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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报道   

一、广电媒体

日期 标题 媒体 作者

4月8日
刘奇葆在国家图书馆调研：用时代精神激活传

统文化生命力
中央电视台 CCTV1

6月17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 12 部书目确定 中央电视台 CCTV1

1月5日
新年文化之旅 · 走进国家图书馆甲骨文记忆：

三千年历史一脉相承
中央电视台 CCTV13

1月5日 走进国家图书馆开启书香之旅 中央电视台 CCTV13

1月19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宋元善拓暨全国书法临摹展

在京举行
中央电视台 CCTV13

4月10日 刘奇葆在国家图书馆调研 中央电视台 CCTV13

4月17日 任继愈百年诞辰纪念展在京举行 中央电视台 CCTV13

4月24日
国家图书馆第 11 届文津奖获奖图书揭晓：10

种图书获奖范围涵盖广
中央电视台 CCTV13

5月16日 北京：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国图开展 中央电视台 CCTV13

5月20日 北京：《一门三院士共筑中国梦》首展 中央电视台 CCTV13

5月25日
第五批全国古籍名录和重点保护单位公布文化

部：南三阁《四库全书》等入选名录
中央电视台 CCTV13

5月25日
文化部第五批全国古籍名录和重点保护单位公

布：南三阁《四库全书》等入选名录
中央电视台 CCTV13

6月21日 珍贵古籍特展今天开幕众多新发现首次亮相 中央电视台 CCTV13

7月29日 刘建明：我在国图修古籍 中央电视台 CCTV13

8月1日 北京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国图展出 中央电视台 CCTV13

8月2日 我在国图修古籍朱振彬：唤醒“沉睡”的古籍 中央电视台 CCTV13

9月18日 北京记忆重现：东北抗联老战士日记 中央电视台 CCT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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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 日军侵华新史实国家图书馆出版三部历史文献 中央电视台 CCTV13

10月25日 国家图书馆　出版三部日军侵华史料文献 中央电视台 CCTV13

1月5日 走进国家图书馆开启书香之旅 中央电视台 CCTV3

6月24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敦煌遗书宋元善本纷纷亮相 中央电视台 CCTV3

7月18日 朱振彬：唤醒“沉睡”的古籍走进读者的生活 中央电视台 CCTV3

7月19日 田婷婷：修复拓片触摸历史 中央电视台 CCTV3

7月20日 刘建明：点滴修补留住文脉 中央电视台 CCTV3

7月21日 侯郁然：守护西文古籍的妙手“书医” 中央电视台 CCTV3

7月22日 边沙：护片纸只字让古籍还魂 中央电视台 CCTV3

11月17日
国家图书馆将建“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数

据库
中央电视台 CCTV3 曾文甫、闫洪

10月25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三部日军侵华新史实文献 中央电视台 CCTV4

1月6日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中央电视台CCTV News

2月6日 国家图书馆李虹霖
中央电视台数字电视

书画频道

5月25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正式公布

中央电视台数字电视

书画频道

9月15日 中国价值 · 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与源
中央电视台数字电视

书画频道
邓飞

12月21日
再遇芥子园——《芥子园画传》与当代名家对

话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

中央电视台数字电视

书画频道

12月22日
再遇芥子园——《芥子园画传》与当代名家对

话展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央电视台数字电视

书画频道

5月24日
文化部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新闻发布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5月24日
国家图书馆“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日前正式

落户河北承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5月25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何源

1月19日 “非遗”年画进地铁营造浓浓年味 北京电视台 BTV1 罗希、宋恒宇



356

国家图书馆年鉴2017

2月9日 过年啦：图书馆博物馆里过文化年 北京电视台 BTV1

4月15日 北京：国家图书馆征集古籍文创好点子 北京电视台 BTV1

4月17日 北京：古今中外“邂逅”各家展馆推新展 北京电视台 BTV1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图书馆举办

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北京电视台 BTV1

5月18日
国际博物馆日——国家典籍博物馆名家带你学

名篇
北京电视台 BTV1

5月19日
北京：梁启超珍贵手稿《欧洲战役史论》首秀

京城
北京电视台 BTV1

5月25日
北京：文化部——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正式公布
北京电视台 BTV1

5月25日 899 部古籍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北京电视台 BTV1

6月11日 短评：文化遗产日　我们不是旁观者 北京电视台 BTV1

6月21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展　国藏最早刻本亮相 北京电视台 BTV1

6月30日 国图馆藏文献展纪念建党 95 周年 北京电视台 BTV1 邓耀明、蔡晶晶

9月8日 汤显祖国图“对话”莎士比亚 北京电视台 BTV1 邓耀明、蔡晶晶

9月28日 北京首辆书香地铁开出 北京电视台 BTV1

10月6日 北京阅读季：首列书香地铁开出 北京电视台 BTV1 邓耀明、蔡晶晶

10月23日 3 部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出版　珍贵史实“全公开” 北京电视台 BTV1

12月25日 跨年文化大展陆续推出　传统多元突出特色 北京电视台 BTV1

12月29日 天坛最大规模祭天古乐演出国图开幕 北京电视台 BTV1 王丽晓、楚健

1月18日 “非遗”年画进地铁营造浓浓年味 北京电视台 BTV5

2月4日 迎新春微信楹联送祝福共度书香年 北京电视台 BTV5

6月30日 纪念建党 95 周年　国图举办红色记忆馆藏文献展 北京电视台 BTV5

1月19日 过年啦：“非遗”年画进地铁营造浓浓年味 北京电视台 BTV9

1月19日 非遗年画进地铁营造浓浓年味 北京电视台 BTV9

1月20日 4 号线地铁站举办年画展 北京电视台 BTV9

1月24日 国图开设古籍修复“兴趣班”冷门学科也有趣 北京电视台 BTV9

4月17日 北京：古今中外“邂逅”各家展馆推新展 北京电视台 BT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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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 电子阅读时代，书该怎么读？ 北京电视台 BTV9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国民阅读调查　您在读什么书？

4·23 世界读书日开启阅读的一天
北京电视台 BTV9

5月16日 全球最美插画展　开启中国巡展之旅 北京电视台 BTV9

5月24日
北京：文化部——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正式公布
北京电视台 BTV9

5月31日

那年今天：2010 年 5 月 31 日——国图少儿图

书馆今天开放儿童图书馆：硬件升级　数字阅

读引关注

北京电视台 BTV9

6月11日 国图首展千年雕版印刷品 北京电视台 BTV9

6月30日 国图馆藏文献展纪念建党 95 周年 北京电视台 BTV9 邓耀明、蔡晶晶

7月1日 红色主题经典展　庆祝建党 95 周年 北京电视台 BTV9

7月30日 本节观察：互联网不能替代名著阅读 北京电视台 BTV9

8月2日 中外文学巨匠国图公开课“相聚” 北京电视台 BTV9 邓耀明、蔡晶晶

8月12日
科技特色夏令营走进国图“悦读之旅”体验传

统文化
北京电视台 BTV9

9月9日
美大学藏中文古籍目录出版流失海外中国古籍

整理再获成果
北京电视台 BTV9

9月14日 价值——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与源 北京电视台 BTV9

9月18日
缅怀英烈 勿忘国耻：北京举办“九一八”纪念

活动
北京电视台 BTV9

9月26日
中华典籍太空归来回国图特展　即日观众可免

费参观
北京电视台 BTV9

10月4日
那年今天：国家图书馆　八成古籍善本明年底

将可网上免费阅读
北京电视台 BTV9

10月4日 那年今天：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北京电视台 BTV9

10月6日 北京阅读季：首列书香地铁开出 北京电视台 BTV9

11月26日 “太古遗韵”古琴展非遗“牵头”重传承 北京电视台 BTV9 邓耀明、蔡晶晶

12月13日 岁末大展　名家系列展陆续推出 北京电视台 BTV9 邓耀明、吴迪

12月16日 国家图书馆首次发布“日本对华调查档案”手稿 北京电视台 BTV9 邓耀明、蔡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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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 天坛最大规模祭天古乐演出国图开幕 北京电视台 BTV9

4月23日 《全民阅读》特种邮票在国家图书馆首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文艺广播

6月29日
国图举办“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馆藏文献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10月19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福建传习所成立 东南卫视 王赞森、林志楠

11月5日
聚焦第九届海峡两岸文博会两岸文创产品齐聚

亮相
东南卫视

9月18日 北京：东北抗联历史文献入藏国家图书馆
上海东方卫视台

SHTV
陈文静、王一鸣

9月26日 北京：长征 7 号首批“飞天典籍”亮相
上海东方卫视台

SHTV

二、平面媒体

日期 标题 媒体 作者

4月2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古籍的全

科医生
人民日报 王珏、李亚鸽

4月10日
刘奇葆在国家图书馆调研时强调　用时代精神

启动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
人民日报

4月14日 任继愈：大师小事 人民日报 张贺

5月27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 人民日报 郑海鸥

5月31日 梁门三杰图片展国图展出 人民日报 蒋雪婕

6月21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书目确定《诗

经》《论语》等列入今年编纂计划
人民日报 张贺

6月22日 国图举办珍贵古籍特展 人民日报 张贺

6月23日 与时间赛跑，古籍数字化如何加速 人民日报 张贺

8月4日
国图举办创客大赛，探索古籍文创空间把“甲

骨文”带回家
人民日报 康岩、吴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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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中国价值》连环画原稿在京首展 人民日报 史一棋

11月3日
沿着昔日海上丝绸之路跨越 400 年的文明纽带

中国文化闪耀墨西哥
人民日报 李强、王骁波

11月17日 日本对华调查档案整理首批成果公布 人民日报 张贺

12月5日
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

意见
人民日报

6月29日 国图为珍贵古籍“延年续脉” 人民日报 · 海外版 陆培法

1月16日
“中国符号”走向大众——记国家典籍博物馆的

甲骨文记忆展
人民日报海外版

叶晓楠、孙琳、

李君楠

4月4日 “文明的交响 · 中埃文化沙龙”举办 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依

4月20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 人民日报海外版 小章

4月27日 文津图书奖揭晓 人民日报海外版

5月11日 任继愈：大师风范　空谷幽兰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央

5月23日
国家图书馆图说梁启超家族故事　一门三院士

共筑中国梦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严冰、程钰、

范琛炜

7月8日 古籍“御医”——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见闻 人民日报海外版 陆培法

7月8日 为中国修书匠们点赞 人民日报海外版 陆培法

10月26日 建立面对全世界的“日本战犯审判文献”资源库 人民日报海外版 小章

11月2日
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孙中山与华侨专题展

在京举行
人民日报海外版 李泽岩

11月11日 薪传火继 优势互补：两岸文创离不开中华文化 人民日报海外版 林泽贵、林世雄

1月25日 数字图书馆服务：带你“泛舟”浩瀚书海 光明日报 杜羽

2月11日 去图书馆过一个书香年 光明日报 杜羽

3月23日 庆祝“世界诗歌日”“文津经典诵读”活动举行 光明日报 杜羽

4月10日
刘奇葆在国家图书馆调研时强调　用时代精神

启动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
光明日报

4月11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全面启动 光明日报 牛梦笛

4月15日
生也有涯　学无止境——写在任继愈诞辰 100

周年之际
光明日报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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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各界纪念任继愈百年诞辰 光明日报 杜羽

5月22日 “一门三院士　共筑中国梦”在京展出 光明日报 梁若冰

5月25日 899 部古籍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光明日报 韩业庭

6月9日 国图展出三件唐五代刻本 光明日报 杜羽

6月17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书目确定 光明日报 韩业庭

6月22日
百部古籍讲述中华传统文化故事——记“民族

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光明日报 杜羽

7月5日
红色记忆　伟大征程——国家图书馆举办建党

95 周年文献展
光明日报 杜羽

7月14日 古籍修复技艺的传与承 光明日报 杜伟生

7月14日 善本影印：不妨多些“小而美” 光明日报 杜羽

7月24日 妙手书医延续文脉——影记古籍修复艺术 光明日报 尹子琪、刘倩玥

8月15日
国图古籍保护实验室：让典籍文献摆脱“酸化

危机”
光明日报 杜羽

9月19日 国图展出东北抗联珍贵文献 光明日报 杜羽

9月27日 首部“飞天典籍”归藏国家图书馆 光明日报 罗容海、宫辞

9月30日 国图 1/ 3 善本古籍上网 光明日报 杜羽

10月11日 陪伴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光明日报 王丹

10月19日 国图将建日本战犯审判文献数据库 光明日报 杜羽

11月2日 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专题展开幕 光明日报 杜羽

11月28日

《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出版，“可补国内藏

本之失，可合残本之缺，可改医史之误”——化

藏为用　普惠众生

光明日报 李苑

12月12日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出版百年

前，日本学生这样观察中国
光明日报 杜羽

12月23日 “再遇芥子园”开展 光明日报 杜羽

12月29日 天一阁藏方志出版启动 光明日报 杜羽

1月6日 让老百姓享受高质量文化生活 经济日报 金晶

3月13日
代表、委员献策公共文化资源共享——让基层

文化弘扬更多正能量
经济日报

金晶、畲惠敏、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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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 国图“共度书香年”春节系列活动启动 科技日报 游雪晴

4月24日 国图举办世界读书日活动 科技日报 游雪晴

5月25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 科技日报 游雪晴

11月23日 建设世界一流法律数字图书馆 人民法院报 罗书臻

3月12日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为公共文化服务插上

互联网翅膀
人民政协报 谢颖

3月13日 陈力委员：全民阅读需培养“图书馆素养” 人民政协报 赵莹莹

3月16日
“摸清家底”“因地制宜”“集中利用”——陈力

委员为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支招
人民政协报 赵莹莹

3月28日 陈力：让图书馆成为公众的“荐书专家” 人民政协报 谢颖

9月26日

抗战文化：从个人记忆到国家记忆——“不朽

的抗联——中国记忆项目东北抗日联军专题资

源建设成果展”背后的故事

人民政协报 张丽

10月24日 国家图书馆将建日本战犯审判文献数据库 人民政协报 张丽

11月19日 让创意唤醒“沉睡”的文化 人民政协报 照宁、黄莉莉

4月10日
在国家图书馆调研，与专家学者深入交流　

刘奇葆：在全社会大兴读书学习之风
新华每日电讯

4月25日
“为学须入地狱，浩歌冲破云天”：纪念任继愈

先生百年诞辰
新华每日电讯 史竞男

11月7日
以“文化”与“创意”的力量连通两岸：

第九届两岸文博会侧记
新华每日电讯

尚昊、颜之宏、

陈旺

8月4日
文创产品，为古籍插上想象的翅膀——中国国

家图书馆文创开发实践
中国财经报 惠梦

1月26日
在阅读中感受年味　国家图书馆激活 2016 年春

节系列活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夜雨

4月8日 数字时代，图书馆依然无可替代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张倩

4月15日 国图首办创客大赛让古籍“活起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梅园

4月26日 国图社发布样式雷图文件  存真古建艺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7月1日 “文明的交响 · 中古文化沙龙”成功举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蔡蕾

8月23日 文物学家孙机国图开讲古文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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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
国图与西藏文化厅签署全面支援藏图建设战略

框架协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9月23日 国图社打造《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以惠学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冷汰

9月23日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出版新

成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9月23日
国图举办纪念“九一八事变”85 周年东北抗日

联军专题成果发布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解慧

10月11日 北京首辆书香地铁专列倡导“童”读一本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李允

3月30日
人本　活态　抢救　分享——中国国家图书馆

开展记忆资源建设
中国档案报 田苗、杨秋蒙

4月22日 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举行 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央

1月6日 中学生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 中国教育报 子依

4月22日 当古籍遇上创客 中国科学报 胡珉琦

4月29日 文津图书奖　科学戏码足 中国科学报 李芸

5月27日 131 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中国民族报 牛锐

1月28日 国家图书馆春节送文化“大礼包” 中国青年报 蒋肖斌

4月14日 国家图书馆首办“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 中国青年报 蒋肖斌

5月25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　香港地区

首次申报
中国青年报 蒋肖斌

6月30日
“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

馆藏文献展”展出
中国青年报 蒋肖斌

8月7日 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 400 周年 中国青年报 蒋肖斌

9月10日 《中国价值》连环画创作展在京举行 中国青年报 李立红

9月19日 “九一八”，他们在国图口述历史 中国青年报 蒋肖斌

11月7日 傅雷夫妇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展在京举办 中国青年报 楠烽

6月20日
“杭州有约 · 喜迎 G20 西泠印社名家精品展”

系列活动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幕
中国社会科学报

7月1日
藏书：推进公藏与私藏的共存互动——访国家

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
中国社会科学报 孙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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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清末民初新闻漫画展”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 吕家佐

1月22日 京城首家地铁图书馆开馆 中国文化报

1月22日 采取切实举措，确保法规落地 中国文化报 韩永进

1月29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楹联文化展 中国文化报 屈菡

2月2日 国家图书馆：高质量的文化空间 中国文化报 宋合意

2月4日
积极应对图书馆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国家图

书馆以科技推进后勤保障
中国文化报 张鹏

2月5日 国图推送新春文化“大礼包” 中国文化报 屈菡

3月8日 倡导全民阅读　提高国民素质 中国文化报
胡克非、王立元、

薛帅、张建友

3月10日
补齐基层短板　增进民生福祉——两会代表委

员聚焦公共文化建设
中国文化报

薛帅、王立元

胡克非、张建友

3月11日 国家图书馆“精准”服务两会 中国文化报 屈函

3月17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五年成果展出 中国文化报 刘梦琦

3月30日 国图举办“文津经典诵读”诗歌会 中国文化报 马霞

4月6日 跨越体制，民营机构参与古籍修复 中国文化报 王雪娟、付远书

4月11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成效显著 中国文化报 孟欣

4月15日 古籍创客大赛聚焦创意文化设计 中国文化报 屈菡

4月18日 任继愈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京举行 中国文化报 屈涵

4月20日 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活动启动 中国文化报 胡克非

4月22日 第六届全国文献采访工作研讨会召开 中国文化报 王学思

4月22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任继愈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中国文化报 屈涵

4月22日 任继愈先生——中国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 中国文化报 韩永进

4月22日
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发言

摘要
中国文化报

4月29日 国图出版样式雷图文件 中国文化报 屈涵

5月10日 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颁布 中国文化报 中央

5月17日 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首次走进中国大陆 中国文化报 张妮

5月19日 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将在承德建设 中国文化报 屈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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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 “一门三院士　共筑中国梦”图片展在国图首展 中国文化报 屈菡

5月25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 中国文化报 屈菡

5月25日
亮点纷呈　熠熠生辉——写在第五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公布之际
中国文化报 李致忠

5月25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让青少年乐在其中 中国文化报 屈菡

5月25日 古籍修复技艺李仁清传习所揭牌 中国文化报 张莹莹

6月1日 2016 中国文化馆、图书馆年会将突出创新融合 中国文化报 薛帅

6月3日 “互联网 +”让阅读更加便捷 中国文化报 屈菡

6月14日
从“正襟危坐”到“卖萌争宠”——文化文物

单位文创产品的明天有多炫
中国文化报 薛帅

6月14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举行预展 中国文化报 屈菡

6月17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书目确定 中国文化报

6月17日 从中华优秀典籍中汲取历史智慧 中国文化报 韩永进

6月20日 “美丽的伊朗”图片展亮相国图 中国文化报 屈菡

6月22日 “创客＠图书馆展览”在河北开展 中国文化报 刘秀峰、李秋云

6月22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幕 中国文化报 屈菡

6月27日 全国“数字图书馆业务技能竞赛”开赛 中国文化报 孟欣

7月1日 各地展览荟萃庆祝建党 95 周年 中国文化报 冯智军

7月21日 全国民国文献编目业务骨干研修交流 中国文化报 刘秀峰、李秋云

7月27日 古籍保护协会携手四地展开志愿服务 中国文化报 李静

8月2日 一堂公开课的启示 中国文化报 任远

8月12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传习所揭牌 中国文化报 付远书

8月17日
古籍保护就是和时间赛跑——中华古籍保护志

愿服务活动四川行侧记
中国文化报 李静

8月26日 “M 地铁 · 图书馆”获国际图书馆营销奖 中国文化报 屈菡

8月30日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在国图首发 中国文化报

8月31日 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提升计划走进河北 中国文化报 刘秀峰、李秋云

9月1日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成果展”亮相四川省图 中国文化报 付远书

9月2日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屡有成果 中国文化报 屈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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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 “2016 年数字图书馆业务技能竞赛”初赛结束 中国文化报 孟欣、杨妙

9月12日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跨

越时空的对话
中国文化报

9月13日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大框架下　海外中华

古籍踏上数字回归路
中国文化报 屈菡

9月20日 “东北抗日联军专题”资源建设成果丰硕 中国文化报

9月21日 国图发布“东北抗联专题”资源建设成果 中国文化报 屈菡

9月28日 中华典籍搭乘长征七号遨游太空 中国文化报 屈菡

9月29日 “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 中国文化报 屈菡

9月30日 古籍保护，志愿者在行动 中国文化报

9月30日 四川：解决人才不足 激发基层活力 中国文化报 林英

9月30日 安徽：全程在线指导 组织管理得当 中国文化报 石梅

9月30日 山西：先期调研统筹安排 新发现振奋人心 中国文化报 范月珍

9月30日 广东：39 名志愿者助力岭南摸清家底 中国文化报 倪俊明

9月30日 古籍保护时不我待 中国文化报 石祥

9月30日 地铁 4 号线驶出“童书专列” 中国文化报 屈菡、苏丹丹

10月13日 国家图书馆举行第三次党代会 中国文化报 屈菡

10月25日 国图将建日本战犯审判文献数据库 中国文化报 屈菡

10月27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在安徽举办 中国文化报 王学思

11月2日
发掘利用民族记忆和红色记忆助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中国文化报 黎宏河

11月4日 孙中山与华侨专题展在国图首展 中国文化报 屈菡

11月4日 新工艺实现文献批量脱酸 中国文化报 孟欣

11月7日 全国数字图书馆业务技能竞赛落幕 中国文化报 杨妙

11月7日 中华典籍创意元素及产品首现文博会 中国文化报 黄国勇

11月16日 国图将建“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数据库 中国文化报 屈菡

11月23日 在图书馆创客研习营里开眼界 中国文化报 李静

11月24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国古琴文化大展 中国文化报 屈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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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
曲阜挂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践基地
中国文化报 屈菡

11月30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太古遗韵——中国古琴

文化大展”　太古遗韵今犹在　君子养修世世传
中国文化报 任远

12月8日 本报与故宫、国图座谈交流 中国文化报 隗瑞艳、刘修兵

12月9日
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日本战犯罪行

审判史料编译”发布一周年
中国文化报

12月12日 以大众传媒形式介绍东京审判的有效尝试 中国文化报 宋志勇

12月14日
20 年寻访多国汇成丛刊 427 部珍贵中医古籍

“回家”了
中国文化报 张妮

12月15日 民间戏剧社团骨干人才培训在国图收官 中国文化报 屈菡

12月15日 国家图书馆开创“十三五”时期发展新局面 中国文化报

12月15日
打通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用海量

数字资源和高效便捷服务惠及全民
中国文化报

12月15日
守护文化根脉 弘扬传统文化 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实施 10 年成效显著
中国文化报

12月15日
力避文献历史断层 保护抢救刻不容缓 民国

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成效凸显
中国文化报

12月15日
全力推进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保证文献与

数据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中国文化报

12月18日 国图展出吴昌硕篆刻与当代印人的创作 中国文化报 闫敏

12月23日 “再遇芥子园”名家对话展举办 中国文化报 屈菡

12月26日 国家图书馆网站获文化部“年度最佳奖” 中国文化报 孟欣

12月30日 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上线 中国文化报 屈菡

4月19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启动 中国文物报 文轩

5月20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挂牌成为“青少年中华传统文

化教育基地”
中国文物报

6月24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国图开幕 中国文物报

9月20日 国图中国记忆项目抗联专题资源建设取得成果 中国文物报 杨逸尘

11月22日 “太古遗韵——中国古琴文化大展”在京开幕 中国文物报 杨逸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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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
吴昌硕篆刻与当代印人创作展在国家典籍博物

馆开幕
中国文物报 杨逸尘

12月23日
《芥子园画传》与当代名家对话展在国家典籍博

物馆开幕
中国文物报 冯朝晖

1月6日 国图社与江苏档案馆签约推进民国时期文献出版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章红雨

1月29日 数字图书馆带你游书海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韩东

2月1日 M 地铁 · 图书馆首期活动推荐民俗读物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王坤宁

3月10日 天津举办数字图书馆建设成果展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刘梦琦、刘文宁

6月7日 国图收藏刘艺书法作品及著作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章红雨

6月17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　大赛巡展在津启幕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刘梦琦

6月28日 “中古文化沙龙”弹奏文明交响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李彦

7月13日 红色文献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韩东

1月27日 国图推出新春文化“大礼包” 中国艺术报 金涛

4月15日 2016 年“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启动 中国艺术报 何瑞涓

4月27日 全民阅读，播种智慧的果实 中国艺术报 蒲波

6月1日
中国文化馆年会、中国图书馆年会改由政府指

导协会主办
中国艺术报 吴华

6月17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书目确定 中国艺术报

6月17日 现存国内最早雕版印刷品亮相国图 中国艺术报 金涛

8月5日 国图公开课纪念三位文学巨匠 中国艺术报 金涛

9月26日
东北抗联：不可忘却的英雄群体——国图纪念

“九一八事变”85 周年发布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成果
中国艺术报 金涛

11月25日 国图举行古琴文化研讨与展览 中国艺术报 金涛

12月9日 民间戏剧社团骨干人才培训收官 中国艺术报 易明

12月30日 国图艺术中心公益演出圆满收官 中国艺术报 金涛

4月20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启动 中华读书报 鲁大智

4月20日
国图举办“永远的怀念——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

纪念活动”
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4月27日 第十一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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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国图联合全国图书馆举办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中华读书报 夏琪

4月27日 喜看原创耀文津 中华读书报 朱永新

4月27日 第十一届文津奖推荐图书 57 种 中华读书报

6月1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正式公布 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6月29日 “中古文化沙龙”在京举办 中华读书报 夏琪

9月21日 抗联战士日记、口述音频等文献入藏国图 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9月28日 中华典籍搭载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飞天 中华读书报 夏琪

10月19日 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将实现一站式检索 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10月26日
国家图书馆发布两项重要古籍数据库首批一万

余部古籍善本网上免费阅览
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2月1日 国家图书馆推送楹联主题新春文化“大礼包” 工人日报 赵亮

4月18日 国图“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开启 工人日报 赵亮

6月27日 百余件珍贵古籍国图开展 工人日报 赵亮

8月1日
阴差阳错的爱情——国图举办纪念汤显祖、莎

士比亚 400 周年活动
工人日报 娜仁

9月25日 “中国记忆”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成果发布 工人日报 冷秋

7月5日
Paper records of CPC history on display in 

Beijing
China Daily Wang Kaihao

11月30日
New series on spy activities of Japanese

‘school’
China Daily Wang Kaihao

2月1日 国图邀读者过年享书香 北京晨报 王歧丰

4月22日 国图邀读者比拼古籍文化创意 北京晨报 王歧丰

5月16日
博洛尼亚插画展亮相京城“插画界的奥斯卡”

中国巡展
北京晨报 刘婷

9月19日
国图文献文物讲述抗联故事战士没烟袋子弹壳

自制烟具
北京晨报

9月26日 声腔越百年 国图唱名段 北京晨报 和璐璐

1月19日 民俗年画首次进地铁 北京青年报 刘珜

1月27日 国图楹联文化展寻找年味的记忆 北京青年报 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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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任继愈百年诞辰展 北京青年报 王岩

4月22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启动 北京青年报 王岩

4月24日 任继愈《老子绎读》获“文津图书奖” 北京青年报 王岩

4月29日 国家图书馆淘宝店试运营 北京青年报 王岩

5月20日 古籍修复：静下来和时间交手 北京青年报 张知依

5月25日 香港地区首次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北京青年报 郭佳

6月14日 “西泠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亮相国家图书馆 北京青年报 王岩

6月22日 国内最早世界第二的雕版印刷品来了！ 北京青年报 王岩

9月20日 “东北抗联”珍贵文献入藏国家图书馆 北京青年报 王岩

9月28日 地铁 4 号线开出首个“童书专列” 北京青年报 崔巍、王岩

11月26日 罕见古琴首次亮相国家图书馆 北京青年报 王岩

1月19日 4 号线地铁站举办年画展 北京日报 刘冕

2月1日 国图春节大礼包借网络送全国 北京日报 李洋

6月22日 寻当代词汇出处　悟千年典籍智慧 北京日报 李洋

6月30日 国图馆藏文献讲述红色记忆 北京日报 韩轩

9月7日 汤显祖国图“对话”莎士比亚 北京日报 陈涛

9月19日
中国记忆项目东北抗日联军专题资源建设成果

展开展　九旬抗联老战士说“谢谢”
北京日报 路艳霞

9月27日 首部“飞天古籍”搭长征七号飞返 北京日报 徐颢哲

12月13日 国图延伸文化服务办戏剧培训 北京日报 李洋

12月23日 一部“芥子园”，阅尽三百年绘画史 北京日报 李洋

12月29日 国图艺术中心奏响“坛乐清音” 北京日报 李洋

4月6日
在线推广“古籍周边”　国图首开网上文创“阅

览室”
北京晚报 孙乐琪

5月19日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手稿亮相 北京晚报 孙乐琪

6月15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亮相国图　国宝级晚唐文

献首次展出
北京晚报 孙乐琪

6月29日
国图 325 种珍贵文献勾勒红色记忆　马克思写

给女儿的信亮相
北京晚报 孙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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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 “中国记忆”东北抗联系列图书 北京晚报

12月31日 文津书院重彩画开展 北京晚报

1月25日 春节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国图拜年首次办晚会 北京娱乐信报 王萌

4月14日 馆藏国宝成创客灵感源泉 北京娱乐信报 王萌

4月18日 百年诞辰纪念展怀念学者任继愈 北京娱乐信报 北京

5月20日
梁启超手稿首秀京城 《欧洲战役史论》高仿本

赠国图
北京娱乐信报 王萌

6月22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展 国图收藏最早刻本亮相 北京娱乐信报 王萌

9月27日
首部“飞天典籍”国图露脸：曾“搭”长征七

号飞返
北京娱乐信报 王萌

10月25日 书画展音乐会　齐聚国图纪念长征 北京娱乐信报 刘珲、武祉漠

12月2日 国图排演《仲夏夜之梦》 北京娱乐信报 王萌

8月3日
科教特色夏令营走进国图“悦读之旅”体验传

统文化
参考消息 · 北京参考 苏原

1月19日 京港地铁推出 2016 年首期 M 地铁 · 图书馆活动 参考消息 · 北京新闻 徐虹

1月19日 16 万人次“地铁图书馆”畅读 法制晚报 周超

2月9日

抢国图“头名”她排队 10 小时除夕夜里 11 点

就来等候  64 岁老读者成为猴年首位读者　馆

长韩永进连续三年赶来拜年

法制晚报 马晓晴

4月25日 屠呦呦等人获文津图书奖 法制晚报 徐琨尧、马晓晴

6月11日
国图首展千年雕版印刷品　晚唐五代刊印系世

界印刷史标志性文献
法制晚报 马晓晴

9月19日
国图收录日记手稿、口述音频等珍贵文献 25 位

老战士讲述抗联故事
法制晚报 马晓晴

9月26日 太空归来中华典籍回国图特展 法制晚报 马晓晴

9月28日 地铁 4 号线开出京城首个“童书专列” 法制晚报 马晓晴

11月15日 日本对华调查档案手稿首发 法制晚报 马晓晴

12月27日 雅乐团在国图公益演出 法制晚报 耿学清

8月3日 中关村科教特色夏令营走进国图 京华时报 田虎

1月1日 国图艺术中心首次以众筹模式成功举办演出活动 图书馆报 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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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 《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出版 图书馆报 鲁直

1月15日
国图参与主办的“大清世相”展览在澳大利亚

展出
图书馆报 鲁直

1月22日
国家数字图书馆体验区亮相第十三届中国国际

网络文化博览会
图书馆报 鲁直

1月29日 国家图书馆 2016 年春节在线活动精彩不断 图书馆报 江水

2月26日 国图珍贵文献亮相澳大利亚 图书馆报 江水

2月26日 国图“网络书香过大年”活动创意连连 图书馆报 江水

3月11日
古籍保护专家审议研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十三五”时期规划纲要》
图书馆报 鲁直

3月18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与发展巡展在国图举行 图书馆报 江水

4月1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 2017 年亚洲及大洋洲地区

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主办馆
图书馆报 江水

4月15日
2016 年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申报项目专家评

审会在国图召开
图书馆报 林绍之

4月22日 国图启动“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活动 图书馆报 鲁直

4月22日 数字时代的全民阅读 图书馆报 林萱

4月22日 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国图开幕 图书馆报 江苏

4月29日 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 图书馆报 白玉静

4月29日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 · 圆明园卷初编》

出版座谈会召开
图书馆报 白玉静

4月29日 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获奖结果公布 图书馆报 江水

5月20日 “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口述史项目启动 图书馆报 全根先

5月20日 博洛尼亚插画展在国图开幕 图书馆报 林萱

5月20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五批“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公布
图书馆报 鲁直

5月20日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学术研究委员会

成立
图书馆报 江水

5月27日 2016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微缩工作开始部署安排 图书馆报 鲁直

5月27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呈现三大特点 图书馆报 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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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
“青少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在国家典籍博

物馆授牌
图书馆报

5月27日 国图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在承德签约 图书馆报 鲁直

6月3日 “一门三院士，共筑中国梦”图片展在国图首展 图书馆报 鲁直

6月10日 国图挂牌“全国少儿报刊阅读基地” 图书馆报 江水

6月17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首次展出三件世界印刷史

上标志性珍贵文献
图书馆报 江水

6月24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书目确定 图书馆报 江水

7月8日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馆藏文献展”

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图书馆报 江水

8月26日
国图“M 地铁 · 图书馆”入围 IFLA 国际图书

馆营销奖
图书馆报 江水

8月26日
大型戏曲作品总集《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由

国图社出版
图书馆报 白玉静

9月9日
《美国埃默里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目

录》出版
图书馆报 江水

9月23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宣传推广活动在吉林

举办
图书馆报 严疆

9月23日
“网络书香 · 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宣传推

广项目（新疆站）系列活动举办
图书馆报 鲁直

9月23日
国图“中国记忆”项目发布东北抗日联军专题

资源建设成果
图书馆报 江水

9月23日
国图副馆长王军率团赴法英进行文献战略储备

库调研
图书馆报 方文林

9月23日 国家图书馆将全面支援西藏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报 江水

9月30日
“长征七号”首飞搭载中华典籍交接仪式在国图

举行
图书馆报 江水

10月21日 国图积极探索针对老年读者的特殊服务 图书馆报 江水

11月4日
推动实践创新　提升服务水平　2016 年中国图

书馆年会在安徽铜陵举行
图书馆报 白玉静

11月4日 国家数字图书馆体验区成年会亮点 图书馆报 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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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 国图“文津经典诵读”全面提升 图书馆报 江水

11月18日
国图着力打造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数字化服

务平台
图书馆报 江水

11月18日
2016 年“春雨工程 · 网络书香”阅读推广活

动画上句号
图书馆报 鲁直

11月25日 《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新书发布 图书馆报 白玉静

11月25日 孔府文献被全面纳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图书馆报 江水

12月9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成果展亮相黑图 图书馆报 鲁直

12月9日 “太古遗韵——中国古琴文化研讨会”在国图举行 图书馆报 鲁直

12月30日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图书馆报 白玉静

6月17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书目确定 新京报

8月3日 中关村科教旅游夏令营 新京报 张雪松

9月27日 国图“飞天古籍”免费参观 新京报 黄颖

6月17日 全国“我与中华古籍”创客作品亮相 安徽日报 沈途

10月15日 安徽古籍修复有了“传习所” 安徽商报 王素英

4月20日 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启动 保定日报 徐琳、高圣涵

5月17日 文津图书奖颁布科普类占半壁江山 北方新报

7月13日
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修班在沧举办 呼吁保护

民国时期文献
沧州日报 郭玉培

5月18日
国家图书馆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签约仪式昨日

举行
承德日报

6月27日 博物馆文创品潮起来 楚天都市报 徐颖

11月22日 孔府文献纳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大众日报 王德琬、孟一

5月3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　福建省古籍元素展开展 福建日报 树红霞

6月20日 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省图书馆开讲 福建日报 树红霞

10月25日 福建有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 福建日报

11月10日
东南网“文创会客厅”　专家学者畅谈文创产业

发展未来
福建日报 苏琳

5月12日 “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推广项目启动 广西日报 林雪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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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 国家图书馆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落户承德 河北经济日报 杨洁

8月29日 图书馆文献缩微成果展开幕 黑龙江日报 董云平

12月1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推广活动启动 黑龙江日报 董云平

7月4日 湖南 200 余万册古旧文献半数需修复 湖南日报 李国斌、王昕晗

9月20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图片展举办 吉林日报 纪洋

10月13日 民国时期文献编目工作研修班举办 吉林日报 纪洋

5月5日 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展在市图书馆举办 济南日报 地方

11月19日 孔府文献全面纳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济宁晚报
鲍童、张帅、

李昊峰

5月20日 “一门三院士”展走进国家图书馆 江门日报 谌磊、叶娟

6月17日
编纂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尚书》《论语》等

12 部列入今年计划
解放日报

6月16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巡展在锦举行 锦州日报 陆文静、张冬木

9月20日 数字图书馆建设逐步推进 克拉玛依日报 崔魏国、侯艺

8月31日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成果在沈展出 辽宁日报

1月12日 专家表示，早期阅读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 闽南日报

7月12日 “我与中华古籍”巡展在省图举行 南昌日报 潘小芳、徐蕾

6月17日 首批 12 部书目入选“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南方日报

5月12日
“网络书香”活动在广西图书馆拉开帷幕　数字

阅读的管道和方式更便捷
南国早报 龚文颖

6月13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创客＠图书馆作品在

巴彦淖尔展出
内蒙古晨报 邬益东

6月10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作品在首府展出 内蒙古日报 达古拉

6月12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优秀作品展开幕 陕西日报 刘国英、袁景智

5月20日
《一门三院士　共筑中国梦》图片展在国图开展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手稿亮相
深圳特区报

8月12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传习所揭牌 四川经济日报 许萃

9月2日 缩微 31 载让珍贵典籍“再活 500 年” 四川日报 张良娟

1月10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山西传习所揭牌 太原晚报 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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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在津激活 天津日报 周凡恺

6月16日
到天津图书馆感受古籍创意　“我与古籍”创客

大赛举行
天津日报 张慧玲

10月26日
中国图书馆年会展览会亮点纷呈体验科技魅力

享受阅读乐趣
铜都晨刊 陈燕飞

6月1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铜陵日报 方文婷

10月26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展览会开展 铜陵日报

10月27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开幕式举行 铜陵日报 壹柯、汪伟

10月27日
把更多公共服务送到老百姓手里——专访中国图

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
铜陵日报 李莉

10月28日
铜陵是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专访中国

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
铜陵日报 李莉

5月25日 “国家珍贵古籍”新增 899 部 文汇报 周渊

7月1日 我党第一份日报原件首次展出 文汇报 周渊

7月10日 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文汇报 周渊

8月15日 “皇家藏书”摆上百姓“案头” 文汇报 李扬

8月30日 国图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成果发布 文汇报 李扬

9月19日 东北抗联老战士仅 13 人在世 文汇报 周渊

9月29日 万部古籍善本网上免费阅览 文汇报 周渊

9月27日 搭载长征七号遨游太空中华典籍“飞天”归来 新民晚报 鲁明

6月12日
古籍与创新碰撞的结果——文化遗产为现代生

活增添诗意
西安日报 张奂雅

6月12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巡展走进扬州　来扬

图感受古籍“活化”
扬州日报 王璐

9月10日 《中国价值》连环画在国图举行创作展 扬子晚报 万凌云

4月25日 150 余部珍贵古籍广东巡展 羊城晚报

4月14日 “网络书香”系列活动启幕 云南日报 郑千山

4月24日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受访　陈力：中外图书

馆差距缩小
澳门日报

4月15日 创客大赛让古籍“活起来” 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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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 港典藏亮相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大公报 马静

6月30日 京展出中译本《共产党宣言》 大公报

9月19日 抗联老战士：抗战应是 14 年 大公报 周琳

9月27日 长七搭载典籍交国家图书馆 大公报 马静

11月6日 文创商品夯文博会商机火 经济日报（台湾） 郭玫君

5月25日 港 8 部宋元名拓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市民日报 孙郁华

1月30日 国家图书馆　春节送大礼 香港文汇报 江鑫娴

4月16日 古籍创客大赛与现代接轨 香港文汇报 江鑫娴

6月23日 香港典藏首次亮相古籍展 香港文汇报 马静

三、网络媒体

日期 标题 媒体 作者

1月2日 在澳大利亚观摩“大清世相”展 新华网 徐海静

1月19日
互联网飘书香图书馆进口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

程建设五年间
新华网 周玮

1月24日 国家图书馆启动 2016 年春节系列活动 新华网 史竞男

1月25日
国家图书馆送新春文化“大礼包”　与读者共度书

香年
新华网 桂洋

2月3日 全国图书馆联动开展“网络书香过大年”趣味活动 新华网

2月3日 全国近 700 家图书馆联合开展春节楹联文化活动 新华网

2月4日 国图春节推出创意活动体验与美猴王同框欢乐互动 新华网

2月16日 猴年春节各地阅读书香活动形式丰富精彩纷呈 新华网 王志艳

3月18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在京成立传习所 新华网

4月8日 全民阅读或将催生“图书馆＋”时代来临 新华网

4月10日 刘奇葆：用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 新华网

4月13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启动　让古籍“活起来” 新华网 史竞男

4月15日 国家图书馆举行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新华网 桂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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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
“永远的怀念——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在京举行
新华网 史竞男

4月18日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纪念任继愈先生百年

诞辰
新华网 史竞男

4月23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手机阅读也是阅读的

一种重要形式
新华网 喻珮

4月23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新华网

4月28日
2016 年“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启动　14 个少儿

图书馆参与
新华网

5月15日 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首次在中国举行巡展 新华网 史竞男

5月18日 “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落户河北承德 新华网 曹国厂

5月19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李仁清传习所挂牌 新华网 桂娟

5月24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西藏 59 部古籍

入选
新华网 周玮

5月31日 2016 中国图书馆年会将于 10 月底在安徽铜陵举办 新华网 王莹

6月9日 西泠印社百年书画篆刻珍品亮相北京 新华网 白国龙

6月12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天津巡展　一大批文

化创意产品亮相
新华网 周润健

6月21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国图开幕　揭示中华文明绵延

发展的精神密码
新华网 周玮

6月29日
国图举办“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九十五周年馆藏文献展”
新华网 殷刚

6月30日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国图馆藏珍贵历史文

献展巡礼
新华网 周玮

7月1日
325 种珍贵文献亮相国图　再现中国共产党光辉发

展历程
新华网 周玮

7月7日 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开班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网 吴壮

7月30日
“北京阅读季”“国家图书馆”等入选“大众喜爱的

50 个阅读微信公众号”
新华网 董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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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国图举办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

400 周年活动
新华网

8月12日 国家图书馆奏响琵琶演奏家研修班音乐会 新华网

9月6日 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主题活动在京启动 新华网 肖潇

9月10日 《中国价值》连环画创作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幕 新华网 王志艳

9月18日
国图举办“不朽的抗联”东北抗日联军专题资源建

设成果展
新华网 周玮

9月26日 “飞天”典籍亮相国图 新华网 周玮

10月18日
国家图书馆开展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与数

据库建设
新华网 周玮

10月24日 中国文化闪耀墨西哥中国船艺术节 新华网 钱泳文

11月2日 中华古籍将首次亮相第 9 届海峡两岸文博会 新华网 肖和勇

11月6日
台湾业者看好中华古籍文创产业 盼联手开拓国

际市场
新华网 陈旺、尚昊

11月15日
国家图书馆着力打造“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数

字化服务平台
新华网 周玮

11月16日
国家图书馆拟建“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数字化

服务平台
新华网 王志艳

11月18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太古遗韵——中国古琴文化大展” 新华网 周玮

11月20日 孔府文献被纳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新华网 王子辰

11月21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地落户

曲阜
新华网

12月8日
“且饮墨渖一升——吴昌硕的篆刻与当代印人的创

作展”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新华网 周玮

12月29日 “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上线 新华网 周玮

9月27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 10 月举行　铜陵成首个中

西部举办地
新华网安徽频道 王涵

10月27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在铜陵举行 新华网安徽频道 王涵

10月27日
全国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培训班在铜

陵开班
新华网安徽频道 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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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圆满落幕 下届将在河北

廊坊举办
新华网安徽频道 王涵

10月27日 2016 中国图书馆展览会精彩纷呈互动体验成亮点 新华网安徽频道 王涵

1月18日 河北木版年画传承人北京地铁制作年画 中国新闻网 杜燕

1月22日 国家图书馆启动春节线上线下文化活动首次晚会拜年 中国新闻网 应妮

2月3日 国图春节之际力推手机端趣味春联和电子明信片 中国新闻网 应妮

3月23日 “文明的交响 · 中埃文化沙龙”助力中埃文化年 中国新闻网 高凯

4月13日 中国图书馆界首次举办大规模文化创意征集大赛 中国新闻网 应妮

4月15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任继愈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 中国新闻网 应妮

4月21日 文津图书奖 23 日揭幕　获奖作者将与读者现场交流 中国新闻网

4月23日 任继愈《老子绎续》获第 11 届文津图书奖特别推荐 中国新闻网 应妮

5月15日 “插画界的奥斯卡”博洛尼亚画展首次登陆中国 中国新闻网 应妮

5月17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在河北承德筹建“国家文献战略储

备库”
中国新闻网 张帆

5月18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获授牌“青少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基地”
中国新闻网 应妮

5月19日 梁启超珍贵手稿首次亮相国图梁氏家风图片展 中国新闻网 应妮

5月19日
《一门三院士共筑中国梦》图片展在北京国家图书

馆首展
中国新闻网 杜洋

5月24日
香港首次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8 部宋元名

拓被收录
中国新闻网 应妮

5月31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首次由中部城市承办 中国新闻网 应妮

6月8日
三件晚唐五代珍贵文献首次亮相 系世界印刷史标

志性实物
中国新闻网 应妮

6月9日
“喜迎 G20· 西泠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在京

举行
中国新闻网 应妮

6月10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福建巡展 中国新闻网 刘可耕

6月21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多件印刷史标志性珍品亮相 中国新闻网 杜洋

6月21日 三件“国宝”级雕版印刷品亮相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新闻网 应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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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建党 95 周年馆藏珍贵文献展 中国新闻网 应妮

7月12日 国图文创产品卖萌揭秘如何让古籍里文字活起来 中国新闻网 宋宇晟

7月31日 中关村科教旅游特色夏令营开营可体验传拓技艺 中国新闻网 于立霄

8月18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 中国部分》在沪发布 中国新闻网 缪璐、王笈

8月21日 中国图书馆 30 年来缩微拍摄珍贵典籍近 15 万种 中国新闻网 朱明宇

9月18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发布东北抗日联军专题资源库 中国新闻网 应妮

9月18日 九一八口述史料展出 “中国记忆”项目和生命赛跑 中国新闻网 汤琪

9月26日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飞搭载中华典籍交接仪式举行 中国新闻网 杜洋

9月26日 首部“飞天典籍”亮相　搭长征七号飞返 中国新闻网 应妮

9月27日 京城首个“童书专列”从地铁 4 号线开出 中国新闻网 应妮

9月27日 北京力推全民阅读开通首辆书香地铁专列 中国新闻网 尹力

9月28日 国家图书馆八成古籍善本明年底将可网上免费阅览 中国新闻网 应妮

10月18日
《伯力审判庭审记录》等三部揭露日军罪行历史文

献出版首发
中国新闻网 应妮

10月18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建设“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

理与数据库”
中国新闻网 应妮

10月18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在闽设传习所促 " 师

带徒 " 时代创新
中国新闻网 刘可耕

11月1日 “孙中山与华侨专题展”亮相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新闻网 应妮

11月4日 中华古籍首次亮相文博会　文创让古籍“活起来” 中国新闻网 陈悦

11月10日
2017 年中国诗歌春晚将登北京国家图书馆　实现

“四京”联动
中国新闻网 应妮

11月15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将建“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数

据库
中国新闻网 应妮

11月18日 罕见木质铁皮衣古琴现身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 中国新闻网 应妮

11月30日
黑龙江启动“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避免文献

历史“断层”
中国新闻网 刘锡菊

12月8日
吴昌硕代表印作“且饮墨渖一升”原印亮相国家典

籍博物馆
中国新闻网 应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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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馆藏中外珍贵版本《芥子园

画传》
中国新闻网 应妮

12月20日 国家图书馆在京培训民间戏剧社团骨干人才 中国新闻网 应妮

12月29日 国家图书馆上线“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 中国新闻网 应妮

2月5日 全国近 700 家图书馆联合开展春节楹联文化活动 人民网

3月21日 第二届“华夏书画创作大赛”优胜作品巡回展展出 人民网

4月8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全面启动 人民网

4月14日 2016 年“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启动 人民网

4月18日 国图举办系列活动纪念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 人民网 黄维

4月21日
“世界读书日在图书馆读书”国图多场活动推广全

民阅读
人民网

5月24日 文化部正式公布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人民网 黄维

6月7日 “美丽的伊朗”图片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幕 人民网 霍冠宇

6月21日
延续民族记忆　守护精神家园　“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开幕
人民网

6月28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湖南传习所揭牌 人民网 刘少兵

6月29日 国图主办“红色记忆馆藏文献展”纪念建党 95 周年 人民网 夏子杰

7月3日 “并非不惑——秦健书法展”国图开幕 人民网 霍冠宇

8月22日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成果展”在黑龙江省图

书馆展出
人民网 焦洋

8月23日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成果展在四川省图书馆开展 人民网 王波

9月10日 《中国价值》连环画展举行内容紧扣核心价值观 人民网

9月19日
“九一八事变”85 周年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成果在国

图展出
人民网 王蕊

9月27日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飞搭载中华典籍交接仪式举行 人民网 张鸿腾

10月9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关爱夕阳”老年读者座谈会 人民网

10月27日
数字技术亮相中国图书馆年会 VR 让人读书身临

其境
人民网 汪瑞华、岳晓龙

11月16日
国图拟建“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数据库　首批

成果面世
人民网 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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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听太古遗韵　赏千年名琴　“中国古琴文化大展”

开展
人民网 贾敏

11月30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宣传推广活动在黑龙江

省举办
人民网 焦洋

12月13日 “民间戏剧社团骨干人才培训”在国家图书馆收官 人民网

12月30日
“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上线　将提供中国文

化特色资源
人民网 黄维

1月22日
“同筑中国梦　共度书香年”——国家图书馆 2016

年春节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光明网

2月3日 全国近 700 家图书馆联合开展春节楹联文化活动 光明网

4月15日
2016 年“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活动发布会在

国家图书馆举行
光明网

4月20日 永远的怀念：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展 光明网

4月25日 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图书馆举办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光明网

4月27日 “册府千华——广东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幕 光明网

5月19日
“青少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国家

典籍博物馆举行
光明网

5月19日 国家图书馆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光明网

5月19日
中国首部航天题材儿童剧《航天奇妙夜》在国图艺

术中心首演
光明网

6月12日 “美丽的伊朗”图片展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幕 光明网

6月12日 国家图书馆挂牌全国少儿报刊阅读基地 光明网

6月12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首次展出三件世界印刷史上

标志性珍贵文献
光明网

6月12日
“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举

行预展
光明网

6月30日
延续民族记忆　守护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开幕
光明网

7月27日 国图公开课特别活动——不朽的巨匠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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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
国家图书馆将举办“不朽的巨匠——纪念汤显祖、莎

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 400 周年”特别活动
光明网

9月9日 《中国价值》连环画创作展举行 光明网 任欢

9月18日
不朽的抗联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十五周年中国记

忆项目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成果发布会
光明网

9月26日
中华典籍搭长征七号飞返　永驻国图见证千年飞

天梦
光明网 宫辞

10月26日 国家图书馆集中首发日本战犯审判文献 光明网

10月26日 日本战犯审判文献资源将实现一站式检索 光明网

10月27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 光明网

11月1日 孙中山与华侨专题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展 光明网 谢宁

11月3日
2016 年“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优秀作品和优

秀组织单位奖揭晓
光明网

11月3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在安徽铜陵召开 光明网

11月21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地挂牌 光明网

12月12日
吴昌硕的篆刻与当代印人的创作展在国家典籍博物

馆正式开展
光明网

12月21日
“再遇芥子园——《芥子园画传》与当代名家对话

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光明网

9月26日 中华典籍共筑飞天梦 光明云媒

1月22日
国家图书馆“同筑中国梦　共度书香年”2016 年

春节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央广网 张庶卓

2月4日 全国近 700 家图书馆联合开展春节楹联文化活动 央广网 张庶卓

2月9日 国家图书馆 2016 年春节向读者拜年、致以新春问候 央广网 张庶卓

4月13日
全国图书馆界首次开展“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

活动
央广网 张庶卓

4月15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央广网 张庶卓

4月21日
国家图书馆将在“世界读书日”举办全民阅读推广

活动
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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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正式公布
央广网

6月10日
喜迎 G20 峰会西泠印社在国图举行文化艺术系列

活动
央广网 张庶卓

6月21日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国家图书馆揭幕　展出百

余部珍贵古籍
央广网 张庶卓

6月29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九十五周年馆藏文献展”
央广网 张庶卓

7月28日
国家图书馆将举办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

斯逝世 400 周年特别活动
央广网 张庶卓

8月15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传习所揭牌 央广网 贾宜超

9月26日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飞搭载中华典籍交接仪式在国

图举行
央广网 张庶卓

10月14日
满足老年读者需求　国图举办“关爱夕阳”老年读

者座谈会
央广网 张庶卓

10月18日
“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开

题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央广网 张庶卓

10月26日
实践创新提升服务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在安徽

铜陵举行
央广网 张庶卓

11月1日 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专题展在国家图书馆揭幕 央广网 张庶卓

11月16日
国家图书馆构建“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数字化服

务平台”
央广网 张庶卓

12月27日
“坛乐清音”专场公益音乐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

　年度公益演出完美收官
央广网 张庶卓

3月16日
国家图书馆将办公开课　讲授珠算、木建筑等古代

科技发明
国际在线网 潘莹

4月13日
2016 年“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活动启动

尝试古籍“活化”
国际在线网 张军勇

5月24日
南三阁《四库全书》等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
国际在线网 李琳

9月27日 北京首辆书香地铁专列今天正式开通 国际在线网 乔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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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 哈萨克斯坦图书角揭幕仪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 国际在线网 赵旭

3月31日
创新发展与创新理论武装学习报告会在国家图书馆

举行
人民论坛网

3月7日 陈力委员为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支招 人民政协网 赵莹莹

5月24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正式公布 央视网 韩丹

8月1日 北京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国图展出 央视网

9月7日
文化部将在海外举办“跨越时空的对话”主题活动

纪念文学巨匠汤显祖和莎士比亚
艺术中国网

1月23日 国家图书馆 2016 年春节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中国经济网 成琪

4月14日
全国图书馆首办“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　让

“古籍”活起来
中国经济网 成琪

4月23日 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老子绎读》获特别推荐 中国经济网 成琪

5月24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公布
中国经济网

5月31日 2016 年中国文化馆年会和图书馆年会即将举行 中国经济网

9月6日
跨越时空的对话：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主题活动

全面启动
中国经济网 成琪

9月27日 北京首辆书香地铁专列今日正式开通 中国经济网 吴佳佳

11月7日 国图举办文津经典诵读讲座：骈文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经济网

12月21日 来国图！“再遇”《芥子园》 中国经济网 陈莹莹

12月28日
第三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成功

举办
共产党员网

4月13日 古琴与古象形文字公益讲座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 中国美术家网

3月10日 陈力委员：“互联网＋”为公共文化服务插上翅膀 中国青年网

5月31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将在安徽铜陵举办凸显创

新价值
中国青年网 开可

6月17日 “古琴与中国书法”对话讲座在京举行 中国青年网 白梦帆

9月10日
国粹图说核心价值观《中国价值》连环画创作展在

京举行
中国青年网

3月30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首次落户民营修复机构 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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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Old Chinese texts basis of modern design contest 中国日报网 Wang Kaihao

4月20日 National Library celebrates founder's centennial 中国日报网 Wang Kaihao

4月23日
Book based on Nobel prize winning research wins 

Wenjin Book Award
中国日报网

4月25日 Book on Chinese medical scientists wins award 中国日报网 Yang Yang

5月31日 Ancient books' list gets longer 中国日报网 Wang Kaihao

6月29日 Buddhist texts: Project revival 中国日报网 Lin Qi

9月7日
Libraries share data to trace ancient Chinese 

books
中国日报网 Wang Kaihao

9月21日 Fighting to record the war's history 中国日报网 Wang Kaihao

11月16日
Database of Japan's research files on China to be 

established
中国日报网

12月9日 Exhibition show cases Wu Changshuo's seals 中国日报网

12月26日
300-year-old painting textbook highlights 

museum show
中国日报网 Wang Kaihao

12月30日
China Cultural Center turns new page with digital 

library
中国日报网

1月23日 国家图书馆 2016 年春节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1月27日
“2016 年国家图书馆楹联文化展”等新春系列活动

拉开帷幕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1月27日 2016 年国家图书馆楹联文化展开幕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1月28日
同筑中国梦 共度书香年：2016 年国图楹联文化

展开幕
中国社会科学网

2月7日
微信春联送祝福 明信片里传真情：国图春节读者

互动活动有创意有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网 唐红丽

3月22日 文明的交响 · 中埃文化沙龙 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悠然

3月23日 “文津经典诵读”诗歌吟诵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 唐红丽

4月14日 2016 年“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在京启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4月15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永远的怀念——任继愈先生百年

诞辰纪念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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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 国家图书馆将举办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4月27日
“册府千华——广东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广州

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永杰

5月18日 2016 国际博物馆日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系列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5月19日 《一门三院士 共筑中国梦》图片展在国图展出 中国社会科学网 杨崇海

6月8日 三件国宝级文献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6月9日
“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

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彦

6月23日
延续民族记忆　守护精神家园　“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开幕
中国社会科学网 唐红丽

6月30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九十五周年馆藏文献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7月18日
全国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编目工作研修班”在沧

州图书馆成功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 关洪安、杨轶

9月19日
纪念“九一八事变”85 周年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成

果发布会在国图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9月26日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飞搭载中华典籍交接仪式在国

图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9月29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出阶段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网 陈静

10月10日 国图办展纪念傅雷夫妇 中国社会科学网

11月2日 孙中山与华侨专题展在国图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12月16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设立哈萨克斯坦图书角 中国社会科学网

12月21日 国图馆藏《芥子园画传》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12月30日 “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上线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吕家佐

2月4日 全国近 700 家图书馆联合开展春节楹联文化活动 中国网

4月13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启动　助古典文化融入

当代生活
中国网 苏向东

4月15日
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在国家图书馆

举行
中国网 辛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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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在图书馆读书”活动举行第 11 届文津

奖揭晓
中国网 苏向东

8月28日 古琴与怀袖雅物——左琴右书国学大讲堂在京举行 中国网

2月4日 读书过新春值得提倡 中国文明网

7月30日
在国图上课 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

世 400 周年
中青在线 蒋肖斌

11月15日 近代日本派出 4000 名学生调查中国，档案首次出版 中青在线 蒋肖斌

12月21日 国图展出 300 年前的中国画教材《芥子园画传》 中青在线 蒋肖斌

4月25日
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公布，“世界阅读日”

国图推广全民阅读
凤凰网

8月2日
科教特色夏令营走进国图　“悦读之旅”体验传统

文化
凤凰网

9月9日
国图上演跨越时空的对话：纪念文学巨匠汤显祖和

莎士比亚
凤凰网

9月18日 白山黑水的记忆　纪念东北抗日联军 凤凰网

10月10日
纪念“九一八”事变 85 周年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

口述史出版
凤凰网

9月7日 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主题活动在京启幕 海峡之声网 任婧

10月10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亮相第九届海峡两岸文

博会
海峡之声网 佳祺

12月9日 中华典籍首次亮相文博会 海峡之声网

6月26日
Cultural salon in Beijing seeks to promote Sino-

Cuban coop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环球时报英文版

官网

9月6日
Events commemorating China’s Tang Xianzu and 

UK’s Shakespeare to be held around the globe

环球时报英文版

官网

11月17日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o create database of 

Japan’s historic investigations of China

环球时报英文版

官网

9月9日 用国粹育未来：《中国价值》连环画创作展在京举行 千龙网

4月22日 国图推出部分圆明园样式雷图档 首都之窗网

4月14日 2016 年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活动将启动 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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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图书馆举办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新浪网

8月24日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一行来中国道协商谈合作

开展道教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
中国道教协会

7月23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张志清副主任一行赴中佛协座谈

交流佛教古籍保护工作
中国佛教新闻网

9月3日
“第一期全国佛教古籍保护管理研修班”开班仪式

在北京灵光寺隆重举行
中国佛教新闻网

5月11日 文化部国家图书馆学习品牌：国图公开课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1月24日 “中国汽车图书馆”正式揭牌成立 中国汽车报网 王星

2月4日
微信春联送祝福 明信片里传真情——国图春节读

者互动活动有创意有传承
中国文化传媒网

4月23日 《全民阅读》特种邮票在国家图书馆首发 中国文化传媒网 赵婷

4月23日 第 11 届文津奖在国家图书馆揭晓 中国文化传媒网 赵婷

9月6日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主题

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
中国文化网

10月25日
古文对视，万里相约——“甲骨文记忆”展亮相墨

西哥阿卡普尔科中国船艺术节
中国文化网 鲁丰

12月29日
“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上线　打造优质中华

文化展示平台
中国文化网

3月9日 全国政协委员陈力：加强互联网信息的采集和保存 中国消费网 尹训银

5月18日
国家图书馆与河北承德共同筹建国家文献战略储

备库
中国小康网 黄伟佳

8月21日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成果展在省图书馆开展 东北网 许诺

11月4日 中华古籍首次亮相文博会 东南网 张立庆

10月26日
2016 中国图书馆年会突出展现数字图书馆与中华

古籍保护
凤凰网安徽频道 苏梦云

10月27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颁奖仪式举行  21 人获

优秀作品奖
凤凰网安徽频道 苏梦云

6月17日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等三家单位签共建

协议
广东新闻网 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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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
全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提升计划河北站培训在省

图举办
河北新闻网

7月31日
“春雨工程”数字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启动式在湘

西举行
红网 麻凯

10月18日 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山西晋城站开讲 黄河新闻网

3月15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五年间成果展举行 南昌新闻网

10月9日
“全国古籍普查基本数据库”和“中华古籍资源库”

正式发布
澎湃新闻网

8月24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国道教协会合作，促进道教

古籍文献保护
腾讯网

7月19日
“创客＠图书馆”全国巡展在铜陵展出　古籍“活

化”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铜陵文明网

10月27日 古籍保护吸引眼球　文创产品备受追捧 铜陵新闻网 吕德伟

6月12日 “‘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全国巡展拉开帷幕 西部网 高敏

5月18日 国家图书馆“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落户承德 长城网

6月17日 河北省图书馆创客 @ 图书馆非遗宣传推广活动启幕 长城网 王潇

6月1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2016 年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

读活动正式启动
中国山东网 王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