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与出版
●    《中国图书馆学报》

●    《国家图书馆学刊》

●    《文献》

●    《中国图书馆年鉴》

●    《国家图书馆年鉴》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专业文献

●    年度掠影



180

国家图书馆年鉴2014

   编辑与出版   

一、《中国图书馆学报》

为了能够适应网络技术的大环境，满足

读者移动互联的多样化需求，2013 年编辑

部逐步实现本刊网站大幅度改版升级，继升

级远程稿件处理系统之后，实现了网页响应

式效果的设计。

2013 年共收到稿件 1619 篇，中文双月

刊共发稿 84 篇，除常设栏目“研究论文”

“综述评介”“探索交流”外，开设专栏“第

五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标准解读”“中西

部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另外还

首次与国外刊物（Library Trends）合作开设“社群信息学研究”栏目。英文年刊发稿 15 篇。作

为图书馆学期刊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单位，2013 年在中国图书馆年会上举办“正确

使用研究方法，提高论文写作质量”分会场，反响热烈。

二、《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3 年，《国家图书馆学刊》首次入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

中心研制与评选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

期刊要览》（CASS）。

为细化《国家图书馆学刊》栏目设置，

集中反映我国在公共图书馆以及图书馆服

务与管理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2013

年，《国家图书馆学刊》增设“公共图书馆

研究”和“管理与服务”两个栏目。全年来

稿量约 2100 篇，刊发 103 篇。

《中国图书馆学报》

《国家图书馆学刊》



181

编辑与出版

三、《文献》

2013 年《文献》正式改版，由季刊改

为双月刊，全年共出版 6 期，刊发各类稿

件 140 篇。主要栏目有“版刻目录学”“刻

书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批校题跋研究”

“书札整理研究”“石刻墓志研究”“辑佚与

辨伪”“海外遗珍”“藏书史研究”“中外文

化交流”“文史新论”等，并根据组稿情况，

灵活设置专题栏目，集中探讨学界共同关心

的话题。作者队伍广泛，包括图书馆界专

家、高等院校学者、国家及省级社科研究机

构研究人员等，既有知名学者，也有青年科研教学人员。

四、《中国图书馆年鉴》

2013 年，《中国图书馆年鉴》编辑部与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合作，在 2013 年中国图书馆学

会秘书长联席会议期间，举办《中国图书馆年鉴》编纂工作会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各分支机构和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会秘书长等 40 多人参加会议。《中国图书馆年鉴》主办单位——中国

图书馆学会和国家图书馆在综合考察稿件质量、供稿及时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对 2011—2012 年编纂

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进行表彰。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图书馆馆长助理汪东波宣读《关

于表彰〈中国图书馆年鉴〉编纂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上海

市图书馆学会等 24 个单位分别荣获《中国图书馆年鉴》编

纂工作先进单位一、二、三等奖。会议总结了 2012 卷编纂工

作，公布 2013 卷编纂大纲，对 2013 年编纂工作进行布置安

排；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方自金介绍《中国图书馆年鉴》

出版发行情况；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及黑龙江、

山西两省图书馆学会的负责人分别介绍编纂工作经验。最后，

汪东波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的工作思路。

《中国图书馆年鉴 2013》全面反映 2012 年中国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状况。正文设立特载、专文、图书馆事业、学术

交流、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专业文献、统计资料、年度

大事记、图书馆活动图辑、索引等 10 个栏目。其中“特载”

栏目重点反映 2012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各地图书馆联盟建

《文献》

《中国图书馆年鉴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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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国际研讨会等年度内

在全国图书馆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栏目则增加年度综述，同时改变

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的归纳表述方式，使该栏目更加条理分明，详略得当。

2013 年共收到原始稿件 230 多万字，图片 486 幅，最后定稿达 120 多万字，图片 168 幅。12

月，交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五、《国家图书馆年鉴》

《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3》全面记录国家图书馆 2012 年

各项工作开展概况，提供翔实数据，为国家图书馆的发展提

供决策依据，为业界提供参考，为公众了解国家图书馆提

供桥梁。全书共分为“综述”“特别记载”“基础业务工作”

“服务工作”“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重点文化工程”“文献

开发”“学术与科研”“编辑与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机

构与人员”“设施建设与安全保卫”“党建与员工文体活动”

“统计资料”“重要文件选编”“媒体报道”“年度大事记”以

及“综合索引”等 18 个栏目。本卷在前两卷的基础上，进

行充实和局部调整，增设“文献开发”栏目，在“基础业务

工作”部分增加了“文献保存与保护”的内容。《国家图书

馆年鉴 2013》11 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 60

万字（比 2012 卷增加约 10 万字），图片 143 幅，统计表 29

个。此外，《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3》还推出光盘版（中英文对照）。

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专业文献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度出书 273 种，比去年同期减少 8%；其中新版书 260 种，比去年

同期减少 7%；重印书 13 种，比去年同期减少 28%。发稿 405 种，比去年同期增加 107%。2013

年度销售额收入取得显著增长，发货码洋 12316 万元（不含教育部为百所高校配备《中华再造善

本（续编）》经费，下同），比上年同期增长 29%，销售收入 668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

（一）重点图书的出版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全 1000 册，索引 1 册）顺利结项，并

在结项考评中获得 95 分的优秀成绩。完成 2013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淮海战役史料汇编》（全

《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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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全 80 册）的出版。完成国家清史编

纂委员会档案丛刊系列《清代军机处

随手登记档》（全 180 册）的出版。

完成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

重点规划项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稀见方志丛刊》（全 330 册），国家

“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中国古

籍珍本丛刊 · 天津图书馆卷》（全

60 册）的出版。

此外，不断完善现有“民国文献

资料丛编”“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近现代名人日记手札”系列图书的出版工作。积极策划、

申报并承担“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全年共计出版民国专题丛书 120 余种、2400 余册。

做好中标项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横滨审判庭审记录》的编辑出版工作。《任继愈文集》

编辑工作顺利推进。完成《翰墨缥缃——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展图录》《大

漆中的记忆》等展览图录的出版。

（二）申报项目和参评奖项

1. 申报各类重点项目

《淮海战役史料汇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获 2013 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任继愈

文集》获 2014 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成功认领 2011—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古本

戏曲丛刊（六、七、八集）》（参见专条“《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编纂出版工作落户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资料汇编》2 个项目获得 2013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第一

期）》获批列入 2013 年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 优秀图书评奖

《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图书书

目》；《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历代文庙资料汇编》

《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文献汇编》获 2012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晚清社

会（亲历中国丛书）》荣获 2012 年度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帝国丽影（亲历中国丛书）》《文

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亲历中国丛书）》《你一生应诵读的 50 篇诗歌经

典》《共享阅读》《数字阅读》《最美的词》《国宝档案》等 7 种图书入选《2013 年全国中小学图书

馆（室）推荐书目》。

专业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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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出版项目

“基于云计算的古籍数据库建库技术研究”获批列入 2013 年度文化部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

目；《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少年儿童阅读指导平台”获批列入西城区文化创意产业项目

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同编辑及复合出版示范工程”获 2013 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

持；“中国历史人物资源服务平台项目”获 2013 年中央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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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结项】

2013 年 7 月，国家出版基金

重大项目《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

库善本丛书》如期申请结项。12

月 24 日，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

办公室对本项目进行结项验收。

该项目最终考评获得 95 分，被评

为优秀。本丛书正式付印前，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于 6 月 26 日组织

召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

本丛书》专家审读会”，邀请北京

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古籍研究

专家白化文，原国家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

局编审许逸民，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知名古籍版本专家李致忠对样书进

行审读。

【《淮海战役史料汇编》获国家出版基金立项】

2013 年 2 月，2013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拟资助项目通过公示并上报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

会批准，最后确定对 340 个项目给予资助。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淮海战役史料汇编》获国家

出版基金立项。《淮海战役史料汇编》启动于 2012 年年初，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增补项目。该书共五卷九册，2013 年 6 月正式出版。

【《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

4 月 12 日，《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会议由上海

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主办。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社长方自金等出席会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专家，国内电影与文献专家、学

者等参加会议。

《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据馆藏电影期刊编辑整理，国家图书馆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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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精心设计、影印出版，是迄今为止海内外出版的有关民国时期电影期刊规模最大的影印本，

也是国家实施“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丛书之一。

该书收入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出版的电影期刊 73 种，计 167 册，全部按原色影印。这

些期刊中最早创刊的为 1921 年 4 月出版的中国第一本铅印电影刊物《影戏杂志》，最晚创刊

的为 1949 年 8 月出版的《影剧新地》，既有出版时间最长的《青青电影》，也有出版期数最多

的《电声》，为研究者提供民国时期电影发展，包括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影院建设、输

入输出、影人活动、理论探讨、外国影坛乃至趣闻轶事、花边新闻等方面的大量第一手珍贵

史料。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发布会暨地方志整理出版座谈会召开】

9 月 25 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发布会暨地方

志整理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内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市方志馆、北京各城区图书馆等高校和藏书单位的近 70 位专家学者、

图书馆负责人与会。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图书

系列的第 15 种，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 6700 余种地方志中精选出 28 个省区的 274 种稀见方

志，其中孤本、稿本 92 种，国内收藏单位在 3 家以内的稀见方志 184 种。成书为精装 16 开，

《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出版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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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330 册。

发布会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方自金主持。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研究馆员丁世良介绍这套书的整理编

辑情况和出版的价值、意义。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总编辑贾贵荣和历史文献

影印室副主任张爱芳分别介绍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在地方志整理出版方面所

做的大量工作和经验体会。

地方志整理出版座谈会由北京大

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李云主持。来自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对《北京大学图书

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的出版给予高度评价，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地方志整理

出版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暨《天津图书馆卷》首发式隆重举行】

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暨《天津图书馆卷》首发式在

北京宽沟举办。来自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

民族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辽宁省

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以及北京大学

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复旦

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四川

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福

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

馆等全国 40 余所图书馆的馆长、副

馆长或古籍部主任共 50 余名代表参

会。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古籍珍本丛

刊 · 天津图书馆卷》的编纂整理，

以及联合开展“中国古籍珍本丛刊”

“馆藏稀见方志丛刊”“馆藏特色文

献”等合作项目以及图书馆数字资源

建设与数据库的开发利用等议题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新书发布会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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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珍本丛刊 · 天津图书馆卷》是“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系列的第一种，全 60

册，共遴选天津图书馆藏古籍善本 179 种，其中经部 13 种、史部 58 种、子部 30 种、集部 69

种、丛部 9 种。以版本计，明刻本 65 部，稿钞本 98 部，其中 130 多部为存世孤本。这些善

本古籍，除少数几部，均为首次影印出版。

会议期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首都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庆图书馆签署“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合作意向书。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新书发布会暨清代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召开】

2013 年 10 月 22 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新书发布会暨清

代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津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故宫博物

院、国家博物馆、恭王府、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清史编纂

委员会及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

馆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近 30

人与会。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是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规划出版的

档案丛刊系列之一，以现藏于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珍贵文献资

料为底本影印出版，全书共计 180

册。本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

检索价值，为清史研究提供了第

一手原始资料。

【《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编纂出版工作落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古本戏曲丛刊》主持编纂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达成合作出版

意向，认领《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在全国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支持下，获得 2013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2013 年，《古

本戏曲丛刊》项目筹建了编委会，以及原拟目录的比对与选目确定等工作。

《古本戏曲丛刊》是由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文学组召集人郑振铎主持编印的一部中国古代戏曲作品总集，拟编纂 10 集，收录上千种古

代戏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重大文化工程，影响深远。该项目编纂过程中，曾分

别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李一氓的积极支持与指导。自 1954 年开始编印

至今近 60 年，仅出版 6 集（一至五集及九集），承担印制出版工作的分别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

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鉴于该丛刊的重要历史文献价值，2012 年，在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的建议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新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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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约 300 卷）的整理出版列入《2011—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

【《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列入“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图书书目”】

8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专家经过多轮评审程序，

确定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 91 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历代年谱总目（增订本）》

列入“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图书书目”。

“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

小组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充分发

挥优秀古籍出版物的社会作用，于 2013 年开展的古籍整理图书评选活动。

《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一书由本馆老专家杨殿珣集数十年研究成果编辑而成。书中

著录年谱 4000 余种，反映古今谱主 2800 余人。

【《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4种图书获2012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

8 月 2—4 日，第 28 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 2012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在银川举

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

刊》等 4 种图书获奖。

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由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

委员会设立，自 2006 年起，每年召开一届，由全国 30 余家

古籍出版社及其他相关出版社报送优秀古籍图书参与评选。

设荣誉奖、一等奖、二等奖、普及读物奖等奖项。

《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

“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系

列之一，荣膺 2012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全

书精装 170 册，收录南京图书馆藏方志 140 种，其中孤本

方志 52 种，如正德刊本《宣府镇志》、弘治刊本《洪武京

城图志》等，收录国内收藏单位在 3 家以内的稀见方志 88

种，并为每种方志撰写提要。《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

料选编》《历代文庙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文

献汇编》获二等奖。

【贾贵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优秀编辑）奖】

2013 年 12 月，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结果揭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贾贵荣获优

秀出版人物（优秀编辑）奖，这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二次获得此项殊荣。

《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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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新闻

出版领域的最高奖，每三年评选

一次，旨在表彰和奖励国内新闻

出版业优秀出版物、出版单位和

人物。

贾贵荣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和

出版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和理论认知，为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探索出一条符合出版市场、

符合学术需求的发展之路。她先

后策划出版“著名图书馆藏稀见

方志丛刊系列”“中国古籍珍本丛

刊系列”等“十一五”“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11 项；《清代方略全书》《丛书集成三

编》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10 种；各类大中型古籍影印类选题 100 余种，使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的古籍影印图书日益专题化、系列化、规模化和规范化。

【海外合作出版取得新进展】

6 月 17—18 日，“海外（北美地区）中华古籍合作保护研讨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

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耶鲁大

学东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哥伦比

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

东亚图书馆、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以及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亚洲图书馆共计 12 家图书馆的有关代表参会。会议讨论了

《北美中文善本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出版有关事宜，由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承担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还与各海外馆达成多个馆藏文献开发合作意向。8 月 4—

11 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方自金一行四人赴美国国会

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

图书馆访问，深入了解各馆的馆藏中文古籍，商讨古籍出

版合作项目，取得积极成果。10 月，《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永乐大典〉》（全三册）出版。

贾贵荣近照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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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成功起步】

2013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根据自身发展要求，将“数字化战略”列为未来总体发展战略中

重要的一环，致力于建设以本社优势内容资源为基础，提供深度知识增值服务的专业服务平台，

以专业数字服务为基本定位和战略目标，逐步实现传统出版的内容集聚数字化，流程管理数字化

和传播方式数字化。实施《珍贵古籍数字资源应用平台》，利用该平台建设《中华再造善本数据

库》《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书目查询系统》；获批 2013 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及“中

央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为推动数字出版升级改造创造有利条件。

通过实施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文化部文化创新工程等，同北京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印刷

学院等单位开展有效合作，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有效地解决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积

极开展主导型社会化合作，打破界限，与圣智学习、方正信产等合作，打造数字出版生态链。不

断摸索和尝试数字版权合作，探索电子版权销售模式。在与作者合作分享利润的同时，积极维权，

对中国知网、超星公司等侵权单位进行举证和维权。通过信息化提高业务流程的数字化管理程度，

从规范化逐步走向数字化管理，根据出版业务流程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信息化系统改造与升级，

实施 ERP、OA、数据交换中心等系统，为数字出版打造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