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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交流与合作   

2013 年，国际交流处依照国家图书馆整体发展战略，围绕全馆中心工作，继续以立法决策调

研、海外中华古籍回归、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数字图书馆合作为重点，做好对外文化交流工

作，完成对外交流工作任务。

一、国外及港、澳、台来访

外事接待共计 33 批 229 人次。来访者包括：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代表团、澳大利亚文化

部代表团、乌克兰文化部代表团、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代表团、朝鲜人民大学习堂代表团、国

际图联秘书长、厄瓜多尔外交部代表团、新西兰内政部代表团、孟加拉文化部代表团、塔吉克斯

坦文化部代表团、伊朗文化部图书馆处代表团、以色列国家图书馆馆长、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代

表团、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代表团、蒙古图书馆界代表团、日本一桥大学图书馆代表团、索菲

绍尔高级中学代表团、法国自然史博物馆代表团、韩国釜山图书馆代表团、首尔市图书馆代表、

美国莱斯大学代表团、法国文化中心多媒体图书馆馆长、美国圣智学习集团董事会主席、摩洛哥

孔子学院代表团、德国明斯特大学代表团、韩国忠南大学图书馆代表团等以及中国港、澳、台地

区的来访者：香港民政事务局代表团、台北“故宫博物院”代表团、台湾文学馆副馆长。国际交

周和平馆长会见乌克兰文化部第一副部长科汉 · 季莫菲 · 格里高利耶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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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处充分向来访者介绍国家图书馆的发展成就，加深来访机构对国家图书馆的了解，扩大国家图

书馆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利用交流契机，发掘新的合作项目。

二、本馆人员赴国外及港、澳、台交流

2013 年，国家图书馆共出访 26 批 74 人次，重要出访包括：馆长周和平率团访问美国、加拿

大和巴西三国，考察立法决策服务以及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情况；馆长周和平率团访问美国，与

美国杰斐逊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馆长周和平率团访问香港、澳门，与香港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签署数字图书馆合作协议；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率团访问墨西哥、古巴、秘鲁，签署

合作协议；副馆长常丕军率团赴美国出席美国东亚图书馆理事会会议，并访问美国、加拿大的主

要图书馆；副馆长陈力率团访问日本、韩国，进行中日两馆第 32 次业务交流活动，并访问韩国国

立中央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率团访问德国、法国，调查海外中文古籍和民国时期文献保存、保

护情况；副馆长张志清出

席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

洲文化合作论坛；副馆长

魏大威赴马来西亚参加亚

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

馆馆长会议；副馆长魏大

威赴美国参加世界数字图

书馆合作伙伴会议和理事

会会议；馆长助理孙一钢

率团赴新加坡参加国际图

联会议，并赴泰国参加国

际图联卫星会议；馆长助

理孙一钢率团出访新西兰、

澳大利亚进行业务交流并

签署合作协议；馆长助理

汪东波赴荷兰参加学术会议。

与上一年度相比，出访批次和人数略有增长，来访人数有所下降。通过出访来访项目的实施，

巩固国家图书馆对外交流合作项目的成果，同时在许多具体合作项目上取得的进展。国际友谊得

到进一步加深。

魏大威副馆长出席世界数字图书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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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外合作项目

2013 年，国家图书馆巩固既有的合作项目，并拓展新的交流合作领域。以 2013 亚洲图书馆

馆长论坛的策划与实施为契机，提升国家图书馆区域影响力，扩大与亚洲地区图书馆的交流渠道，

探讨区域实质性合作项目的开展；积极参与国际图联事务，发挥国家图书馆作为国际图联中文语

言中心和国际图联保存保护中心中国中心的作用，提升中国图书馆界的国际影响力。

配合立法决策调研、海外古籍调查、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数字图书馆合作等重点工作，

有针对性和计划性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国外的战略储备库、立法服务、民国文献和古籍进

行调研，尝试开展数字图书馆领域合作，使对外合作项目更好地为业务工作服务。

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图书馆界双边或多边业务交流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务实交流。通过互

访和专题业务交流，继续密切与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国家图书馆的合作伙伴关系；开拓与古巴、墨西哥、巴西、巴林、塔吉克斯坦、德国的合作；

与古巴国家图书馆、秘鲁国家图书馆、巴西国家图书馆、巴林哈马德国王图书馆、加拿大麦吉尔

大学图书馆、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签署合作协议，明确双边合作内容；积极参加第 21 届亚洲

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第 79 届国际图联大会、世界数字图书馆会议、中文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理事会，举办海外（北美地区）中华古籍保护工作研讨会，加强与全球

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并不断促进图书馆业务的发展。

配合文化外交工作，举办了 2013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活动，继续做好“中国之窗”海外赠书

等项目，以“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推进国家图书馆外宣工作的全面发展，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继续完善外语志愿者项目，通过组织专业培训和安排参与外事工作实践，不断培养和锻炼各

语种人才。在馆员赴外研修方面，实施选派赴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研修生项目，赴韩国国立中

央图书馆交换馆员项目，赴韩国参加文化同伴者项目；安排人员赴美参加美国政府内部控制建设

研究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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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举办2013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活动】

11 月 18 至 20 日，由文化部和云南省政府主办的 2013 年亚洲艺术节在云南昆明举行，为促

进亚洲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共同发展，根据 2012 中国—东盟文化论坛通过的《东亚图书馆南宁倡

议》，艺术节期间国家图书馆策划举办了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邀请亚洲各国图书馆馆长、港澳台

地区图书馆代表、国际图联代表、部分其他国家图书馆代表，以及国内图书馆代表出席，共同探

讨亚洲各国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并通过《2013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昆明宣言》。中外代表共 80

余人出席论坛活动。

【与巴林王国教育部签署合作协议】

9 月 16 日，在习近平主席与巴林国王的见证下，文化部部长蔡武代表国家图书馆与巴林王国

教育部签署《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巴林王国教育部（哈马德国王图书馆）合作备忘录》。协议的签署

对国家图书馆与西亚地区图书馆开展合作起到推动作用，填补了与这一地区国家图书馆交流合作

的空白。

2013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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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国、加拿大、巴西进行立法决策服务及战略储备库建设调研】

7 月 2 日至 11 日，馆长周和平率代表团出访美国、加拿大和巴西三国，考察上述三国图书馆

的立法决策服务以及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情况，期间重点考察上述机构为政府部门及议员提供立

法决策服务的情况，以借鉴其在法律支撑、机构设置和服务拓展方面的经验；同时，就国家文献

战略储备库项目，实地考察当地的文献储备设施，从选址、内部设计、管理运行等方面进行深入

调研。代表团还出席 2013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美

国国家档案馆等机构，实地考察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战略储备库。访加期间，代表团正式访问

加拿大国家图书和档案馆、多伦多大学图书馆、麦吉尔大学图书馆，并与麦吉尔大学图书馆正式

签署合作协议。访巴期间，代表团访问了里约热内卢国家图书馆和巴西利亚国家图书馆，就开拓

图书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充分交换意见，并达成初步共识。

【与美国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

为了落实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的成果，积极配合刘延东副总理访美，促进中美

文化交流与合作，11 月 20 日至 25 日，由馆长周和平率代表团赴美，在刘延东见证下与美国杰弗

逊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协议内容围绕合作举办题为“杰弗逊总统与图书馆”的展览等事宜展开。

国家图书馆与杰弗逊基金会合作举办此次展览，将促进中美两国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对中美

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与香港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签署合作协议】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馆长周和平率代表团赴香港、澳门访问，并代表国家图书馆与香港特

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冯程淑仪签署《关于在香港公共图书馆开展数字图书馆合作的协议》，根

据协议，国家图书馆将部分馆藏数字化资源免费存放在香港公共图书馆“多媒体资讯系统”平台

上，让香港市民了解并感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瑰宝，同时展示国家图书馆在文献保

护和修护方面取得的成果。

【与古巴、秘鲁、墨西哥国家图书馆签署合作意向书】

5 月 28 日至 6 月 8 日，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率团访问古巴、秘鲁、墨西哥，与古巴

国家图书馆签署《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古巴何塞 · 马蒂国家图书馆合作意向书》，与秘鲁国家图书

馆签署《中国国家图书馆与秘鲁国家图书馆合作意向书》，对加强我馆与拉美地区国家图书馆的交

流与合作，推动拉美地区中华古籍、民国时期文献的数字化回归具有积极作用。

【与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签署学术合作协议】

3 月 17 日至 26 日，副馆长常丕军率代表团赴美国出席了美国东亚图书馆理事会会议，并访

问了美国、加拿大的主要图书馆。期间与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签署《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多伦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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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术合作协议》，拓展双方现有的合作内容，为未来的合作打下基础。

【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进行第32次业务交流并访问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10 月 22 日至 29 日，副馆长陈力率团出访日本、韩国，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进行两馆间第

32 次业务交流，并访问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交流会上，陈力作了题为《立足基础业务　拓展服务

空间——国家图书馆读者服务新探索》的基调报告。双方围绕读者服务、立法决策服务、参考咨询

服务、电子图书及电子期刊采选与利用等内容进行充分研讨，并就民国文献收藏等内容进行交流。

【中文古籍和民国时期文献海外调研】

10 月 13 日至 19 日，副馆长张志清率代表团出访德国、法国，调查两国国家图书馆的中文古

籍和民国时期文献保存、保护情况。赴德国期间，代表团访问了德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

档案馆、德国 GSK 脱酸公司以及古登堡印刷博物馆等机构；赴法国期间，代表团访问了法国

国家图书馆和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等机构，初步掌握了两国的中文古籍和民国时期文献存

藏情况。

【参加第八届亚洲文化合作论坛】

11 月 14 日，应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邀请，副馆长张志清出席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洲文

化合作论坛，并在论坛期间举办的题为“图书馆与文化的保存及推广”的图书馆专题研讨工作坊

会议上作报告。

【参加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理事会】

9 月 23 日，“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在武汉举行。副馆长张志

清等与来自北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理事会成员代表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香港

中央图书馆提交的第十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及第八次理事会会议筹备方案。会

议还就如何加强合作项目管理等问题进行讨论，并确定举办下一届会议的相关事宜。

【赴美参加世界数字图书馆会议】

11 月 17 日至 22 日，副馆长魏大威赴美国参加世界数字图书馆合作伙伴会议和理事会会议，

与参会代表就数字图书馆项目内容建设、新成员招募、能力建设和技术进展等进行交流，并对项

目中存在的翻译和技术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会前，我馆将精选的第二批和第三批数据提交给项

目主管单位美国国会图书馆以供上传，以方便全世界的研究人员使用。

【参加亚洲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

3 月 25 日至 29 日，副馆长魏大威赴马来西亚参加第 21 届亚洲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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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加强国家图书馆与亚大地区各图书馆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并介绍国家图书馆近期工作情况，

增强区域影响力。

【赴新加坡、泰国参加国际图联会议】

8 月 16 日至 22 日，第

79 届国际图联大会在新加

坡举行，其卫星会议于 8

月 13 日至 16 日在泰国曼

谷召开，馆长助理孙一钢

率国家图书馆代表团参加

了上述会议，同时还参加

了同期举办的国家图书馆

馆长会议，就各国国家图

书馆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

问题与参会的各馆馆长进

行交流。在会议期间，国

家图书馆代表团正式访问

了泰国国家图书馆和新加

第 21 届亚大图书馆馆长会议合影

孙一钢馆长助理带队参加 2013IFLA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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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国家图书馆，并与两馆就深入开展合作进行探讨。此外，代表团还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

西兰国家图书馆、南非国家图书馆、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等代表举行了会谈。

2013 年还完成了本馆在国际图联任职人员变更参选工作，共有 13 人在图联任职：周和平任

国家图书馆专业组常委，张志清任保存保护中心中国中心主任，魏大威任信息技术专业组常委，

孙一钢任亚大专业组常委，严向东任图书馆协会管理专业组常委，翟建雄任版权与法律事务委员

会常委，马静任中文语言中心主任，谢冬荣任家谱地方志专业组常委，王磊任文献提供和资源共

享专业组常委，高红任编目专业组常委，卢海燕任议会图书馆及研究服务专业组常委，陈红彦任

保存保护专业组常委，顾犇任国际统一机读目录委员会委员。

【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进行业务交流并签署协议】

12 月 4 日至 11 日，馆长助理孙一钢率代表团赴新西兰、澳大利亚进行业务交流，并就与澳、

新两国国家图书馆开展数字图书馆建设、古籍藏品展览等合作签署合作协议。此次出访巩固了国

家图书馆与大洋洲地区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

【举办海外（北美地区）中华古籍保护工作研讨会】

6 月 16 日至 19 日，国家图书馆在京召开海外（北美地区）中华古籍保护工作研讨会，专题

研讨北美中华文献典籍合作保护事宜，加强海外古籍普查，继续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调查中华古

籍在世界各地的存藏状况，促进海外中华古籍以数字化形式回归。

【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进行业务交流】

1 月 9 日至 14 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总裁梁宝珠一行来访，与国家图书馆进行业务交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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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并举办讲座。自 1997 年正式签署合作意向书以来，国家图书馆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交

往密切，在图书馆业务建设上互有借鉴。

【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进行第16次业务交流】

5 月 15 日至 22 日，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数字资料管理部部长（副馆长）朴成基一行来访，

进行双方第 16 次业务交流活动。副馆长魏大威宣读中方基调报告《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

展望》，此次业务交流活动就数字图书馆、少儿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等内容进行探讨，增进双方的了

解和经验借鉴。

【赴荷兰参加第四届UDC国际研讨会】

2013 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由

馆长助理、《中图法》编委会副主任

委员兼主编汪东波及《中图法》编

委会委员兼副主编卜书庆、编委会办

公室成员喻菲组成国家图书馆代表

团，受邀参加了由 UDC 联盟举办的

第四届 UDC 国际研讨会，并对荷兰

皇家图书馆、和平宫图书馆、海牙市

图书馆进行参观访问。此次会议的主

题是：“分类法和可视化”，探索跨领

域知识可视化的前沿进展和技术以及

它们对主流书目组织和文献分类的影

响。来自近 30 个国家 100 多位学者

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卜书庆与会发

言，她与四川大学范炜合作撰写的“《中分表》主题规范数据的语义可视化”发表在 2013 年 11 月

荷兰 ERGON 出版的《UDC 国际会议论文集》。会议期间，汪东波作为《中图法》主编同 UDC 主

编阿依达 · 斯拉维克互致问候及交流，并赠送《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电子版一部，以此为契机加

深国际合作和交流。

【协助在台湾举办“中枢玄览：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展”】

10 月 24 日至 29 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台北举办“中枢玄览：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展”，

邀请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重庆图书馆参展并协助提供展品。该展览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

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框架下举办，旨在增进两岸图书馆事业相互了解，促进中文文献

资源共建共享。国家图书馆为该展提供了 12 种善本古籍图片及档案图片。

汪东波馆长助理赴荷兰参加第四届 UDC 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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