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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交流与合作   

2014 年，国家图书馆依照“全面提升年”的整体发展战略，创新工作思路，举办多项论坛活

动，发挥国家图书馆对外文化交流职能，拓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渠道。

一、本馆人员赴国外及港、澳、台交流

全年共出访 24 批 70 人次。重要出访包括：馆长韩永进率团赴法国参加第 80 届国际图联大会

并访问瑞士、德国，与德国国家图书馆正式签署中德合作备忘录；馆长韩永进率团赴香港出席第

十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暨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副馆长陈力率团访问伊朗、塔吉克斯

坦国家图书馆，与两馆分别签署中伊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塔合作协议书；副馆长张志清率团赴美

国参加北美亚洲图书馆年会并访问加拿大卑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魏大威率团赴意大利参加世界

数字图书馆合作伙伴会议并赴比利时访问欧洲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副馆长王军率团访问韩国国

立中央图书馆，进行中韩两馆第 17 次业务交流；副馆长李虹霖率团赴美出席美国图书馆协会年

会，并访问墨西哥巴斯孔塞洛斯图书馆；馆长助理孙一钢率团访问南非、毛里求斯国家图书馆，

与两馆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馆长助理汪东波率团访问以色列、土耳其国家图书馆，与两馆分别

签署合作备忘录。

馆长韩永进与德国国家图书馆正式签署中德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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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出访项目的实施，不断巩固和拓展与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国家图书馆的交

流与合作，进一步扩大国家图书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引领国家图书馆事业更好地走向世界。

二、国外及港、澳、台重要来访

全年共接待来访 47 批 379 人。来访人员包括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代表团、澳柒（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代表团、新西兰国家图书馆代表团、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代表团、美国芝加哥大学图

书馆代表团、美国中华大族谱协会代表团、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赞、法国国家图书馆代表团、

法国使馆文化中心图书馆代表团、法国使馆多媒体图书馆代表团、葡萄牙文化国务秘书代表团、

土耳其驻华大使馆代表团、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代表团、尼泊尔最高法院大法官代表团、哈萨克

斯坦国家学术图书馆代表团、埃塞俄比亚文化旅游部代表团、纳米比亚青年国家服务体育与文化

部代表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代表团、泰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韩国驻华使馆代表团、朝鲜驻华

使馆代表团、朝鲜人民大学习堂代表团、全国港澳研究会代表团、台湾卓越图书馆代表团以及国

外机构来访者。与 2013 年相比，接待来访批次增加 42%，来访人数增加 65%，接待批次与人数

都有较大增加。

三、对外合作项目

2014 年，根据全馆整体工作部署，国家图书馆将对外交流合作与海外文献调研、数字图书馆

建设、中华古籍保护、国际书展紧密结合。抓住重点，落实中央文化精神，举办大型图书馆交流

研讨活动，其中“中阿图书馆馆长论坛”填补中阿图书馆界合作的空白；突破两岸文化交流瓶颈，

联手打造“两岸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联展与论坛”。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加强与非洲、中亚、

西亚国家图书馆的联系，与南非、毛里求斯、伊朗、塔吉克斯坦、以色列、土耳其、德国等国家

图书馆、欧洲学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合作协议书等，搭建双边合作平台、明确合作内容。

为配合立法决策调研、海外古籍调查、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数字图书馆合作等国家图书

馆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和计划性地开展国际合作，派员赴俄罗斯、英国进行民国文献调研，促进

海外民国时期文献数字化回归；通过参加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与参会代表深入交流各地

区文献数字化的发展情况；通过参加海峡两岸档案暨缩微学术交流会，了解相关领域最新动态。

策划并组织图书馆双边或多边业务交流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合作项目。在《中日韩数字图

书馆项目协议草案》框架下，邀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相关人员来馆参加

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业务交流；根据《亚洲图书馆昆明宣言》的相关条款，举办首届朝鲜图书

馆馆员培训班；为庆祝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15 周年，举办澳门书刊联展。多项合作项目的顺利实

施，展现国家图书馆在承办重大会议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在国际图书馆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对于

提升中国图书馆在国际图书馆界的影响力，更深层次地参与世界图书馆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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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常规业务交流活动，派馆员赴日本参加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研修生项目，赴新加坡参加国

家图书馆管理局研修活动，赴韩国参加国立中央图书馆业务交流活动，协助文化部完成港澳大学

生暑期来馆实习项目，接待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员来访工作。履行国家图书馆承担的国际图联

保存保护中国中心、中文语言中心的职责，举办外语志愿者培训，为国家图书馆日常外事活动、

国际图联大会同声传译和快报编译工作做好必要准备。

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业务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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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参加北美亚洲图书馆年会并访问加拿大】

3 月 24—31 日，副馆长张志清率团赴美国和加拿大，参加北美亚洲图书馆年会，访问加拿大卑

诗大学图书馆。在北美亚洲图书馆年会上介绍海外中华古籍调查与合作保护工作取得的进展，访美

期间与美国公司就数字方志在北美销售签订合作意向书，与著名学者艾思仁先生就恢复“中华古籍

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编纂工作进行探讨，与有关人员探讨胡适手稿日记入藏国家图书馆事宜。

【与南非、毛里求斯国家图书馆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5 月 21—29 日，应南非、毛里求斯国家图书馆邀请，馆长助理孙一钢率团出访南非、毛里求

斯，与两国国家图书馆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层次拓展与两国图书馆合作空间，并成为文化部

“中非文化合作伙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期间代表团对南非、毛里求斯国家图书馆文献数字加

工、缩微文献保存等情况进行调研，并向毛方赠送 4000 册中西文电子图书。

【与伊朗、塔吉克斯坦国家图书馆签署中伊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塔合作协议书】

6 月 12—19 日，应伊朗、塔吉克斯坦国家图书馆邀请，副馆长陈力率团出访伊朗、塔吉克斯

坦，对两国国家图书馆进行访问，就未来合作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并分别签署中伊合

作谅解备忘录、中塔合作协议书。此次协议签署将为中伊、中塔图书馆领域专家互访、文献交换、

举办展览等领域开展合作打下良好基础，有利地推动国家图书馆与西亚、中亚国家图书馆的深层

次交流与合作。

【韩永进会见厄瓜多尔驻华大使并接受赠书】

6 月 23 日，馆长韩永进会见厄瓜多尔驻华大使何塞 · 博尔哈，并接受厄瓜多尔驻华使馆

的第二批赠书共 158 册。赠书丰富了国家图书馆西班牙语图书馆藏，对于建立两国图书馆交

流机制、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并访问墨西哥】

6 月 26 日—7 月 3 日，副馆长李虹霖率代表团一行 4 人应邀赴美国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

并访问墨西哥。出访美国期间，代表团访问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该馆图书馆馆长肯尼

思 · 索内尔进行会谈，双方就文献采访、古籍保护与修复及其他业务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访问

墨西哥期间，在文化部部长蔡武和墨西哥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席托瓦尔的共同见证下，李虹霖

与墨西哥文委图书馆司司长费尔南多 · 阿尔瓦雷斯 · 德 · 卡斯蒂略共同签署《关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194

国家图书馆年鉴2015

与墨西哥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在相关领域制订合作框架的合作意向书》。

【与以色列、土耳其两国国家图书馆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

应以色列、土耳其国家图书馆邀请，6 月 26 日—7 月 3 日，馆长助理汪东波率团出访以色列、

土耳其，对两国国家图书馆进行访问，就资源共享与合作发展、文献保护与利用、阅读与文化传

承，以及外文文献采访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并分别签订合作备忘录。期间，代表团还访问以色

列艾利贝斯公司总部并就技术问题进行交流。

【访问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并开展两馆第17次业务交流】

7 月 15—22 日，应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林元善的邀请，副馆长王军一行 5 人出访韩国，

进行两馆间第 17 次业务交流。此次两馆交流主要是探讨数字图书馆和少儿图书馆领域的业务，双

方以书面报告的形式着重就数字资源整合与利用、儿童阅读培养与服务等内容进行交流，并结合

报告和实际业务就共同感兴趣的内容做深入研讨。代表团还参观国立青少年图书馆、世宗图书馆、

庆州市立图书馆等机构，就数字图书馆运营、少儿图书馆服务和战略储备库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做

交流。访韩期间，王军一行还访问首尔中国文化中心，并与驻韩国使馆文化参赞兼文化中心主任

史瑞琳会面，双方探讨国家图书馆与文化中心合作事宜。

【赴法国参加第80届国际图联大会并访问瑞士、德国】

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第 80 届国际图联大会以及卫星会议于 8 月 15—22 日在法国里昂

及巴黎举行，馆长韩永进率团赴法参会。会议期间，韩永进先后与多个国家图书馆馆长进行双边

工作会谈，商谈合作事宜，并访问法国国家图书馆。随后代表团访问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图书馆

和德国国家图书馆（柏林），实地调研上述图书馆中文文献收藏情况。在德访问期间，韩永进馆长

代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德国国家图书馆正式签署中德合作备忘录。

【举办首届朝鲜图书馆管理人员培训班】

由文化部支持、国家图书馆主

办、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承办的首

届朝鲜图书馆馆员培训班 8 月 17—

31 日在北京举办。此次培训以古籍

善本修复和数字图书馆建设为重点，

以专家授课、实地考察为主要培训形

式。共有来自两个领域的 10 名专家

进行授课，期间还组织学员对我国部

分图书馆进行参观考察。

首届朝鲜图书馆馆员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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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澳门书刊联展】

由国家图书馆与全国港澳研

究会、澳门基金会共同举办的

“喜阅澳门，翰墨书香——澳门书

刊联展”于 8 月 28 日—9 月 16 日

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此次澳门书

刊联展，是为了庆祝澳门特别行

政区成立 15 周年向全国出版、学

术和文化界献礼。合作展出的出

版物内容涵盖澳门历史、法律等

众多领域，全方位介绍澳门学术

出版成果，展示澳门在贯通中西

文明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

回归以来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参加第十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暨理事会第八次会议】

10 月 21—22 日，主题为“数码薪传——中文文献共建共享项目的回顾与展望”的第十

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在香港举行。馆长韩永进率团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社会教育部主任汤更生做报告。与会代表深入交流各地区文献数字化情况，就彼此感兴趣的

合作领域进行深入沟通。在理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国际交流处处长张煦代表理事会秘书处做

工作报告。

【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10 月 19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历史室特邀历史学家唐纳德 · 里奇及其夫人、国际口述历史协会

副主席安妮 · 里奇，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图书馆与信息学院口述史专家南希 · 麦凯等国外著名口述

史专家来馆，与步平、定宜庄、王子舟等国内史学、图书馆学领域专家及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成员

就图书馆口述史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这是国家图书馆首次举办口述史领域的国际研讨

会，也是国际著名口述史界专家首次来华与国内学者交流。10 月 21 日上午，副馆长李虹霖会见

里奇夫妇，并向他们介绍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开展口述历史资源建设的相关情况。里奇夫妇

介绍美国“二战”老战士、国会议员等口述历史项目及美国国家美术馆口述历史工作的开展情

况，认为中国记忆项目在相关领域的工作卓有成效，并希望建立长期联系，展开更为深入的交流

与合作。

澳门书刊联展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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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馆长李虹霖会见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 · 里奇及其夫人

【参加世界数字图书馆合作伙伴会议并赴比利时访问欧洲学院等机构】

10 月 24—26 日，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合作伙伴会议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副馆长魏大威率团

出席会议，对中国国家图书馆一年来数字图书馆项目建设情况进行陈述，并与参会代表进行交流。

随后赴比利时访问欧洲学院，就图书馆建设和服务领域深入开展合作进行协商，并签署《中国国

家图书馆与欧洲学院开展图书馆合作的合作备忘录》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向欧洲学院赠书谅解备

忘录》。

【参加第三届古籍保护与流传学术会议】

11 月 1—8 日，副馆长张志清率团赴台湾参加第三届古籍保护与流传学术会议及第一届海峡

两岸古籍论坛。此次赴台参会，有助于加强两岸古籍保护及研究领域的经验交流及相互学习，为

今后开展实质性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代表团来访】

11 月 4 日，新西兰内政部信息与知识服务司副司长彼得 · 穆雷和新西兰国家图书馆馆长威

廉 · 麦克努特一行 2 人来访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来宾。11 月 5

日，馆长助理汪东波主持召开业务交流会，双方人员就两馆数字资源建设、立法决策服务等业

务进行深入探讨。此次交流进一步密切两馆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进一步实现两馆资源共享与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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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韩永进、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新西兰国家图书馆代表团

【举办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业务交流会】

12 月 8—11 日，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业务交流会在国家图书馆举办，邀请日本国立国会图

书馆、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各 4 人参加。此项活动在《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协议草案》框架下

进行，旨在加强中日韩三国国家图书馆在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建设上的沟通与协调，并制定具

体实施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