月29日 中国农大新闻网 国家图书馆走进我校 师生近距离接触国图 　

5月30日 中国文化报 “书香未来”邀读者为少儿荐图书 边思玮

5月30日 中国经济网 “书香未来”邀全国读者为少年儿童推荐好书 张济和

5月31日 中国文化报 图书馆服务宣传周：让阅读引领未来
刘婵、徐超、
杨莉

5月31日 中国科学报 图书馆文化助残系列活动启动 　

5月31日 福州日报 全国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在榕启动 郁鑫鹏

6月1日 新华网 “书香未来”邀请读者为孩子们推荐好书 周玮

6月3日 中国文化报 “我与数字图书馆”征文启事 　

6月3日 新华网 《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将出版 廖翊

6月3日 光明网 “网络书香”全国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在福建启动 　

6月3日 光明网 “书香未来”邀您为少年儿童推荐好书 韩业庭

6月3日 国际在线 “网络书香”全国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启动 于清凡

6月4日 人民日报 《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将出版 张贺

6月4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国家图书馆编纂《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文献证实钓鱼岛属于中国

张稚丹、廖翊

6月4日 光明日报
钓鱼岛文献将整理出版 收录相关古籍34种、近现代
文献55种、中外舆图27种

杜羽

6月4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将编纂出版《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屈菡

6月4日 北京娱乐信报 钓鱼岛文献图籍录有望出版 王萌

6月4日 文汇报 国图将出版《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廖翊

6月4日 广州日报 国家图书馆将编纂《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一书 廖翊

6月4日 合肥晚报
国家图书馆将编纂出版《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
籍录》

　

6月4日 深圳商报 国家图书馆编纂出版《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廖翊

6月4日 深圳特区报 钓鱼岛文献图籍录将编纂出版 　

6月4日 深圳晚报 国图出版钓鱼岛图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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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劳动报 国家图书馆将出版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6月4日 青年报
国家图书馆将编纂出版《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
籍录》

　

6月4日 时代商报
国家图书馆将编纂出版《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
籍录》

　

6月4日 温州都市报
国家图书馆将编纂出版《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
籍录》

廖翊

6月4日 新华日报 我国编纂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6月4日 扬州晚报 “钓鱼岛文献图籍录”出版 　

6月4日 澳门日报 中国编纂钓岛文献图籍录 　

6月4日 大公报 用中外古籍地图“说话” 国图编纂文献证钓岛属我 　

6月4日 华侨报 地图证钓岛属中国 　

6月4日 新华网 国图将编纂出版《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廖翊

6月4日 新华网 国图编纂《钓鱼岛文献图籍录》服务外交国防 史靖

6月4日 新华网 《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出版 廖翊

6月4日 新华网 “网络书香”全国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在福建启动 　

6月4日 中国新闻网 中国国家图书馆整理出版《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应妮

6月4日 人民网 “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6月4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整理编纂《钓鱼岛文献图籍录》服务外交和
国防大局

　

6月4日 中国网 中国国家图书馆整理出版《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苏向东

6月5日 北京电视台BTV1 国图“文津阳光讲坛”开讲　残疾人专属的文化教室 邓耀明、蔡晶晶

6月5日 海南日报 国家图书馆将推出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廖翊

6月5日 洛阳日报 《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将编纂 　

6月5日 新华网 中国和秘鲁图书馆签署合作意向书 张国英

6月5日 国际在线 旅美华裔作家招思虹再次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文献 李红

6月6日 光明日报 百家图书馆推广数字阅读 杜羽

6月6日 中国文化报 国家图书馆启动数字阅读推广活动 屈菡

6月6日 临汾晚报 《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出版 　

6月6日 民族日报 国家图书馆编纂《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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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 光明网 天台山干漆夹苎技艺进入国家图书馆专题资源库
徐平、鲁飞舟、
叶辉

6月7日 北京电视台BTV1 中国遗产日：国图展出国家级雕漆工艺 邓耀明

6月7日 大众日报 钓鱼岛文献图籍录出版 　

6月7日 鹤都晚刊 国图将编纂出版《钓鱼岛文献图籍录》 　

6月7日 新华网 永不褪淡的华美——国家图书馆举行中国大漆髹饰展 廖翊

6月7日 新华网 大漆髹饰作品展国图开展 诠释“中国记忆” 　

6月7日 中国新闻网 中国大漆髹饰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作品展亮相国图 应妮

6月7日 人民网 国图展出238件大漆髹饰作品 免费对公众开放 　

6月7日 国际在线
中国大漆髹饰作品展国图开展 传承人现场演示大漆
技艺

于清凡

6月7日 中国广播网 中国大漆髹饰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作品大展开幕 张庶卓

6月8日 人民政协报 “大漆的记忆”国图开展 雷新

6月8日 北京日报 260典籍讲述漆艺故事 李洋

6月8日 深圳商报 国家图书馆展中国大漆髹饰 廖翊

6月8日 宁波日报 宁波“泥金彩漆”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陈云松、周武军

6月8日 新华网 国图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 廖翊

6月8日 中国文化传媒网 201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周”国图开讲 赵婷

6月8日 中国文化传媒网 “大漆的记忆”非遗作品展国图开幕 赵婷

6月8日 中国宁波网 宁波“泥金彩漆”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陈云松、周武军

6月9日 光明日报 让非遗技艺走近公众 杜羽、徐睿浛

6月9日 中国新闻网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在京揭牌 应妮

6月9日 人民网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在京揭牌 　

6月9日 光明网 201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周”在国图开讲 　

6月10日 中国文化报
大漆的记忆——中国大漆髹饰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品大展

屈菡

6月10日 中国文化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成立 屈菡

6月10日 中国文化报 大漆：坚牢于质 光彩于文 　

6月10日 人民政协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我国培养700多古籍修复人才 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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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展出“大漆的记忆” 屈菡

6月12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成立 石畅

6月12日 中国文化报 书目信息共建共享 助力图书馆高效发展（专版） 屈菡

6月12日 中华读书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夏琪

6月12日 中华读书报 国家图书馆欢迎读者前往感受“大漆的记忆” 舒晋瑜

6月13日 光明日报 走进信息资源 共知共建共享时代（专版） 庄建

6月13日 海南日报 古籍修复技艺有了“传习中心” 8名年轻人正式拜师 　

6月13日 深圳特区报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成立 石畅

6月13日 楚天民报 荆州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楚式漆器精品——虎座鸟架鼓 　

6月13日 荆州晚报 荆州虎座鸟架鼓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6月14日 中国科学报 中国大漆髹饰展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李芸

6月14日 中国艺术报 中国大漆髹饰展亮相国图 乔燕冰

6月14日 中国艺术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揭牌 乔燕冰

6月17日 工人日报 国图推出大漆文化展 古老“非遗”再焕新生 赵亮

6月17日 工人日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揭牌 赵亮

6月17日 中国教育报 通过古籍让公众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 却咏梅

6月24日 工人日报 大漆髹饰 远走的“非遗”记忆 邓崎凡

6月25日 光明网 港澳大学生到国家图书馆实习 　

6月26日 中华读书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在国图揭牌 舒晋瑜

6月26日 光明网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市级图书馆必配系统培训班在
绍兴举办

　

6月28日 中国文化报 数字电视图书馆服务广泛开展 屈菡

6月30日 天津日报 全国古籍修复技术研修班开班 周凡恺

7月1日 中国文化报 国家图书馆团中央分馆揭牌 李珊珊

7月1日 中国青年报 国图团中央分馆在中青院揭牌 陈凤莉

7月1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团中央分馆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揭牌 　

7月1日 中国青年网 国家图书馆团中央分馆在中青院揭牌 周志刚、王娟

7月1日 中青新闻网 国家图书馆团中央分馆在我校揭牌 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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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中国青年报 国家图书馆、新浪网等征集100本少儿精品书 吴晓东

7月4日 中国科学报 国家图书馆团中央分馆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揭牌 温才妃

7月5日 光明日报 国图设立团中央分馆 杜羽、徐睿浛

7月5日 图书馆报 国家图书馆团中央分馆揭牌 胡北

7月5日 中国文化传媒网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率团访问芝加哥 　

7月8日 中央电视台CCTV4 纸墨遗珍——金陵本《本草纲目》 　

7月8日 新华网 中国与加拿大图书馆界探讨加强合作途径 张大成、石莉

7月12日 中央电视台CCTV1 联播快讯：国家图书馆三沙市分馆成立 　

7月12日 新华网 国家图书馆首家地方分馆在三沙挂牌成立 黄小希

7月13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简讯：国家图书馆三沙分馆成立 　

7月13日 海南日报 国图首家地方分馆在三沙挂牌 黄小希

7月13日 深圳特区报 国图三沙市分馆昨挂牌 　

7月13日 大江晚报 国家图书馆首家地方分馆在三沙挂牌成立 黄小希

7月13日 华侨报 国家图书馆三沙分馆挂牌 　

7月13日 黄河晨报 国图首家地方分馆在三沙挂牌成立 黄小希

7月13日 扬州日报 国图首家分馆三沙成立 　

7月14日 中国文化报 三沙所需正是我们所愿 屈菡、陈曦

7月16日 光明日报 文化部服务基层走进西沙 谌强

7月18日 中国教育新闻网 国图少儿馆首次编制并发布《温暖童心绘本书目》 郜云雁

7月19日 图书馆报 国家图书馆三沙市分馆挂牌 胡北

7月24日 新华网 雅安地震灾区少年儿童参观国家图书馆并获赠书 王志艳

7月24日 中国网 50余位雅安震区儿童参观国家图书馆 苏向东

7月24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雅安地震灾区学生赴匈牙利交流学习团启动仪式在国图
举行50余位雅安地震灾区学生参观国家图书馆

杨丽娜

7月26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少儿馆首次发布《温暖童心绘本书目》 图文

7月29日 中国文化报 雅安灾区小读者走进国图 屈菡

7月29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迎来雅安地震灾区少年儿童 　

7月30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首家地方分馆三沙市分馆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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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中国艺术报 国图关注地震灾区儿童心理修复 易明

7月31日 中国文化传媒网
“网络书香·数字易读”全国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地级市
首站启动

赵婷

8月1日 中国文化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新业态 卢旭

8月1日 中国文化报 海纳百川 博大精深——记国家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 卢旭

8月1日 中国文化报 想你所想 触手可及——记国家数字图书馆读者服务 　

8月1日 中国文化报 全国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地级市首站启动 赵婷

8月12日 渤海早报 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在滨海新区启动 刘长海

8月15日 云南日报 全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论坛在昆召开 杨燕

8月16日 文汇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首发 陈熙涵

8月16日 新闻晚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推出 谢正宜

8月16日 东方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再现东京审判全过程 蒋泽

8月20日 文化传通网 文化部与国图代表团参观曼谷中国文化中心 　

8月21日 中国文化报 中图学会推出未成年人服务优秀案例 中图

8月21日 新华网 我国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庭审全记录 璩静、王帅

8月22日 光明日报 东京审判庭审档案终回归 曹继军、颜维琦

8月22日 北京日报 我国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全纪录 　

8月22日 广西日报 东京审判庭审全记录出版 　

8月22日 宁波晚报 裁定日本战争责任的文献《东京审判庭审全纪录》出版 　

8月22日 太行日报 东京审判庭审全记录 璩静、王帅

8月23日 中国艺术报 我国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庭审全记录 璩静、王帅

8月23日 人民公安报 我国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庭审全纪录》 　

8月23日 文汇读书周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推出 侯俊华、张学聪

8月24日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3年国图少儿馆暑期“少年馆员培养计划”结束 郜云雁

8月27日 新华网 中国国家图书馆启动“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 廖翊

8月27日 新华网 国图倾力修复“天禄琳琅”珍贵古籍 廖翊

8月27日 中国新闻网 国家图书馆启动“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 应妮

8月27日 国际在线 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今启动 于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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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中国广播网 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启动 张庶卓

8月28日 人民日报 国家图书馆启动修复珍贵古籍“天禄琳琅” 王珏

8月28日 北京日报 古籍奇珍“天禄琳琅”将修复 李洋

8月28日 深圳商报 国图启动“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 　

8月28日 新民晚报 国图“天禄琳琅”珍贵古籍启动修复 陶禹舟

8月29日 光明日报 “天禄琳琅”古籍将获修复 杜羽

8月29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将修复“天禄琳琅”珍贵古籍 屈菡

8月29日 西藏商报 “受伤”古籍“天禄琳琅”将被修复 　

8月29日 新华网 国家动漫公共素材库上线 周润健、孙洪磊

8月29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珍籍修复项目启动 　

8月29日 新浪网 国家图书馆“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启动 涂佳琪

8月30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天禄琳琅”珍籍修复启动 张鹏

8月30日 图书馆报 国图“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启动 田园

8月30日 中国科学报 国图启动“天禄琳琅”古籍修复 李芸

8月30日 中国艺术报 清宫藏书“天禄琳琅”古籍启动修复 金涛

8月30日 人民网 “国家动漫公共素材库”正式上线 沈光倩、易潇

8月30日 人民网
国家图书馆动漫素材库平台天津上线 打造国产优秀
素材交互与孵化平台

高艺宁

8月30日 光明网 国家动漫公共素材库正式上线 　

8月31日 中国证券报 国家动漫公共素材库上线 姚轩杰

8月31日 中国新闻网 国内古籍保存现状堪忧 完成全部修复或需数百年 上官云

9月2日 中央电视台CCTV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驳斥日本右翼势力
不实言论的佐证

　

9月2日 中国文化报 国家动漫公共素材库建成上线 王连文、程丽仙

9月2日 工人日报 “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启动 唐冉

9月2日 北京晚报
东京审判记录首度完整面世 493页“南京大屠杀”庭审
记录再现史实

牛伟坤

9月2日 新华网 中国首发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白瀛、廖翊

9月2日 中国新闻网 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在京首发 应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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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 人民网 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国内首发 黄维

9月2日 新浪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国内首发 涂佳琪

9月3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现庭审记录原貌
补历史档案空白

　

9月3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展现检察官舌战
匪酋精彩细节

　

9月3日 中央电视台CCTV4 中国首发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9月3日 中央电视台CCTV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全书共80卷完整
展现庭审记录原貌　

　

9月3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在京首发 　

9月3日 北京电视台BTV9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面世 　

9月3日 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 抗战胜利纪念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 　

9月3日 吉林卫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 　

9月3日 人民日报 国内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全记录 张贺、曹玲娟

9月3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国内首发“东京审判”全记录 白瀛、廖翊

9月3日 光明日报
擦亮历史之镜——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出版之际（专版）

庄建

9月3日 中国文化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国内首发 屈菡

9月3日 中国文化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 留存民族荣辱的
完整历史记忆

　

9月3日 人民政协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国内首发 雷新

9月3日 北京日报
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 “东京审
判”庭审记录首次完整还原

李洋

9月3日 北京青年报 真实完整再现东京审判 罗皓菱

9月3日 江西日报 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首发  白瀛、廖翊

9月3日 广州日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首发 白瀛、廖翊

9月3日 福州日报 国内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全记录 　

9月3日 长春日报 “东京审判”全记录面世 　

9月3日 成都日报 再现“东京审判”全过程 　

9月3日 深圳商报 80卷东京审判全记录首次在国内完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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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 南方都市报
东京审判全记录在国内首次出版　80卷《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庭审记录》首发

　

9月3日 南方日报 东京审判全纪录国内出版 日本侵华事实再添佐证 　

9月3日 宁波日报 国内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全记录 白瀛、廖翊

9月3日 郑州日报 “东京审判”全记录出版 白瀛、廖翊

9月3日 周口晚报 国内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全记录 白瀛、廖翊

9月3日 香港商报 东京审判全纪录在京发行 　

9月3日 香港文汇报 东京审判全纪录首出版 江鑫娴

9月3日 新华网 我国首发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白瀛、廖翊

9月4日 光明日报
国家立法决策的参谋与助手——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
服务发展历程及成效（专版）

庄建

9月4日 中国艺术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首发 李超

9月4日 中华读书报 国图开始修复馆藏“天禄琳琅”破损古籍 夏琪

9月4日 中华读书报
直观再现东京审判全过程 驳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国内首发

舒晋瑜

9月4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 5万页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首发 王坤宁

9月4日 吉林日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国内首发 木子

9月4日 长江日报 国内首次出版“东京审判”全记录 　

9月5日 中国文化报 “书香未来”图书推荐进入评审阶段 边思玮

9月5日 人民政协报 古籍奇珍“天禄琳琅”将修复 雷新

9月5日 海南日报 国家动漫公共素材库建成上线 海啸

9月5日 兰州日报 我国首发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9月5日 半岛都市报 东京审判完整再现 国内首次出版80卷庭审全记录 王法艳

9月6日 图书馆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在国图首发 胡北

9月6日 中国科学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国内首发 屈菡

9月6日 文汇读书周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9月7日 兰州晨报 国图开始修复馆藏“天禄琳琅”破损古籍 　

9月8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关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南京大屠杀真相
如何被揭露

　

9月8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书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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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国家图书馆放宽入馆年龄限制 　

9月9日 北京电视台BTV1 国图降低门槛 读者群进一步扩大 邓耀明

9月9日 北京电视台BTV1 国图降低门槛 进一步扩大读者群 邓耀明

9月9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国家图书馆推出新举措服务读者 　

9月9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百万公众网络学习工程”网络书香飘贵州阅读推广
活动启动

　

9月9日 北京晚报 未满13周岁可进国图少儿馆阅览 牛伟坤

9月9日 劳动报 国图扩大数字服务 向未成年人全面开放 　

9月9日 新华网 国图扩大数字服务 向未成年人全面开放 廖翊

9月9日 中国新闻网 国家图书馆向未成年人全面开放 开架区放低至13岁 应妮

9月9日 人民网
国家图书馆推出读者服务新举措 国家图书馆放宽入馆
年龄：将安排专人引导12岁以下儿童参观

黄维

9月9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推出读者服务新举措整体提升服务水平 　

9月9日 国际在线 国家图书馆9日起面向6岁以下低龄儿童开放 宋道玉

9月9日 中国广播网 国家图书馆推出读者服务新举措 整体提升服务水平 张庶卓、李赢

9月9日 中国文化传媒网 国家图书馆：多项新举措服务读者 赵婷

9月10日 北京电视台BTV1 国图降低门槛 进一步扩大读者群 邓耀明

9月10日 光明日报 国图扩大开放范围覆盖各年龄段读者 杜羽

9月10日 人民政协报
国家图书馆实现入馆“零门槛”公共服务区域面向
未成年人全面开放

雷新

9月10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 国家图书馆向未成年人全面开放 李婧璇

9月10日 北京日报 允许0岁以上读者入馆 国图对读者实现零门槛 李洋

9月10日 新京报
国家图书馆放宽入馆年龄限制 不满6岁也可到
少年儿童馆读书

杜丁

9月10日 京华时报 国图即日起面向0至6岁幼儿开放 张然

9月10日 北京晨报
国图接待读者年龄降至13岁 开放北区中外文献阅览区
12岁以下可进少儿馆

王歧丰

9月10日 北京青年报
国图成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图书馆之一 国图
少儿馆首次向6岁以下儿童开放

罗皓菱

9月10日 北京娱乐信报 国图少儿馆首次向6岁以下儿童开放 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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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 深圳特区报 国图扩大数字服务 向未成年人全面开放 廖翊

9月10日 大河报 国家图书馆放宽入馆年龄 梁宁

9月10日 太行日报 国图推出“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 　

9月10日 人民网 国家图书馆推出读者服务新举措 鲍贞烨

9月11日 中国文化报
服务上台阶公益无止境——国家图书馆推出读者服务新
举措

屈菡

9月11日 中国文化报
软硬件升级 功能与价值彰显——全国第五次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综述

王学思

9月11日 中国艺术报 国家图书馆放宽入馆年龄限制 何瑞涓

9月11日 中华读书报 国家图书馆放宽入馆年龄满13周岁可以进开架区 鲁大智

9月11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推出读者服务新举措 　

9月12日 中国文化报 有感于国图悦纳3岁读者 耿银平

9月12日 北京晨报 国图悦纳幼儿有示范性 耿银平

9月12日 海南日报 国家图书馆向未成年人全面开放 戎海

9月12日 南京日报 国家图书馆悦纳3岁读者的启示 耿银平

9月12日 中国新闻网 国图放宽读者年龄门槛 图书馆“公益性”再引热议 上官云

9月13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古籍善本：拍场火热，保护堪忧 赖睿

9月13日 图书馆报 国图推出四项举措，整体提升服务水平 田园

9月13日 中国科学报 国家图书馆推出读者服务新举措
刘畅、辛可、
马玥浩

9月13日 中国科学报 “受伤”古籍重生路 于思奇

9月13日 中国科学报 探秘古籍保护实验室 于思奇

9月13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国内首次出版80卷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欣欣

9月13日 新民晚报 国家图书馆进一步放宽入馆读者年龄 乐梦融

9月13日 文汇读书周报 中国国家图书馆放宽入馆年龄向未成年人全面开放 余中

9月13日 文汇读书周报 国图成为开放程度最高的图书馆 余中

9月15日 中国广播网 我国推进网络资源采集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可持续发展 张庶卓

9月16日 中国教育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 却咏梅

9月16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多举措推动中国古籍保护工作 藏书楼古籍走向大众
——访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

张清俐、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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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北京日报 国图“全开放”细节仍需打磨 李洋

9月16日 承德日报
国图推“数字移动阅读平台”读者可在手机上看海量
电子书

　

9月16日 民营经济报 国图放宽读者年龄门槛 图书馆“公益性”再引热议 　

9月16日 银川晚报 全民开放是公共图书馆的未来 李大超

9月17日 中央电视台CCTV4 纸墨遗珍——《清敕修大藏经》 　

9月17日 中国文化报 科学修复：让千年古珍重放异彩 金玉红

9月17日 中国日报 Tokyo War Crime Trial book published in China Zhang Yue

9月17日 中国青年报 国家图书馆推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张黎姣

9月17日 新华网视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首发　再现“东京审
判”全记录

　

9月20日 图书馆报 “网络资源采集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讨会在京举行 田园

9月22日 北京晨报 文津阁四库全书定时展出 王歧丰

9月22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定时向读者亮相 　

9月24日 科技日报 “网络资源采集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讨会召开 游雪晴

9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国家图书馆向未成年人全面开放 蔡梦吟

9月25日 光明日报 读者可近距离欣赏文津阁《四库全书》 杜羽

9月25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定时展示文津阁《四库全书》 屈菡

9月25日 中国文化报 图书馆界研讨数字资源采集与保存 潇阳

9月25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国图将定时展示文津阁《四库全书》 　

9月25日 中国艺术报 图书馆界研讨网络资源采集 易明

9月25日 中国广播网 国家图书馆举行段革书书法巨作捐赠仪式 冯赣勇

9月25日 千龙网 国图“零门槛”欢迎小伙伴（专题报道） 贾玉静

9月26日 深圳商报 文津阁《四库全书》近日开库展示 商宗

9月27日 中国文化报
隐身图书馆的“国家智库”——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
服务发展历程及成效（专版）

屈菡

9月27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国图与甘肃合作推广数字图书馆 　

9月27日 图书馆报 国图文津阁《四库全书》将定时亮相 胡北

9月27日 新华网 国家图书馆示范引领未成年人读者服务 史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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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示范引领未成年人读者服务 　

9月29日 甘肃日报 国家图书馆与省文化厅签署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协议 施秀萍

9月30日 沧州日报
让公共文化建设成果更多惠及群众——访国家图书馆
党委书记、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詹福瑞

　

9月30日 承德日报 读者可近距离欣赏文津阁《四库全书》 　

9月30日 新华网 一册流散海外《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廖翊

9月30日 中国新闻网 国图入藏第222册《永乐大典》全球仅400册 应妮

9月30日 中国新闻网 国家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特展开展 刘关关

9月30日 光明网
国家图书馆与甘肃省文化厅签订“数字图书馆推广
工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9月30日 国际在线 《永乐大典》一册入藏国家图书馆 于清凡

10月1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海外《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10月1日 北京电视台BTV1 《永乐大典》“湖”字册合璧 　

10月1日 北京电视台BTV9 国宝珍籍《永乐大典》回归　国庆特展今天开展 邓耀明、蔡晶晶

10月1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册流散海外的《永乐大典》入藏国图 张稚丹

10月1日 中国文化报 国家图书馆展出馆藏《永乐大典》 屈菡

10月1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获赠书法作品《黄帝四经》 屈菡

10月1日 人民政协报 新一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图 雷新

10月1日 北京日报
又一册遗失海外的古籍孤本入藏国家图书馆《永乐大
典》“湖”字册合璧

李洋

10月1日 北京青年报 “模”字韵的“湖”字一册回归《永乐大典》国图“合璧” 林珊

10月1日 贵阳日报 一册流散海外《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10月1日 金陵晚报 外流《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10月4日 北京日报 国图成低幼龄读者求知乐园 牛春梅

10月7日 北京电视台BTV1
走进国宝 国图藏经卷 北宋刻本一卷难求《范仲淹文
集》北宋刻本“独此一份”

邓耀明、蔡晶晶

10月8日 天津日报 打造“书香中国”从娃娃开始 耿银平

10月9日 光明日报 一册新发现《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杜羽

10月9日 中国艺术报 国图《永乐大典》“湖”字部分合璧 金涛

10月9日 中华读书报 国家图书馆呼吁家长以身作则引领未成年读者阅读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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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 《永乐大典》入藏国图 王海欣

10月9日 天津日报 国家图书馆定时开启文津阁《四库全书》库房 宇杰萌

10月10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推广——触手可及的资源宝库 　

10月10日 北方新报 一册新发现《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10月10日 上饶晚报 《永乐大典》一册入藏国家图书馆 　

10月10日 中老年时报 打造“书香中国” 　

10月11日 金融时报 古籍善本：收藏热，保护难 安仁

10月11日 文汇读书周报 国图入藏第222册《永乐大典》 余中

10月11日 新华日报 海外《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杜羽

10月12日 常州日报
全国首个花木类专业图书馆——嘉泽花木图书馆开
馆 并与国家图书馆合作推出花木行业信息数据库

马浩剑、何嫄

10月14日 北京青年报 国宝藏书天禄琳琅修复再现国手天工 孙静

10月14日 承德日报 新发现《永乐大典》入藏国图 　

10月16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掌上国图”移动来袭 　

10月16日 成都晚报
“网络书香·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推广系列活动
走进四川

薛冰

10月18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把图书馆服务“搬回家” 　

10月20日 光明日报 原大原色原样版《四库全书》将面世 　

10月20日 江西日报 全国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在赣启动 郁鑫鹏

10月20日 解放日报 四库全书“复刻” 　

10月20日 城市快报 《四库全书》再现“原貌” 　

10月20日 梅州日报 原大原色原样版《四库全书》（文津阁本）面世 　

10月21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网络书香——全国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系列报道：“网络
书香”全国数字阅读推广活动江西南昌举行

　

10月22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让知识的阳光照亮每个人心间 　

10月22日 扬州日报
两套原大原色原样版《四库全书》即将印制告竣
——《四库全书》重印引海内外关注 

赵天

10月23日 中国文化报 国际佛光会向国图捐赠图书 屈菡

10月23日 中华读书报 星云大师口述历史《百年佛缘》在京首发 丁杨

10月25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共享文化资源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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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图书馆报 第三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召开 姜火明

10月25日 文化中国网视台 中国国家图书馆代表团成功访德 　

10月28日 承德日报 原藏于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将原大原色原样出版 　

10月30日 承德晚报 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百年后重回故里 刘春雨、汪瑞华

10月30日 中国新闻网 旅日华侨欧阳可亮甲骨书法作品捐赠国家图书馆 应妮

11月1日 中国文化报 书香未来——为少年儿童推荐一本好书 　

11月1日 中国文化报 100本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好书 　

11月1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建设数字时代高速的图书馆服务网络 　

11月1日 图书馆报 “网络书香·全国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在江西启动 鲁楠

11月1日 中国艺术报 欧阳可亮甲骨文书法作品捐赠国图 李超

11月3日 京华时报 国图开讲儿童教育戏剧 田超

11月3日 北京青年报 儿童教育戏剧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开幕 李铁柱

11月5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推广系列报道之八：数字图书馆
专业人才队伍逐步壮大

　

11月7日 新民晚报
三千嘉宾共论“阅读引领未来”2013年中国图书馆年会
在沪举行  

王剑虹

11月7日 中国新闻网 三千嘉宾齐集中国图书馆年会 共论“阅读引领未来” 许婧、郁玫

11月7日 中国新闻网视频 中国图书馆年会上海开幕：数字化成未来趋势 许婧、张亨伟

11月7日 新浪网 “书香未来”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名单 　

11月7日 新浪网 “书香未来”优秀推荐文章获奖人员名单 　

11月7日 新浪网 “书香未来”100本（套）推荐图书名单 　

11月7日 央视网
建设百姓身边的图书馆 让全社会充满书香——周和平
同志在中国图书馆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11月8日 人民日报 中国图书馆年会开幕 探讨未来图书馆模式 张贺、曹玲娟

11月8日 光明日报 2013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共论阅读引领未来 孙丽萍

11月8日 中国文化报
“书香未来”颁奖仪式在沪举行100本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图书揭晓

边思玮

11月8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2013年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体验区亮相上海浦东中国
图书馆年会

　

11月8日 经济日报 阅读引领未来2013中国图书馆年会开幕 金晶、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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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图书馆报 欧阳可亮书法作品捐赠国图 田园

11月8日 中国艺术报 中国图书馆年会倡导“全民阅读” 金涛

11月8日 中国新闻网视频 传统技艺与数字化结合 中国古籍修复探索走出困境 许婧、张亨伟

11月8日 中国广播网 中国图书馆展览会在沪举行 参展企业达数百家 张庶卓

11月8日 新浪网 2013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开幕 倡导全民阅读理念 　

11月8日 央视网 “书香中国——阅读引领未来”2013中国图书馆年会 　

11月8日 央视网
进一步完善图书馆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在
全民阅读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1月8日 中国文化传媒网 2013中国图书馆年会浦东开幕共论“阅读引领未来” 简言之

11月13日 中华读书报 欧阳可亮书法作品捐赠国家图书馆 夏琪

11月14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推广系列报道之九：打通公共
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1月18日 云南信息报 首届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 　

11月19日 云南卫视台 2013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在昆举行 　

11月19日 河北日报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百年后重回承德 李建成

11月19日 新华网 十竹斋文献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开展 吴建路

11月19日 中国新闻网 首届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昆明开幕 史广林

11月19日 中国新闻网视频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拟共建亚洲数字图书馆 　

11月19日 光明网 周和平会见国际图联秘书长詹妮弗·尼克尔森 王锦宝

11月19日 光明网 周和平会见朝鲜人民大学习堂总长辛梧芛 王锦宝

11月19日 中国网 2013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在云南举办 通过昆明宣言 　

11月19日 云南网 首届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在昆明开幕 王静、何艳絜

11月19日 云南网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通过《昆明宣言》 王静、何艳絜

11月20日 人民日报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举行 倡议加强合作资源共享
李琰、胡洪江、
杨文明

11月20日 光明日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推广 智能化让图书馆服务方便
快捷

李晓鸣

11月20日 中国文化报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通过《昆明宣言》 陈璐、薛帅

11月20日 中国文化报 从手机动漫标准到国家动漫公共素材库 程丽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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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云南日报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举行 通过《昆明宣言》 
杨红川、钱红梅、
雷桐苏

11月20日 云南信息报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昨日举行 吴珊

11月20日 昆明日报 首届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开幕《昆明宣言》倡议资源共享 李超

11月20日 春城晚报
首届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在昆明开幕共建“亚洲数字图
书馆”

　

11月20日 生活新报
2013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通过《亚洲图书馆昆明宣言》
倡导建立图书馆合作交流长效对话机制

王恩国

11月20日 新华网 2013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在云南昆明举行 周洪鹏、徐硙

11月20日 新华网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通过“昆明宣言” 倡议资源共享
合作

周洪鹏、徐
硙、李怀岩

11月20日 中国新闻网 纸质文献修复成果展成都开幕 专家吁社会力量支持 付敬懿

11月20日 人民网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通过“亚洲图书馆昆明宣言” 王鹤瑾

11月20日 光明网
2013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成功举办《亚洲图书馆昆明宣
言》顺利通过并正式发布

王锦宝

11月20日 光明网 周和平同志在2013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上的主旨报告 王锦宝

11月20日 光明网
周和平呼吁亚洲地区图书馆要拓展合作领域、加强共建
共享

王锦宝

11月21日 中国文化报 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在国图展示 程竹

11月21日 人民政协报 十竹斋木版水印非遗艺术传承文献展举办 雷新

11月21日 中国广播网 2013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建亚洲图书馆交流合作平台 张庶卓

11月22日 人民日报 国图与高校图书馆开通馆际互借服务 赵婀娜

11月22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木版水印非遗艺术展出 叶晓楠

11月22日 光明日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推广“掌上国图”移动来袭 刘术华、宋姝

11月22日 中国文化报
拓展合作领域 加强共建共享 共同推动亚洲地区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专版）

薛帅

11月22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2013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在云南举办 　

11月22日 图书馆报 2013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在云南举办 田园

11月22日 国际在线 旅美华人多次捐赠文物史料 传承历史真实表爱国热情 刘思恩

11月23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美籍华人收藏家向国图捐赠珍贵文献 陈劲松

11月25日 光明日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推广 把图书馆服务“搬回家” 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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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中国文化报 欧阳可亮书法作品捐赠国图 屈菡

11月27日 中国文化报 厄瓜多尔驻华使馆向国图赠送图书 屈菡

11月27日 中华读书报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研讨会在青岛召开 刘霄

11月28日 光明日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推广 让知识的阳光照亮每个人
心间

赵媛媛

11月28日 中国科学报 国图与高校图书馆开通馆际互借服务 　

11月29日 中国文化报 陈灿培向国图捐赠珍贵文献 屈菡

11月29日 图书馆报 陈灿培向国图捐赠珍贵文献 田园

12月3日 中国文化报 亚洲图书馆：数字化时代的探求与担当 陈璐

12月6日 中国文化报 网络书香带来的悦读风尚 李兴国

12月10日 中国文化报 数字图书馆：蕴藏知识的宝库 高玉林

12月11日 中国文化报 幸福书香满庭芳——我与数字图书馆 　

12月11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七年成果集中展出 　

12月11日 北京日报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百年后重回承德 李建成

12月11日 新华网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出《本草纲目》祖本 廖翊

12月11日 国际在线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国图展出 于清凡

12月11日 中国网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京展出110部珍品亮相 苏向东

12月12日 光明日报 残楮诉历史 笔底蕴新知 国图展出百余件珍贵古籍 杜羽

12月12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展出大量珍贵古籍 屈菡

12月12日 人民政协报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展 雷新

12月12日 北京日报
古籍普查重要发现暨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昨开展 
160余珍贵古籍藏文化“密码”

李洋

12月12日 新京报 国家图书馆展出110余部古籍珍品 浦峰

12月12日 北京青年报
轰动史学界的甲骨文“四方风”展出 甲骨文首次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王岩

12月12日 城市快报 《本草纲目》祖本亮相国图 　

12月12日 新华日报 《本草纲目》祖本在国图展出 　

12月12日 新华网 国家图书馆展出《本草纲目》祖本等古籍 廖翊

12月12日 中国广播网 古籍普查重要发现暨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京展出 张庶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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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 光明日报 古籍普查新发现 　

12月13日 图书馆报
“古籍普查重要发现暨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姜火明

12月13日 中国科学报 艺术展——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12月13日 中国艺术报 金陵本《本草纲目》亮相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李超

12月13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 160余部珍贵古籍国图集中展出 韩东

12月13日 宁夏日报 李时珍家族自编版《本草纲目》亮相 　

12月15日 宜宾日报 国家图书馆展出《本草纲目》等古籍 　

12月16日 工人日报
古籍普查再获重要发现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京
举办

赵亮

12月16日 中国教育报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京展出 　

12月16日 洛阳晚报
洛阳藏《本草纲目》亮相京城 在珍贵古籍展上被誉为
祖本 

程奇

12月17日 中央电视台CCTV13
国家图书馆·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百件古籍精品
展出 

　

12月18日 中央电视台CCTV4 百件古籍精品国家图书馆展出　 　

12月19日 上饶晚报 李时珍家族自编版《本草纲目》亮相 　

12月19日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巧手慧心修文脉 残存古籍获新生 吴运亮、郭潇雅

12月20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向百姓展颜 张鹏

12月22日 《人民铁道》报 国家图书馆展出《本草纲目》祖本等古籍 廖翊

12月25日 光明日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推广 共享文化资源不是梦 胡昱晓

12月25日 中国文化报 没有油墨的书香——我与数字图书馆相伴而行 张洁

12月26日 中国文化报 数字图书馆：我的良师益友 付朝渊

12月27日 光明日报 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韩萌、邵燕

12月28日 新民晚报
古籍普查新发现填补研究的空白
——对话国图副馆长张志清  

陶禹舟

12月28日 新民晚报 百余件国家珍贵古籍汇聚国图展出 陶禹舟

12月30日 北京电视台BTV1 非遗工艺大展　大师传承流传有序 邓耀明、蔡晶晶

12月30日 光明日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推广 为书架桥其乐无穷 刘昉、温泉

12月30日 中国文化手机报 国图中国记忆系列展 “丝绸的记忆” 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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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 人民网 “丝绸的记忆”国图开展 非遗人将现场献艺 孟娇

12月30日 光明网 中国蚕丝织绣特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展 于园媛

12月30日 国际在线 “丝绸的记忆”非遗特展国图开幕 宋道玉

12月30日 中国网 “丝绸的记忆”非遗特展开幕10位传人口述史正式发布 苏向东

12月31日 光明日报 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推广 网络书香满中华 沈沛、郭炯

12月31日 中国文化报 国图展示“丝绸的记忆” 屈菡

12月31日 中国文化报 数字图书馆让我的世界更精彩 孔维越

12月31日 新京报 去国图看龙袍织机 浦峰、杜丁

12月31日 京华时报 非遗展示传承文化 王海欣、张然

12月31日 光明网 丝绸的记忆 非遗特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展 　



馆 藏 珍 品

严复题《铜官感旧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