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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资料   

一、经费使用

（一）购书经费

单位：万元

项  目 经  费 项  目 经  费

中  文  书 2781.68 联合国资料 90.11

西  文  书 3599.00 图书装订费 243.33

东  文  书 9535.43 中 文 资 料 41.04

俄  文  书 3006.34 中 文 刊 285.56

交  换  书 4389.63 外 文 刊 4052.00

港  台  书 5155.63 港 台 报 刊 159.47

善本特藏 34.95 中 文 报 521.58

学会论文 11.86 其 他 书 321.52

视听资料 55.05 地 方 文 献 349.65

合  计 34633.83

（二）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及服务经费

单位：万元

项  目 经  费

电子出版物
中文 820.10

外文 2127.98

合  计 2948.08

二、国有资产

（一）简况

截至 2016 年年底，国家图书馆资产总计 583001.42 万元。其中：固定资

产 338939.53 万元，流动资产 31285.66 万元，长期投资 2390 万元，无形资产

21751.64 万元。固定资产中，房屋建筑物原值 7976.92 万元，各类设备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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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39.39 万元，家具、装具原值 13583.6 万元，图书文献账面金额 287739.62 万元。

在建工程共计 188423.81 万元（主要为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国家图

书馆一期维修改造工程）。

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资产总量增加约 22146.85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约 15727.76 万

元，流动资产增加约 2145.77 万元，无形资产增加约 3783.27 万元。

（二）政府采购

2016 年，国家图书馆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的各项法律法规，全年政府采购预算 27799.87 万元，

节约资金 2156.30 万元，资金节约率为 7.75%。

国家图书馆政府采购总额为 25643.57 万元。其中：货物类为 16376.66 万元，占采购总额的

63.86%，比上年增加 8.7%；服务类为 9266.91 万元，占采购总额的 36.14%，比上年减少 0.9%。

国家图书馆政府集中采购规模为 3288.09 万元，占采购总规模的 12.82%，其中货物类 997.98

万元，服务类 2290.11 万元。分散采购规模为 22355.48 万元，占采购总规模的 87.18%，其中货物

类 15378.69 万元，服务类 6976.79 万元。

（三）馆属企业

2016 年，按照双效合一要求，加强企业考核，进一步理清馆方与馆属企业关系，推动企业

拓展对外业务，提升经营能力和对馆方回报能力。各企业营业总收入（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由

2015 年的 19019 万元增长至 2016 年的 20978 万元，增长 10.3%。

积极协调馆属企业拓展对外业务。支持北京北图文化发展中心拓展淮安文化中心托管外包等

项目，支持国图书店策划承接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整体外包等项目。北图文化发展中心合作建设

黑鸭子童声合唱团，书院、雅集开设读书会、古琴体验课等传统文化体验课，国图书店新承接西

华书房项目，书目数据中心竞争力显著提升，馆属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开展专题调研。根据 2016 年第 34 次馆务会要求，就进一步支持馆属企业发展并实行有效监

管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提出有关思路和建议，包括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落实企业运营平台、明

确宾馆的维护维修责任和费用承担、加强馆属企业对外投资及业务拓展的管理等。根据第 55 次馆

长办公会要求，开展关于解决员工食堂改进服务、加强管理等问题的专项调研，形成调研报告。

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企业经营效益测算、收缴及有关合同签订工作。

完成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工程建筑设计招标工作（参见“特别记载”之“国家图书馆国

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三、业务统计数据

1. 各类文献登记总量 623053 种 3066124 册 / 件，登记册 / 件与 2015 年相比减少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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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类文献编目加工总量为 604866 种 1352327 册 / 件，编目加工种数与 2015 年相比减少

13.55%。

3. 正式入藏各类文献为 623675 种 1278490 册 / 件，与 2015 年相比减少 8.87%；非正式入藏

各类文献 626785 册 / 件，与 2015 年相比减少 2.80%。

4. 截至 2016 年年底，馆藏总量为 36459962 册 / 件。

5. 接待到馆读者 5639886 人次，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10.03%。

6. 全馆流通书刊 24756125 册次，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7.26%。

7. 国家图书馆网站年访问量为 131239.5 万次，与 2015 年相比减少 10.54%。月平均访问量为

10936.63 万次，日平均访问量为 359.56 万次。

8. 各类咨询 104.46 万件，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2.46%。其中一般咨询 103.45 万件，与 2015 年

相比增加 2.50%。

9. 办理读者证卡 50.76 万张，其中实体证卡 23.41 万张，虚拟办证（网络实名注册）27.35 万

张。实体证卡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10.70%。

10. 培训、讲座、参观、展览等各项活动共接待读者 155.13 万人次，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24.80%。其中：举办展览 18 场，114.37 万人次；开办公益性讲座 542 场，7.2 万人次；组织培训

2006 批，24.13 万人次；接待参观 2592 批，9.44 万人次。

11. 截至 2016 年年底，数字资源总量达 1323.35TB，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162.37TB。其中：馆

藏特色数字化资源 1059.69TB，外购数据库 101TB，网络导航和网络资源采集 114.73TB，征集数

字资源 42TB，电子报纸呈缴 5.93TB。资源内容主要包括：电子图书 3765676 种 4246420 册，电

子期刊 55882 种，电子报纸 11596 种，学位论文 6410080 篇，会议论文 6073228 篇，音频资料

1111154 首，视频资料 150705 小时。

12. 截至 2016 年年底，外购数据库共计 253 个，包括中文数据库 126 个，外文数据库 127 个。

外购数据库类型及数量

数据库类型 中文库数量（个） 外文库数量（个）

全文数据库 64 82

文摘/索引数据库 14 21

数值/事实数据库 26 17

多媒体数据库 19 0

工具型数据库 3 2

复合型数据库 0 5

合计 126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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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截至 2016 年年底，已发布数字资源的内容单元主要包括：电子图书 3602414 种 4083691

册，发布率 95.7%；电子期刊 55722 种，发布率 99.7%；电子报纸 11062 种，发布率 95.4%；学位

论文 6404774 篇，发布率 99.9%；会议论文 6073228 篇，发布率 100%；音频资料 679780 首，发

布率 61.2%；视频资料 70554 小时，发布率 46.8%。

注：以下表总登记量报纸按单件统计，入藏量按合订册统计。

2016 年各类文献入藏明细表（正式馆藏）

文献类别 种    数 册（件）数 上年册（件）数 增长率%

图

书

中文普通书 252195 577310 664966 -13.18 

台港图书 20007 20907 22534 -7.22

盲文图书 0 0 126 ——

线装书 12295 12507 16323 -23.38

中文图书总计 284497 610724 703823 -13.23

西文图书 49896 53694 60241 -10.87

俄文图书 7005 7039 7050 -0.16

日文图书 18396 18690 19387 -3.60

东文图书 4675 4806 7592 -36.70

外文图书总计 79972 84229 94270 -10.65

图书总计 364469 694953 798093 -12.92

　

期

　

　

刊

　

　

中文期刊 11092 209413 223882 -6.46

台港期刊 822 9187 8257 11.26 

中文期刊总计 11914 218600 232139 -5.83

西文期刊 4002 34881 35478 -1.68

日文期刊 1314 10862 12103 -10.25

俄文期刊 775 7596 8019 -5.27

东文期刊 230 1782 961 85.43

外文期刊总计 6321 55121 56561 -2.55

期刊总计 18235 273721 288700 -5.26

报

　

纸

　

中文报纸 983 8055 6717 19.92 

台港报纸 85 1808 1771 2.09

中文报纸总计 1068 9863 8488 16.20

外文报纸总计 69 0 1599 -100 

报纸总计 1137 9863 10087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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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别 种    数 册（件）数 上年册（件）数 增长率%

特

藏

专

藏

善    本 39 186 174 6.90

外文善本 184 618 0 ——

新 善 本 161 181 203 -10.84

精装精印 26 67 87 -22.99

其他文献 0 0 4278 -100

金石文献 1272 1819 5238 -65.27

手    稿 463 1612 670 140.60

舆    图 0 0 0 ——

画    片 0 0 0 ——

照    片 0 0 0 ——

民语文献 8221 14898 8875 67.86

学位论文 186843 186843 200866 -6.98

敦煌资料 3728 3805 1292 194.50

地方文献 1918 11717 9813 19.40

图书馆学资料 —— 513 422 21.56

联合国资料 722 1196 1646 -27.34

中文资料 8412 8650 8839 -2.14

特藏专藏总计 211989 232105 242403 -4.25

缩

微

缩微平片 14847 30300 34684 -12.64

缩微胶卷 0 0 2147 -100

缩微文献总计 14847 30300 36831 -17.57

音
像
资
料

中文音像资料 9473 22225 16555 34.25

外文音像资料 1282 3955 4827 -18.07

音像资料总计 10755 26180 21382 22.44

电子
文献

电子文献总计 2243 11368 5440 108.97

正式入藏文献总计 623675 1278490 1402936 -8.8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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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馆读者人次、文献流通册次统计表

人次 册次

1月 419459 1883780

2月 344312 1657193

3月 421948 2039191

4月 402599 1921944

5月 416478 1907019

6月 422335 1935656

7月 589865 2855813

8月 563034 2845837

9月 514058 2019568

10月 558689 2033879

11月 535976 1794147

12月 451133 1862098

合计 5639886 24756125

各阅览室与服务点接待读者人次统计表

 

阅览室及服务点名称 读者人次 阅览室及服务点名称 读者人次

OPAC检索（南区） 37086 OPAC检索（北区） 4499

人工复制（南区） 69278 人工复制（北区） 4170

自助复制（南区） 11707 自助复制（北区） 45532

缩微文献阅览室 7817 法律参考阅览室 6668

保存本（综合阅览室） 7284 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资料中心 9312

基藏本（综合阅览室） 152018 中文图书阅览区 1774106

工具书（综合阅览室） 30550 工具书区（北区） 375669

基藏外文图书外借出纳台 50567 中文图书借阅区 380816

学位论文阅览室 31746 中文期刊区 117157

台港澳文献阅览室 45207 中文报纸区 117151

外文文献第一阅览室 75543 数字共享空间（集中区） 30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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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室及服务点名称 读者人次 阅览室及服务点名称 读者人次

年鉴 新方志阅览室 15241 数字共享空间（分散区） 33154

外文文献第二阅览室

日本出版物文库阅览室 
28512 数字共享空间（手持阅读） 5

善本特藏阅览室 8761 少年儿童图书馆 317318

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 2260 复制服务（古籍馆区） 945

中国少数民族语文阅览室 8185 普通古籍阅览室（古籍馆区） 12487

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

阅览室
3553 家谱、旧方志阅览室（古籍馆区） 3588

总计 4088567

咨询工作统计

单位：件

一般咨询 代检索课题 编制文献 年累计

党和国家领导 0 0 4 4

中央国家机关 10 8 1949 1967

重点科教单位 1219 4140 3641 9000

一般读者 1033270 162 161 1033593

年累计 1034499 4310 5755 1044564

国际互借工作统计表

项目 借出资料 借入资料

人次 120 286

册次 120 668

复印（件） 47 377

拒绝（件） 71 22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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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证卡统计

单位：个

证卡名称 本年证卡 累计（实体 / 虚拟）

人工办证
成人读者卡 47316

2444733少儿读者卡 4729

自助办证 读者卡 182065

虚拟办证 实名注册 273520 1348351

合计 507630 3793084

四、科研立项与结项

（一）立项科研项目

项目类别 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经费

（万元）
研制时间

社科基金抗日

战争研究专项

工程项目

16KZD012
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

与数据库建设
韩永进 200 2016-06—2020-11

社科基金抗日

战争研究专项

工程项目

16KZD013
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整理和

数字化
陈力 200 2016-06—2020-02

社科基金青年

项目
16CTQ003

互联网+时代公共数字文化工

程的服务模式转变研究
温泉 20 2016-06—2019-04

社科基金青年

项目
16CTQ004

公共图书馆线上线下服务融合

研究
童忠勇 20 2016-07—2018-06

馆级
NLC-KY-
2016-01

“一般资料标识”与“内容

形式和媒体类型标识”在书

目数据中的应用

贺燕 5 2019-06-30

馆级
NLC-KY-
2016-02

近代重要藏书家及其珍贵典藏

系列展览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张廷银 5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03

馆藏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海文

献整理与研究
李东屹 3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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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经费

（万元）
研制时间

馆级
NLC-KY-
2016-04

理论与实践——国家典籍博物

馆运行机制探索
林世田 5 2017-12-30

馆级
NLC-KY-
2016-05

国家图书馆藏名人家谱调查与

研究
谢冬荣 5 2018-03-01

馆级
NLC-KY-
2016-06

文献战略储备库专用存藏家具

（装具）研究
郑伟 2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07

基于图书馆的互联网信息采集

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吕琳 2 2016-12-31

馆级
NLC-KY-
2016-08

国图馆藏清人奏议善本整理与

研究
芦婷婷 2 2017-07-31

馆级
NLC-KY-
2016-09

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捐赠史梳

理与研究
于菲菲 2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10

刘国钧与国家图书馆文献分类

编目发展研究
赵悦 2 2018-03-01

馆级
NLC-KY-
2016-11

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对华战争罪

行文献整理与提要
唐玉屏 2 2018-02-28

馆级
NLC-KY-
2016-12

玛格丽特曼荣誉奖主要获奖者

思想评述及对现代及当代编目

实践的影响研究

赵丹丹 2 2018-07-01

馆级
NLC-KY-
2016-13

国家图书馆藏新民会查禁资料

整理与研究
李娟 2 2018-06-30

馆级
NLC-KY-
2016-14

馆藏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的

整理与研究
郭传芹 2 2018-06-30

馆级
NLC-KY-
2016-15

图书馆非标RFID标签数据迁

移方法研究
陈攀 2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16

晚清民国时期国法与家法关系研

究——以馆藏家谱文献为中心
刘冰雪 2 2018-04-20

馆级
NLC-KY-
2016-17

图书馆联盟协作运行模式研究

——以建设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

决策咨询服务协作平台的视角

贺一航 2 2017-12-3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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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经费

（万元）
研制时间

馆级
NLC-KY-
2016-18

中美日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

务产品比较研究
田贺龙 2 2018-04-01

馆级
NLC-KY-
2016-19

新媒体环境下的国家图书馆文

献提供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赵星 2 2018-02-28

馆级
NLC-KY-
2016-20

民国时期北平图书馆与其他图

书馆参考咨询工作对比研究
蔡成普 2 2018-12-31

馆级
NLC-KY-
2016-21

基于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图

书馆公开课建设研究
汪静 2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22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

绩效评价研究
韩萌 2 2017-10-31

馆级
NLC-KY-
2016-23

公共图书馆微服务体系研究 田钢 2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24

典籍博物馆内容设计机制研究 徐慧子 2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25

国家典籍博物馆公共教育课程

化研究
王萃 2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26

丝绸之路研究论著叙录 常荩心 2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27

古籍索引数据模型应用研究 肖禹 2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28

我国古籍保护标准体系建设研究 赵文友 2 2017-12-30

馆级
NLC-KY-
2016-29

传承经典论著，挖掘时代价值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

部经典》编纂项目的探索与思考

张洁 2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30

国家图书馆藏先秦道家子书善

本批校整理研究
冯坤 1 2017-12-30

馆级
NLC-KY-
2016-31

胡适与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
1948）

李蜜 1 2017-12-3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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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经费

（万元）
研制时间

馆级
NLC-KY-
2016-32

日本目录规则的历史变迁与国

际化道路研究
霍晓伟 1 2018-02-01

馆级
NLC-KY-
2016-33

基于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

物的“一带一路”重要国家经

济类文献整合及专题平台建设

武小瑞 1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34

馆藏民国时期抗战题材画报整

理与研究
李雪 1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35

国家图书馆问题读者及服务危

机研究
管峰 1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36

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微服

务”模式研究
肇诚 1 2017-09-30

馆级
NLC-KY-
2016-37

国家图书馆藏民国禁烟禁毒文

献整理与研究
齐午月 1 2016-12-31

馆级
NLC-KY-
2016-38

日藏中国专志目录研究——以山

水志、书院志、寺庙志为中心
赵依澍 1 2017-12-31

馆级
NLC-KY-
2016-39

文献修复用纸植物染色应用研究 田婷婷 1 2017-07-31

（二）结项科研项目

项目类别 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经费

（万元）
鉴定时间

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10ATQ005

大陆藏汉文古籍藏书题跋整理

与研究
詹福瑞 20 2016-12-15

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
13FTQ002 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 南江涛 28 2016-05-28

文化部科技创

新项目
1-2012

物联网环境下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研究
王宇鸽 5 2016-12-01

文化部文化科

技提升计划
2015-05 中文字符数转模技术研究 李晓明 60 2016-11-2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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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经费

（万元）
鉴定时间

文化部文化科

技提升计划
2015-实01 文献用纸保存寿命评估体系研究 田周玲 50 2016-09-09

文化部文化科

技提升计划
2014-07 古籍修复知识网络系统 方自金 60 2016-08-24

馆级 NLC-KY-2012-46
面向行业用户的图书馆竞争情

报战略服务
运梅 1 2016-12-13

馆级 NLC-KY-2012-07
全媒体时代图书馆营销策略与

实践研究
王雁行 2 2016-12-13

馆级 NLC-KY-2012-21
基于交互电视的全国公共图书

馆数字阅读平台服务模式研究
张炜 2 2016-12-08

馆级 NLC-KY-2012-52
基于国家图书馆网站的信息可

视化建设研究
孙倩 1 2016-11-28

馆级 NLC-KY-2014-08
网络资源存档的数据质量保证

策略与方法研究
曲云鹏 2 2016-11-28

馆级 NLC-KY-2014-15
大数据背景下数字图书馆移动

服务的用户行为分析模式研究
宋姝 2 2016-11-30

馆级 NLC-KY-2014-16
数字图书馆大数据处理与应用

技术研究
薛尧予 2 2016-11-29

馆级 NLC-KY-2012-37
基于关联数据的数字图书馆资

源服务扩展研究
魏达贤 2 2016-11-25

馆级 NLC-KY-2012-06 图书馆检索系统的质量模型研究 杨东波 5 2016-11-22

馆级 NLC-KY-2014-40
红外光谱法对墨水痕迹在不同

老化条件下消褪过程的研究
张铭 1 2016-10-31

馆级 NLC-KY-2014-10
明季西书来华与西学东渐——

国家图书馆藏金尼阁藏书整理

和研究

彭福英 2 2016-12-11

馆级 NLC-KY-2012-22
基于用户需求的数字图书馆推

广策略研究
邵燕 2 2016-10-18

馆级 NLC-KY-2012-34
图书馆数字资源安全共建共享

技术研究
路龙惠 2 2016-09-1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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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经费

（万元）
鉴定时间

馆级 NLC-KY-2012-05
口述史料在图书馆馆藏体系中

的地位及其应用模式研究
田苗 5 2016-08-30

馆级 NLC-KY-2015-29
国家图书馆总馆楼宇监控中心

建设方案研究
张大华 2 2016-08-22

馆级 NLC-KY-2014-32
网络资源采集策略与服务方式

研究
马宁宁 1 2016-08-18

馆级 NLC-KY-2010/09 明代中后期浙东藏书家研究 张玮 2 2016-08-11

馆级 NLC-KY-2015-48
国家图书馆文津街馆区普通善

本库改造方案研究
包涵 1 2016-07-21

馆级 NLC-KY-2015-30
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恒温恒湿

系统改造项目可行性方案研究
师宇腾 2 2016-07-21

馆级 NLC-KY-2012-32
国内图书馆馆员继续教育制度

建设研究
史建桥 2 2016-07-15

馆级 NLC-KY-2015-47
基于BIM技术的图书馆机电设

备一体化管理研究
张清华 1 2016-06-16

馆级 NLC-KY-2015-19 便携式数码缩微阅读器的研发 张阳 2 2016-04-28

馆级 NLC-KY-2015-46
《中国图书馆学报》与《中国

社会科学》等人文社科顶级期

刊的比较研究

袁浩 1 2016-04-13

馆级 NLC-KY-2014-07
规范数据在元数据仓储中的应

用研究
萨蕾 2 2016-04-06

馆级 NLC-KY-2014-39
现代显微技术在古籍鉴定与修

复中的应用研究
宋晖 1 2016-03-24

馆级 NLC-KY-2014-23
基于RFID数据分析的开架阅览

室室藏建设评价与读者需求分

析研究

陈攀 1 2016-01-07

馆级 NLC-KY-2014-24
国家图书馆青少年读者（13—
16岁）的阅读行为及服务对策

研究

李莹菲 1 2016-01-0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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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员

（一）2016年馆领导名单

姓名 职务名称

周和平 名誉馆长

韩永进 馆长、党委书记兼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

陈　力 常务副馆长（正局级）

魏大威 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张志清 副馆长兼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王　军 副馆长

李虹霖 副馆长兼国家典籍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孙一钢 副馆长

汪东波 馆长助理兼研究院院长（副局级）

（二）2016年处级干部名单

部处 职务名称 姓名 备注

办公室
主任 苏品红 　

副主任 辛璐 　

人事处
处长 王青云 　

副处长 张彬 　

财务处

处长 张军 　

副处长 李红霞

副处长 刘婷婷 　

业务管理处（民国时期

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

处长 毛雅君 　

副处长 孙伯阳 　

副处长 谢强 　

党群工作办公室
主任 荣杰 　

副主任 张红霞 　

纪检监察处

处长 陈荔京 　

副处长 王正元

纪检监察员（副处级） 乔淑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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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处 职务名称 姓名 备注

审计处 处长 安洁 　

离退休干部处
处长 张艳霞 　

副处长 孙乐 　

国际交流处（台港澳交

流处）

处长 张煦 　

副处长 马静 　

国有资产管理处
处长 魏崇 　

副处长 郝丽萍 　

保卫处

处长 赵建国 　

副处长 张明亮 　

副处长 尹存喜 　

研究院

院长 汪东波 兼任

副院长（正处级） 申晓娟 　

《文献》常务副主编（副处级） 张廷银 　

副院长（副处级） 汪桂海 　

《国家图书馆学刊》常务副主编（副处级） 陈清慧

中文采编部
副主任（主持工作） 王洋 　

副主任 刘瑛 　

外文采编部

主任 顾犇 　

副主任 罗翀 　

副主任 张玮 　

典藏阅览部（国家图书

馆少年儿童馆） 

主任兼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馆长 王志庚 　

副主任兼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副馆长 黄洁 　

副主任 刘博涵

副主任 陈慧娜 　

立法决策服务部

主任 卢海燕 　

副主任 白云峰

副主任 田贺龙 　

参考咨询部

主任 王磊 　

副主任 李翠薇 　

副主任 葛艳聪 　

数字资源部（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办公室）

主任 曹宁 　

副主任 李春明 　

副主任 吕淑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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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处 职务名称 姓名 备注

信息技术部（国家图书

馆现代技术研究所）

主任 孙一钢 兼任

副主任 邢军 　

总工程师（副处级） 王乐春 外聘

缩微文献部

主任 李晓明 　

副主任 张阳 　

副主任 王浩 　

社会教育部
主任 汤更生 　

副主任 廖永霞 　

展览部

主任 林世田 　

副主任 顾恒 　

副主任 张立朝 　

古籍馆

馆长 张志清 兼任

副馆长（正处级） 陈红彦 　

副馆长（副处级） 谢冬荣 　

副馆长（副处级） 萨仁高娃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办公室

主任 张志清 兼任

副主任 王雁行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处 秘书长（副处级） 梁爱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

库》编纂项目工作组
副主任 张洁 　

国图艺术中心
主任 吕慧军 　

副主任 侯宁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秘书长 霍瑞娟 　

副秘书长 仲岩 　

《中国图书馆学报》副主编 卓连营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主任 曹伟 　

副主任 张海波 　

基建工程办公室
主任 王六长 　

副主任 卢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社长 方自金 　

总编辑 贾贵荣 　

副社长 殷梦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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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结构

人员总数

在编员工 1529

　 离退休人员 1077

2016年进馆人数 60

2016年离馆人数 54（其中退休36人，调出16人，去世2人） 

性别结构

男 568

　 女 961

部处科组管理人员

　 处级 73

　 科级 258

年龄结构

30岁及以下 435

31—40岁 549

41—50岁 213

　 51岁及以上 332

专业技术职务结构

　 正高级职称 65

　 副高级职称 398

　 中级职称 717

　 初级职称 235

学历结构

　 博士学历 86

　 硕士学历 674

　 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67

　 本科学历 492

　 专科及以下学历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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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馆内奖励

2016年度先进集体名单

一、获得 2016 年度国家图书馆先进集体的部处

业务管理处　　保卫处　　中文采编部　　信息技术部

二、获得 2016 年度国家图书馆先进集体的科组

研究院馆史资料征集与研究室   外文采编部出版物交换组

典藏阅览部文献典藏三组    立法决策服务部内务司法组

参考咨询部竞争情报组    数字资源部网站管理组

缩微文献部编目与典藏组    社会教育部摄编组

展览部综合协调组     古籍馆地方文献组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管理组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机电科

2016年度国家图书馆服务标兵名单

张　茜（中文采编部联合编目组）

崔　玥（中文采编部中文资料组）

李跃进（外文采编部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组）

唐　龙（典藏阅览部中文图书外借组）

余　雯（典藏阅览部少年儿童服务组）

陶敏娟（典藏阅览部中文报刊阅览组）

李　超（典藏阅览部中文图书阅览组）

屈　凯（典藏阅览部参考书组）

王红波（典藏阅览部数字资源服务组）

汪晓莉（典藏阅览部学位论文与台港澳文献阅览组）

王宝兴（典藏阅览部基藏本阅览组）

王　琳（立法决策服务部社会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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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一航（立法决策服务部服务推广与保障组）

杨　桦（参考咨询部复制组）

运　梅（参考咨询部竞争情报组）

唐　晶（参考咨询部社科咨询组）

徐冰冰（参考咨询部科技咨询组）

王谢文（参考咨询部读者证卡组）

姜晓曦（数字资源部推广工程建设协调组）

宋　姝（信息技术部移动服务管理组）

张　宁（信息技术部项目管理与系统测试组）

杨晓微（缩微文献部计划与协调组）

罗林池（社会教育部讲座组）

方　堃（社会教育部教育培训组）

赵国香（展览部讲解服务组）

肖　刚（古籍馆善本特藏典阅组）

戴　季（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

2016年度创新奖项目名单

数图体验区“数字知识获取新形态”创新服务（信息技术部）

“不朽的巨匠——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 400 周年”国图公开课特别活动（社

会教育部）

国家典籍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机制创新（展览部）

整本文献批量脱酸工艺的研制（古籍馆）

2016年度“馆长特别奖”获奖名单

“红色记忆”及“民族记忆”双璧展（业务管理处、展览部、古籍馆、典藏阅览部、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办公室）

海外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国际交流处、业务管理处、信息技术部、中文采编部、数字资源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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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馆外奖励

序号 获奖单位 获奖名称 授予单位

1 国家图书馆 2015年度文化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文化部办公厅

2 国家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报

告》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2015年度十佳

调研报告

文化部办公厅

3 国家图书馆

《公共文化机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调研

报告》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2015年度优

秀调研报告

文化部办公厅

4 国家图书馆
2016年度文化部政府网站群绩效评估年

度最佳奖

文化部办公厅、文化部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5 国家图书馆
2016年度文化部政府网站群绩效评估快

速发展奖

文化部办公厅、文化部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6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入选首届

“大众喜爱的50个阅读微信公众号”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国

全民阅读媒体联盟

7 国家图书馆
M地铁 ·图书馆荣获“第1 3届 I F L A -

BibLibre国际图书馆营销奖”

国际图联管理与营销组、法国

BibLibre公司

8 国家图书馆 2016年中国图书馆展览会优秀展示奖 中国图书馆学会

9 国家图书馆 海淀区2016年度交通安全先进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交通安全委员会

10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
2016年中国图书馆展览会优秀展示奖 中国图书馆学会

11 国家典籍博物馆

“《十竹斋》笔记本”在2016年度中国

博物馆协会举办的“让文物活起来——

全国文博单位文化创意产品联展”中荣

获文博传承奖

中国博物馆协会

12 国家图书馆党委 中央国家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

13 国家图书馆党委 文化部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文化部直属机关委员会

14 国家图书馆团委
2015年度中央国家机关“最具活力团支

部奖”

共青团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

员会

15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年度全国优秀馆配商评选·十佳出

版社
《图书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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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单位 获奖名称 授予单位

1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清代家集丛刊》荣获2015年度全国优

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

员会

1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文求堂书目》荣获2015年度全国优秀

古籍图书奖二等奖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

员会

18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上海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荣获

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

员会

1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荣获2015年

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

员会

20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卷》荣获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

书奖二等奖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

员会

21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史记〉史话》荣获2015年度全国优

秀古籍图书奖普及读物奖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

员会

八、出访和来访

（一）出访

2 月 2—6 日，常务副馆长陈力、古籍馆副馆长谢冬荣、国际交流处副研究馆员郝金敏出席

“大清世相”展览开幕式，并访问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3 月 7—11 日，古籍馆金石拓片组副组长赵爱学、金石拓片组副研究馆员胡辉平赴英国国家

图书馆开展古籍业务交流。

3 月 7—12 日，馆长助理汪东波、典藏阅览部主任王志庚赴新西兰参加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

家图书馆馆长会议。

3 月 14—21 日，古籍馆副研究馆员董馥荣、馆员李江波赴澳大利亚对“大清世相”展览展品

进行维护。

3 月 15—19 日，原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国际交流处馆员谢天赴英国参加“英中文化交流项目

圆桌讨论会”。

4 月 10—20 日，业务管理处主任毛雅君、国际交流处处长张煦、数字资源部主任曹宁、国际

交流处馆员郭妮赴沙特阿拉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访问。

5 月 10—15 日，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魏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隋阳、毋栋赴美国芝加哥参加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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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展。

5 月 20—30 日，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副研究馆员董蕊、刘家平赴澳大利亚撤展。

5 月 29 日—6 月 5 日，副馆长张志清、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雁行、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副社长殷梦霞、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组长赵大莹、展览部馆员赵婷访问西班牙图书馆博物馆，

赴葡萄牙签署协议。

6 月 12—18 日，缩微文献部主任李晓明和信息技术部副主任邢军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档案

暨缩微学术交流会”。

6 月 23—30 日，副馆长陈力、国际交流处副处长马静、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谢强、中文采编部

副主任王洋、国际交流处馆员郝金敏赴马其顿、匈牙利开展图书馆业务交流。

6 月 29 月—7 月 3 日，展览部副主任张立朝随文化部团组赴日本参加日本授权展相关活动。

7 月 3—10 日，副馆长李虹霖、办公室主任苏品红、社会教育部主任汤更生、展览部副主任

顾恒、外文采编部馆员李伟赴意大利参加世界博物馆协会第 24 届大会并访问奥地利。

7 月 5—12 日，副馆长张志清、展览部主任林世田、业务管理处副处长孙伯阳、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助理王红蕾、外文采编部副研究馆员李吉子赴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进行业务

交流。

7 月 10—13 日，古籍馆副研究馆员孙俊、展览部馆员李周赴新西兰开展图书馆业务交流。

8 月 10—18 日，副馆长孙一钢、立法决策部主任卢海燕、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秘书长霍瑞

娟、数字资源部副主任李春明、办公室吴凯、典藏阅览部王景睿、陶敏娟、李洋和数字资源部毛

嘉瑞、周笑盈赴美国参加第 82 届国际图联大会并赴加拿大参加会前会。

9 月 3—10 日，副馆长王军、保卫处处长赵建国、外文采编部主任顾犇、基建工程办公室高

级工程师卢希、典藏阅览部馆员石楠赴法国、英国进行海外战略储备库调研。

9 月 4—11 日，馆长韩永进、研究院副院长申晓娟、基建办副主任王六长、副研究馆员朱亮、

国际交流处馆员谢天赴美国、加拿大进行海外战略储备库调研。

9 月 12—17 日，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研究馆员程有庆赴美国参加“园林　艺术　商业：中

国木刻版画”展览。

9 月 20—24 日，业务管理处研究馆员贺燕、数字资源部版权管理组组长龙伟、数字资源部文

献数字化组组长槐燕、外文采编部西文图书编目组馆员杨恩毅赴斯里兰卡进行业务交流。

9 月 22—26 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方自金、编辑总监廖生训，中文采编部副主任刘瑛赴

日本参加东京书展。

10 月 3 日—12 月 30 日，外文采编部助理馆员袁冶、信息技术部助理工程师宁秋丹赴日本出

版贩卖株式会社进行业务交流。

10 月 10—16 日，社会教育部田苗随文化部团组赴波兰参加首届中国—中东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专家级论坛。

10 月 15 日—11 月 5 日，国有资产管理处齐欣赴德国参加“德国文化机构公共资产管理研究”

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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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26 日，古籍馆金石拓片组副组长赵爱学、展览部馆员全凤燕、杜春磊赴墨西哥

办展。

10 月 24—28 日，副馆长孙一钢、国际交流处处长张煦、参考咨询部主任王磊、参考咨询部

副研究馆员赵星赴澳门参加“第十一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

11 月 3—5 日，中文采编部书目数据维护与整合组组长王彦侨、副研究馆员王广平赴香港参

加中文名称规范联合协调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11 月 9—11 日，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数字资源部副主任吕淑萍赴澳门参加两岸四地科技文

献服务合作与创新研讨会。

11 月 29 日—12 月 6 日，副馆长魏大威、办公室副主任辛璐、信息技术部主任助理李志尧、

数字资源部数字资源整合组组长张炜、数字资源部版权管理组刘沣霆赴荷兰、德国调研欧洲数字

图书馆项目。

11 月 30 日—12 月 3 日，数字资源部副主任李春明、信息技术部副主任邢军、国际交流处馆

员刘源泓、古籍馆馆员马琳赴韩国参加中日韩数字图书馆项目业务交流。

（二）来访

1 月 13 日，以色列艾利贝斯公司一行 3 人来访座谈，副馆长孙一钢会见来宾。

1 月 21 日，朝鲜国家科学院、人民大学习堂刘言一行 31 人来访参观，副馆长孙一钢会见

来宾。

1 月 28 日，约翰威利商务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总监汪亚文一行 3 人来访交流，常务副馆长

陈力会见来宾。

1 月 30 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一行 22 人来访参观，馆长韩永进、副馆长孙一钢会

见来宾。

3 月 1 日，英国国家图书馆一行 3 人来访交流。

3 月 7 日，韩国仁川广域市图书馆馆长李吉周一行 3 人来访参观。

3 月 12 日，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安思捷一行 6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孙一钢会见来宾。

3 月 18 日，石景宜华夏书画创作大赛人员一行 85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孙一钢会见来宾。

3 月 21 日，柬埔寨图书馆管理研修班一行 23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魏大威会见来宾。

3 月 22 日，埃及驻华大使等 2 人来馆参加活动，副馆长李虹霖会见来宾。

3 月 23 日，意大利圣卢卡斯学院 1 人来访参观。

4 月 5 日，英国阿伯丁大学中国事务部负责人克里斯多夫 · 肯来访交流。

4 月 7 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一行 3 人来访交流，馆长韩永进会见来宾。

4 月 8 日，日本友好贩卖株式会社 1 人来访交流。

4 月 14 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冈村志嘉子来访交流，馆长韩永进会见来宾。

4 月 18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图书馆代表团一行 8 人来访交流，馆长韩永进、副馆长孙一钢会

见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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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韩国国会图书馆沈银珠一行 7 人来访交流。

5 月 4 日，西班牙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格罗丽亚 · 明格斯等 2 人来访交流。

5 月 10 日，亚美尼亚文化部副部长一行 5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魏大威会见来宾。

5 月 10 日，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一行 3 人来访参观，副馆长陈力会见来宾。

5 月 23 日，埃塞俄比亚文化与旅游部部长阿伊莎 · 穆罕默德一行 8 人来访参观，副馆长孙一

钢会见来宾。

5 月 24 日，台湾图书馆采访编目组周淑惠一行 3 人来访参观。

5 月 27 日，克罗地亚科学图书馆一行 4 人来访参观。

6 月 22 日，港澳实习生 7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孙一钢参加交流活动。

6 月 27 日，英国国家图书馆展览部 1 人来访交流。

7 月 4 日，多国青年汉学家一行 32 人来访参观。

7 月 7 日，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平林彰一行 12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魏大威、孙一钢会见

来宾。

8 月 1 日，毛里求斯国家图书馆馆长拉莫斯等 2 人来访交流，馆长韩永进会见来宾。

8 月 13 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庄惠茹来访交流。

8 月 25 日，北美东亚图书馆界一行 14 来访参观。

9 月 8 日，台湾两“厅院”图书馆于复华一行 7 人来访交流。

9 月 11 日，台北“故宫”冯明珠等 2 人来访交流，常务副馆长陈力会见来宾。

9 月 12 日，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1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孙一钢会见来宾。

9 月 13 日，英国国家图书馆一行 5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张志清会见来宾。

9 月 18 日，缅甸宗教及事务文化部常务秘书兼历史研究与图书馆局局长南达洪恩一行 8 人来

访交流，馆长韩永进会见来宾。

9 月 20 日，埃及开罗图书馆一行 3 人来访参观。

9 月 27 日，厄瓜多尔驻华大使何塞 · 博尔哈一行 3 人来访签约，馆长韩永进会见来宾。

9 月 28 日，罗马尼亚文化中心拉库 · 埃列娜来访交流。

10 月 9 日，葡萄牙文化部部长路易斯 · 门德斯一行 4 人来访交流，馆长韩永进、副馆长张志

清会见来宾。

10 月 12 日，iGroup 亚太资讯集团公司一行 6 人来访参观并赠送图书，馆长助理汪东波会见

来宾。

10 月 12 日，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图书馆馆长一行 4 人来访参观。

10 月 13 日，泰国副总理塔纳萨 · 巴迪玛巴功代表团一行 17 人来访，副馆长李虹霖会见来宾。

10 月 19 日，日本图书馆界代表团一行 11 人来访交流。

10 月 21 日，德国柏林图书馆高杏佛来访交流，副馆长张志清会见来宾。

10 月 24 日，国际图联主席多纳 · 希德等 2 人来访交流，馆长韩永进、副馆长魏大威会见

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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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纽约移民银行董事长霍华德 · 米尔斯坦一行 8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张志清会见来

宾。

10 月 31 日，英国国家图书馆赵铠铨来访交流。

11 月 12 日，南亚六国图书馆高级管理人员一行 12 人来访交流，馆长韩永进、副馆长孙一钢

会见来宾。

11 月 14 日，香港公共图书馆助理馆长程佩珊等 2 人来访交流。

11 月 22 日，印尼西爪哇图书与档案馆一行 8 人来访交流。

11 月 28 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一行 5 人来访交流，馆长韩永进、副馆长孙一钢、张志清

会见来宾。

12 月 4 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一行 5 人来访交流，馆长韩永进、副馆长孙一钢会见

来宾。

12 月 5 日，圣智 Gale 学习出版社一行 3 人来访交流，常务副馆长陈力会见来宾。

12 月 13 日，英国国家图书馆馆员一行 3 人来访交流。

12 月 15 日，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一行 10 人来访参观并赠送图书，馆长韩永进、常务副馆长

陈力会见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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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部分会议、培训、讲座、展览

（一）会议

时间 会议名称 地点 备注

1月11—13日 2016年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项目论证会 北京

1月27日 《书志》编委会会议 北京

1月28日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十三五”规划专家

研讨会
北京

2月24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三五”时期规划纲

要》（征求意见稿）审议会
北京

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办公室承办

3月3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

录》专家审稿会
北京

3月7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专家审定会
北京

3月15日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 南京 南京艺术学院承办

3月24日
“国家标准《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 第1部

分：古籍》定级释例”专家讨论会
北京

3月28—30日
2016年全国省级及副省级市公共图书馆参考咨

询工作会议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承办

3月31日 2016年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专家评审会 北京

4月11日
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简称TBRC）藏文文

献目录讨论会
北京

4月12—13日 第六届全国文献采访工作研讨会 武汉

4月14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出版工作座谈会 北京

4月15日
永远的怀念——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

学术研讨会
北京

4月20日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出

版座谈会
北京

4月20—21日 2016年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项目评审会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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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会议名称 地点 备注

4月26日
《现代中国之记录——中国报刊情报集（1924—

1931）》出版座谈会
北京 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合办

5月10—12日 全国公共图书馆技术部主任会议 北京

5月24日
“十三五”期间古籍保护技术项目征集专家研

讨会
北京

6月13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三五”时期规划纲

要》（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
北京

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办公室承办

6月13—14日 2016海峡两岸档案暨缩微学术交流会 台北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中

国档案学会、中华档案暨资

讯微缩管理学会合办

6月20日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2016年第一次常务理事

会
北京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主办

6月29日 古籍资源数据库专家论证会 北京

7月19日
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届委

员会成立大会
北京

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主办

7月25日 《中华古籍总目·蒙文卷》编纂研讨会
鄂尔多

斯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图书馆承办

8月12日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调研会议 北京

8月22日
《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出版暨《丛刊》文献

及文化意义座谈会
北京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合办

8月29日
《美国埃默里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目

录》发布座谈会
北京

9月9日
“第一期全国佛教古籍保护管理研修班”课程

研讨会
北京

9月13日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央国家机关图书馆分会工作

会议
北京

9月18日 中国记忆项目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座谈会 北京

9月28日
“全国古籍普查基本数据库”和“中华古籍资

源库”发布座谈会
北京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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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会议名称 地点 备注

10月14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教材编撰暨人才培训座谈会 北京

10月17日 2017年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项目评审会 北京

10月18日
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日本战

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开题会
北京

10月26日 “古籍数字化及其在图书馆应用研究”学术会议 铜陵

11月1日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河南大学图书馆卷》新书

发布暨馆藏文献整理座谈会
开封 与河南大学图书馆合办

11月2日 历史文化名城馆藏文献开发暨资源建设研讨会 开封

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

员会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承办

11月15日
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日本对

华调查档案资料整理和数字化”开题会
北京

11月16—19日
回眸与展望：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

讨会
上海

与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图书

馆合办

11月22日
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文

献影像技术协会2016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北京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全

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主办

11月25日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届编译出版委员会成立暨

2016年工作会议
北京

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

员会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承办

12月27日
国家图书馆部委分馆馆长联席会议暨国家图书

馆立法决策服务平台服务年会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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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1月12日 Gale数据库培训第一期 张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1月27日 Gale数据库培训第二期 齐麟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3月1日
全球专利检索分析系统incoPat使

用培训
薛芳芳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3月4日—

4月1日

北京市2016年图书资料专业职称

考试辅导班

朱芊、富平、刘小

玲
北京 　

3月14—17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新媒体培

训班

匡文波、刘晓清、

邢军、于壮、刘钧
北京

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

承办

4月1日
无价宝传奇——《唐女郎鱼玄机

诗》鉴藏史话
张波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4月5—16日
第十一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吴格 郑州 河南省图书馆承办

4月12日 时间管理 纪元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4月13日 中国的登月计划 叶培建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4月17—30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一期）
北京

4月18—22日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与分类主题词

表标引规则应用技能培训班
曹玉强 北京 　

4月19—29日
第十二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吴格 曲阜

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

员会承办

4月22日 健康信息学 李世娟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4月25—29日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编目员上岗资

质培训班
刘小玲、贺燕 北京 　

4月26日—

5月8日

第四期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培

训班
杨利群 澜沧

云南省澜沧县图书馆承

办

5月3—14日
第十三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吴格 广州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承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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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5月8日—

6月17日

第四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

管理研修班
万群、胡泊、刘建明 西安 陕西省图书馆承办

5月8—14日 RDA理论与实践培训班

罗翀、蔡丹、张蔷

蔷、袁雪、王一楠、

刘丹、张璇、赵丹丹

北京

5月8—21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二期）
北京

5月9日—

6月10日
第二期碑帖编目与鉴定研修班

施安昌、尹一梅、

冀亚平、胡海帆
重庆 重庆图书馆承办

5月10—13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图书馆公开

课培训班

蒋玉龙、廖永霞、

孙志岗、萨蕾
上海

上海市文广局人才培训

交流中心承办

5月11日 古籍保护的原则与路径 刘家真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5月13日 天禄琳琅——乾隆皇帝的藏书 刘蔷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5月15日 明清皇宫档案纵谈 李国荣 北京

5月16—20日 中文普通图书编目工作培训班
刘小玲、王广平、

朱青青
北京 　

5月17日
提升爱的能力，让家庭沟通更

顺畅
赵永久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5月22日—

6月4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三期）
北京

5月23—27日
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案例解析培

训班

赵红、郭依群、唐

晶、刘素青、刘庆

才、张鑫尧

北京 　

5月23日—

6月3日
第二期全国传拓技术高级培训班

赵嘉福、李仁清、

张品芳、邢跃华
上海 上海图书馆承办

5月24日
把故宫带回家——故宫文创的现

在和未来
王亚民 北京

5月25日 古籍保护方法的分析与评价 刘家真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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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5月29日—

6月4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四期）
北京

5月30日—

6月3日

图书馆音像电子出版物采编与有

效版权管理培训班
刘铮、李华伟 北京 　

6月7—13日

数图推广工程·全国图书馆参考

咨询协作网媒体监测与舆情分析

专题培训班

滕广青、王磊、戴

维、运梅、罗嘉
济南 山东省图书馆承办

6月12—25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五期）
北京

6月12—25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六期）
北京

6月13—24日
第十四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吴格 长春 吉林省图书馆承办

6月15日
威科国际法律在线数据库Kluwer  

Law Online培训
张丽娟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6月16日
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决策咨询服

务协作平台培训
北京

6月17日 中国书籍的起源及其形制的演变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6月19日—

7月2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七期）
北京

6月20—24日
信息时代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培

训班

郭斌、姜晓、唐晶、

王媛、高凡
成都 与四川省图书馆合办

6月21日

古籍普查新发现（一）——宋刻

《开宝藏》及辽刻小字《契丹

藏》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6月22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解读 韩文乾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6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历史解读 黄延敏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6月23日
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党员宣誓

活动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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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6月23—24日
全国副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决策

咨询服务培训班

王建华、肖珑、王

世伟、焦芳梅、田

贺龙、张曙光、谢

德智等

哈尔

滨
黑龙江省图书馆承办

6月24日
古籍普查新发现（二）——宋刻

标抹本《四书章句集注》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6月27日—

7月7日

第十五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吴格 长沙 湖南图书馆承办

6月28日
古籍普查新发现（三）——陈老

莲《水浒叶子》初刻本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7月3—16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八期）
北京

7月5日
太平兴国三大书之一《文苑英

华》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7月5—8日
数图推广工程·全国图书馆参考

咨询协作网业务培训班

王磊、吴杨、张李

江、运梅、张曙光
成都 四川省图书馆承办

7月8日
明内府写彩绘插图本《千家诗

注》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7月7—8日 民国时期文献编目工作研修班
毛雅君、刘小玲、

朱芊、延卫平
沧州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河

北省文化厅合办（民国

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宣传

推广系列活动）

7月11日 国家图书馆的历史、馆藏与服务 陈力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7月11日
国家图书馆安全工作应激反应及

注意事项
赵建国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7月11—15日 中文期刊与报纸的编目管理 贺燕、杨静 北京 　

7月12日 唐仲友刻《荀子》遭劾真相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7月15日 《锦绣万花谷》及其辑者考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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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7月17—30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九期）
北京

7月18—21日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编目员上岗资

质培训班
富平 郑州

为河南省新华书店定制

培训

7月18—29日 古籍修复基础暑期班 朱振彬 北京 　

7月19日 昔时陶陶室 今日在国图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7月22日 《东京梦华录》及其作者考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7月25—30日 第五期民族古籍普查培训班
斯琴毕力格、托娅、

黄润华

鄂尔

多斯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图书

馆承办

7月26日 宋刻十行本《十三经注疏》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7月27日 常熟藏书家与明末清初的学风 袁媛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7月28日
语言文字规范与当下社会的遵行

使用问题
杨观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7月29日 古书版本鉴定 李致忠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8月2日—

9月9日

第五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

管理研修班
师有宽、潘美娣 兰州 甘肃省图书馆承办

8月8—12日
2 0 1 6年图书馆新员工入职培

训班

汤更生、谢强、朱

芊、金龙、马涛、

唐晶、杨静、刘小

玲、刘铮

北京 　

8月8—11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16年省市

级馆长西部地区培训班

曹宁、申晓娟、许

建 业 、 刘 梅 、 张

波、黎建宾、谢朝

容、冯小平

贵阳
贵州省图书馆、贵阳孔

学堂数字图书馆承办

8月10日 故宫的世界 世界的故宫 单霁翔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8月14—20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十期）
北京

8月14日—

9月10日
第一期全国古籍鉴定研修班

赵前、鲍国强、董馥

蓉、石光明、苏晓君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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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9月14日

第一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培

训班
张本义 大连 大连白云书院承办

8月15日 经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 徐兴无 北京

8月22—26日
数图推广工程·全国图书馆参考

咨询协作网业务培训班

王磊、肇诚、

王磊（女）、唐晶、

何玉英、张曙光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承办

8月21—24日
2016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缩微技术

培训班

张美芳、房明、杨世

杰、马玉峰、杨勇
沈阳

8月22日—

9月2日
古籍修复提高暑期班 朱振彬 北京 　

8月24—27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16年省市

级馆长东部地区培训班

曹宁、申晓娟、王

水乔、宋姝、周玉

山、尹士亮、张肖

回、沈红梅

威海 威海市图书馆承办

8月24日—

9月30日

第一期全国西文古籍修复技术研

修班
林明、肖晓梅 广州 中山大学图书馆承办

8月28日—

9月3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贫困地区图

书馆馆员研修培训班
北京

8月30日—

9月1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培训

刘魁立、罗红光、

陈小波、庞涛等
北京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

司主办，国家图书馆承

办

9月1—6日
第一期全国佛教古籍保护管理研

修班

李际宁、林世田、

王红蕾、刘家真
北京 中国佛教协会承办

9月2日 图书馆创客服务的机遇与挑战 张久珍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9月7—8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培训班
孙伯阳、刘小玲、

朱芊、延卫平
长春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

吉 林 省 文 化 厅 合 办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

计划宣传推广系列活

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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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23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16年省市

级馆长中部地区培训班

白雪华、曹宁、申

晓娟、张大尧、宋

姝 、 王 涛 、 龙 耀

华、周元贵、管霞

武汉 湖北省图书馆承办

9月21—22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培训班
毛雅君、刘小玲、

朱芊、延卫平
沈阳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辽

宁省文化厅合办（民国

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宣传

推广系列活动）

9月24日—

12月24日
古籍修复基础周末班 刘建明 北京 　

9月26—30日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

版）标引规则应用技能培训班
朱芊 北京 　

10月10—14日
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与文化

创新培训班

王亚林、王子舟、

邱奉捷、张广钦、

肖佐刚、郭斌、富

平、张若冰

北京 　

10月16—22日
RDA理论与实践——RDA记录

编制实操培训班

罗翀、张蔷蔷、蔡

丹 、 王 一 楠 、 张

璇、赵丹丹

北京 　

10月16—29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十一期）
北京

10月17—21日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编目员上岗资

质培训班
贺燕、刘小玲 北京 　

10月18—21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16年度数

字资源联合建设东部地区培训班

梁蕙玮、韩萌、赵

晟、褚正东、朱军、

仲晓凤、王其标

沈阳 辽宁省艺术学校承办

10月18—22日
第二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

员研修班
刘家真 沈阳 辽宁省图书馆承办

10月21日
新的图书馆数据概念模型——

FRBR图书馆参考模型
Pat Riva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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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10月24—30日 传拓技艺培训班 袁玉红 北京 　

10月31日—

11月3日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编目员上岗资

质培训班
富平 青岛

为青岛市黄岛区新华书

店定制培训

10月31日—

11月5日
第六期民族古籍普查培训班

边巴次仁、白张、

尼夏、

日喀

则
西藏图书馆承办

11月2—5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版权管理理

论与实务培训班

冉从敬、王飙、吕淑

萍、韩新月、罗静
北京

11月5日—

1月7日
书画装裱基础周末班 刘建明 北京 　

11月13—20日
中国—南亚图书馆管理与服务高

级研修班

陈力、魏大威、孙

一钢、申晓娟等
北京 　

11月14—19日 图书馆创客研习营

张久珍、孙一钢、王

子舟、于良志、张立

朝、王军、朱祖熹、

金龙、田苗、黄文

彬、韩晔曈

北京 　

11月14—18日
第一期全国道教古籍保护管理研

修班

吴格、尹志华、王

红蕾、刘家真

丹江

口
中国道教协会承办

11月15—18日
2016年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高级

研修班

卢海燕、孙卫、刘

清 、 李 春 梅 、 林

佳、张春红、张大

尧 、 邵 波 、 张 李

江 、 陈 顺 、 刘 英

赫、张惠梅

苏州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承办

11月15—18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16年度数

字资源联合建设中部地区培训班

梁蕙玮、韩萌、杜

巍巍、张美玲、夏

飔、王晓健、程强

合肥 安徽省图书馆承办

11月20日—

12月3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培

训班（第十二期）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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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11月29日—

12月2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16年度数

字资源联合建设西部地区培训班

梁蕙玮、韩萌、周

怡悦、李竺铁、陈

雪峰、扎西杰保、

石捷元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承办

11月30日—

12月1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培训班

陈力、刘小玲、朱

芊、延卫平

哈尔

滨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黑

龙江省文化厅合办（民

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宣

传推广系列活动）

12月5—15日
书海舵手——图书馆基础业务系

列培训项目
中文采编部业务专家 北京 　



287

统计资料

（三）讲座

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1月1日 女官掌文书：宋代的尚书内省 邓小南 文津讲坛

1月5日
一位人类学家在凉山——《我的凉山兄

弟》背后的故事
刘绍华 文津读书沙龙

1月9日 积极心理与压力管理 王利群 国图讲坛之“社会心理学研究”系列

1月9日 在场与离村——从碧山到堂安 左靖 国图讲坛之“乡村，诗意的栖居”系列

1月9日 汉语中的“诗语” 谢思炜 文津讲坛

1月10日 美学与人的魅力 赵祖达 国图讲坛之“美学知识”系列

1月10日 《三言二拍》金钱观的解读 陈惠琴
国图讲坛之“中国古今经典小说研

究”系列

1月16日 比较文明视野下中国历史与文化特色 张国刚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1月16日 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许结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1月16日
带上妈妈去看世界——一场“豁出去”的

生命之旅
刘颖 文津读书沙龙

1月17日
从现代人出现到农业起源——中原地区史

前考古新发现
王幼平 文津讲坛

1月23日 亲子对话：“我”与“你”真正相遇 杨桂青 教育家讲坛

1月23日
外来文明的华化与华夏文明的东传——基

于魏晋南北朝考古材料的考察
韦正

国图讲坛之“世界遗产视野下的

‘一带一路’”专题系列

1月23日 如何阅读、理解和欣赏日本文学 王向远 文津讲坛

1月24日 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 徐勇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童蒙文

化”系列

1月24日 中日关系：怎么看？怎么办？ 王泰平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1月24日 和家长老师孩子谈阅读 梁衡 文津读书沙龙

1月26日
从领舞到领悟——谭梅新书《领舞》首

发式

朱军、

谭梅
文津读书沙龙

1月26日 依法行政和简政放权 马怀德
国图讲坛之“文化与法治——法学名

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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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1月30日 保护春联习俗 常江 文津讲坛之“楹联文化”系列

1月31日 行业楹联漫谈 叶子彤 文津讲坛之“楹联文化”系列

2月13日 百年北京社会生活变迁 赵珩 文津讲坛

2月20日 对联与修辞 刘太品 文津讲坛之“楹联文化”系列

2月20日 “一带一路”与中亚东干人 胡振华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2月21日 基督教对哲学的贡献 黄裕生 文津讲坛

2月27日 古代中国——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国家 孙机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2月28日 中国三农改革的突破口——综合农协 杨团 国图讲坛之“乡村，诗意的栖居”系列

2月28日
《西游记》的三重面纱——从文本细读探

究小说意旨
王德岩

国图讲坛之“中国古今经典小说研

究”系列

2月28日
两代宰相　一种梦想——唐代《五牛图》

与新发现的韩休墓壁画
李松 文津讲坛

3月5日
图像中的文字与文字中的图像：古代近东

艺术之图文关系解读
贾妍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3月5日 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徐勇 文津讲坛

3月6日 千年包公 朱万曙 文津讲坛

3月12日 老子的政治哲学 曹峰 文津讲坛

3月12日 泥版上的伟大诗篇——吉尔伽美什史诗 拱玉书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3月19日 “丝绸之路”文化的叠压式传承与对接 厉声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3月20日 夷俗并从：北朝隋唐来华粟特人的丧葬 沈睿文
国图讲坛之“世界遗产视野下的

‘一带一路’”专题系列

3月20日 清音独远——琴与诗的美学意蕴 黄明康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世界诗

歌日特别活动”

3月20日 中国歌诗中的人文精神 杨赛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世界诗

歌日特别活动”

3月20日 希腊化埃及的多元文化 颜海英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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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3月21日
与诗歌相遇——“文津经典诵读”诗歌吟

诵会

黄明康、

杨赛等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世界诗

歌日特别活动”

3月26日 中产阶级审美幻象与全球化阶级冲突 周小仪 文津讲坛

3月26日
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

衍那》
范晶晶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3月27日
光影绵长：《西游记》电影的跨国生产与

消费
李道新

艺术家讲坛之“光影传奇：电影艺

术”系列

3月27日 《渡过》与我的抑郁症科普之路 张进 文津读书沙龙

3月27日 庄子的态度和风度 鲍鹏山
国图流动讲坛

与福建省图书馆主办

3月至12月 “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共38场

史金波、

黄润华、

郑金生等

18人

中国图书馆学会承办，各省图书馆学

会协办

4月2日 作为经典的诗三百 李山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4月3日 屈原价值的历史发现与现代重估 方铭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4月7日
打败糖尿病——世界卫生日“卫生·对话”

主题活动
施贺德

4月9日 印度教神话与造像 范晶晶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4月10日 多彩中国民歌 许讲真 艺术家讲坛

4月10日 穿在身上的历史坐标——中国古代服饰文化 谢大勇 文津读书沙龙

4月16日 说不尽的《牡丹亭》 宁宗一
国图讲坛之“世界读书日·纪念汤显

祖逝世400周年特别活动”

4月16日
中国人固有的生死观——读先秦典籍的一

点心得
止庵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省图书馆合办

4月16日 二胡的歌唱性演奏 许讲德 艺术家讲坛

4月16日 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 周育德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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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4月17日 家风文化  家国情怀 齐大辉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4月17日 心中的花园——《牡丹亭》之我见
张弘、

孔爱萍

国图讲坛之“世界读书日·纪念汤显

祖逝世400周年特别活动”

4月17日 古代希腊的赛会与赛会文化漫谈 王大庆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4月21日
致敬·莎士比亚——《时间之间》新书首发

暨纪念莎士比亚辞世400周年

史航、

于是等

国图讲坛之“世界读书日·纪念汤显

祖逝世400周年特别活动”

4月22日 任继愈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杜继文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4月23日 学习经典——《论语》的精神 冷成金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4月23日 唐代宦官：帝国的中流砥柱还是腐朽势力 陆扬 文津讲坛

4月23日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童蒙教育 王启涛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童蒙文

化”系列

4月24日
阿提卡悲剧中的两个故事：古希腊神话

略谈
刘淳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4月27日
评某些材质对古籍长期保存的影响——

水，纸板，木材 
刘家真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与

南京艺术学院合办，武汉大学承办

4月29日 美国青少年阅读推广服务的理念和实践 许欢 文津读书沙龙

4月30日
思想改变世界——凝聚人类思想精华的经

典名著
尹传红 文津读书沙龙

4月30日 国学教育的体系与方法 徐健顺  文津讲坛

5月1日
撑起一片心灵的绿荫——心理健康视野下

我国阅读疗法的开展
黄晓鹂 文津读书沙龙

5月3日 阅读的力量：“全民阅读”在行动 汤更生 文津读书沙龙

5月7日 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与莎剧的汉译 陈国华
国图讲坛之“世界读书日·纪念汤显

祖逝世400周年特别活动”

5月7日 塞万提斯的遗产：从《百年孤独》说起 范晔
国图讲坛之“世界读书日·纪念汤显

祖逝世400周年特别活动”

5月7日 韩愈与中国文章传统 刘宁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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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5月7日 维吉尔史诗与古罗马建国神话 高峰枫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5月8日 莎士比亚作品及版本赏析 辜正坤
国图讲坛之“世界读书日·纪念汤显

祖逝世400周年特别活动”

5月8日 引力波，带人类倾听星辰大海之声 苟利军 科学家讲坛

5月9日
法国中文印刷与汉字活字（十八—十九

世纪）

蓝莉、米

盖拉（法

国）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5月11日 古籍保护原理与方法 刘家真 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

5月13日 天禄琳琅——乾隆皇帝的藏书 刘蔷 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

5月13日 语文度我们的生命到更富生机的地方去 连中国 教育家讲坛

5月13日 任继愈的治学之路——从被毛泽东接见谈起 李申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5月14日 沙海古卷——文献学视角下的佛教研究 萨尔吉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5月14日 龙马飞腾——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 毛峰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省图书馆合办

5月15日 明清皇宫档案纵谈 李国荣 文津读书沙龙

5月15日 警惕“乐园”：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马晓冬 国图讲坛之“外国文学名著鉴赏”系列

5月15日 性格与命运——项羽刘邦的人生轨迹 过常宝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5月19日 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文化

意韵
张国雄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5月21日 文化兴国的欧洲经验 朱孝远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5月21日 巫觋文化与中国早期乐器 苏泓月 艺术家讲坛

5月21日 征程：从鱼到人的生命之旅 王原 科学家讲坛之“科技周特别活动”

5月22日 感受时空的涟漪：引力波直接探测解读 曹军威 科学家讲坛之“科技周特别活动”

5月22日 别处生活——20幅平民肖像 晏礼中 文津读书沙龙

5月22日 中国古籍印本的差异之美 郭立暄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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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古代基督教哲学与欧洲文明 徐龙飞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5月28日
看画与绘画——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图片与

绘画的关系
刘礼宾 艺术家讲坛

5月28日
被嘲笑过的梦想，总有一天会让你闪闪

发光
彭敏 文津读书沙龙

5月28日 史记导读·上 孙家洲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5月28日 李白与神仙道教的关系 钱志熙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5月29日 建安风骨的历史内涵及其意义 刘跃进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5月29日 政府统计大数据的治理与开放 白欢朋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专题研究”系列

5月29日 传统手工复兴与现代设计转化 曾辉 国图讲坛之“乡村，诗意的栖居”系列

6月4日 穷情极态——漫谈元杂剧的丰富内容 郭英德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6月4日 《诗经》中的友情与古代社会的交友之道 于迎春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6月5日 统计与大数据 朱利平 国图讲坛之“乡村，诗意的栖居”系列

6月5日 无限风光在乡村，服务乡村的启示 骆中钊 国图讲坛之“乡村，诗意的栖居”系列

6月5日 宫廷骑士史诗与《尼伯龙人之歌》 谷裕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6月7日 中西古籍保护与修复的比较 林明 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

6月8日 琴颂诗经 张卓 艺术家讲坛

6月10日 百年西泠之谜 陈振濂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6月10日
嘉靖万历间雕版印刷术的革命性发展与历

史影响
辛德勇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6月11日 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价值与赏析 唐绪祥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6月11日 宋代的文人庭园与文学写作 马东瑶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6月15日 彰显中文经典魅力，弘扬地域优秀文化 全勤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与

南京艺术学院合办，南京图书馆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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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薛清水
国图流动讲坛，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

民用航空分会合办

6月18日 内陆亚洲与中国历史 姚大力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6月18日 百折不挠的诗化人生 王步高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6月18日
“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

的中国叙述
丁莉 国图讲坛之“外国文学名著鉴赏”系列

6月19日
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法律制度建设
朱兵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国

家图书馆主办

6月19日
非遗法及其相关政策解读——以上海市非

遗保护条例为例
蔡丰明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国

家图书馆主办

6月19日 梦即生存：汤显祖笔下杜丽娘的生存场域 邹元江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6月19日 欧洲中世纪文明——历史的演化与发展 朱孝远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6月25日

在大学与社区之间建立非遗传承的互动模

式——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部中青年非遗

传承人群研培”经验综述

乔晓光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6月25日
文艺复兴时期一位炼金术士的一生——解

读尤瑟纳尔的《苦炼》
段映虹 国图讲坛之“外国文学名著鉴赏”系列

6月25日
中国人固有的生死观——读先秦典籍的一

点心得
止庵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6月25日
旧时月色——姜夔《暗香》《疏影》词的

情感书写
张鸣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6月26日 “三言”的创作年代与时代特征 傅承洲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6月26日 “用之美”——柳宗悦的工艺文化思想 徐艺乙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6月26日
辉煌与湮灭——中国古代青铜铸造的泥范

块范工艺
苏荣誉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6月26日 21世纪视角下的西方文艺复兴 程朝翔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古代西域多

元文明”系列

6月26日 中国古籍之美 陈红彦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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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舌尖上的植物学 史军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6月29日
大数据的探索与应用——兼议大数据对财

务会计工作的影响
潘璠

国图流动讲坛，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

民用航空分会合办

7月1日
雕版印刷的瑰宝——介绍三件早期雕版印

刷典籍
李际宁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7月2日 书体的演变 孙鹤 艺术家讲坛之“书法纵横”系列

7月2日 西半球文明古国：墨西哥 沈允鳌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7月2日 芒种节与贾宝玉的情缘 曹立波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7月2日 山西地区早期刻本佛经 李际宁 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

7月3日 中国民俗概说 萧放 文津讲坛

7月3日
工匠与工匠精神——我拍摄非遗纪录片的

感受
任长箴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7月3日 台湾的工艺与生活 赵农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7月6日 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与基本经验 王炳林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7月8日 《诗经》与西周礼乐——还原诗的真正含义 李山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7月10日 书法临摹的历史变迁 梁培先 艺术家讲坛之“书法纵横”系列

7月10日 手工生产与生态文明建设 吕品田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7月13日
想象力的启航——《巴巴央与魔法星》中文

版首发暨巴巴央故事计划中国站启动仪式

琦库·阿达

多、邵滨

鸿、迈克

尔·桑德

尔、何怀宏

文津读书沙龙

7月15日 清代私家刻书 孟宪钧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7月16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培养 黄道炫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7月16日 孔子儒学与重铸君子人格 牟钟鉴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7月16日 当代书法的文化身份 巴力 艺术家讲坛之“书法纵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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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 中东叙利亚热点形势 安惠侯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7月17日 匠心铁观音——铁观音茶的制作技艺 魏月德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7月17日 刺绣与针法
张美芳、

张帆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7月23日 书法欣赏要诀 孙鹤 艺术家讲坛之“书法纵横”系列

7月23日 非遗保护的法制建设和实践成果 刘魁立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7月23日 《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 廖可斌 文津讲坛之“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系列

7月24日
从随州叶家山出土青铜礼乐器看曾国礼乐

文化
黄敬刚 文津讲坛

7月24日 大数据高端人才是怎样炼成的 阮敬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专题研究”系列

7月24日 乡村：传统与现代 李松 国图讲坛之“乡村，诗意的栖居”系列

7月24日
北山汲古 文脉延绵──略述香港中文大学

文物馆入选碑帖
何碧琪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7月29日 从大革命到抗战：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崛起的 王奇生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7月30日 书法的人生意义——启功先生的书法人生观 董琨 艺术家讲坛之“书法纵横”系列

7月30日 昆曲闺门旦形象之比较 孔爱萍
艺术家讲坛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

如许”昆曲艺术赏析系列

8月3日 中国的探月梦 欧阳自远 科学家讲坛

8月3日 “拂晓”号——日本金星气候轨道探测器
Takehiko 

Satoh
科学家讲坛

8月5日 从“按语”看明清方志文献的价值与利用 彭勇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8月6日 丝网版画制作与赏析 张桂林 艺术家讲坛

8月6日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歌剧《林徽因》

创新与揭秘
陈小朵 艺术家讲坛

8月6日 享受阅读——《史记》导读（下） 孙家洲
国图流动讲坛

与包头市图书馆合办

8月7日 上海申办世博会的前前后后 张国斌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8月7日 一个大使的成长与思考 王嵎生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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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家族·伦理·家人父子 赵园 文津讲坛

8月12日
雕版印刷技术的后期发展 ——清内府“套

印本”
朱赛虹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8月13日 怎样观赏戏剧演出 林荫宇 艺术家讲坛之“名家戏剧课”

8月13日 人类最早的戏剧 罗锦鳞 艺术家讲坛之“名家戏剧课”

8月13日 河套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的考古学观察 魏坚 文津讲坛

8月14日 清代宫廷礼仪 杜家骥 文津讲坛

8月14日
当前文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从历史

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首发演讲
孙机 文津读书沙龙

8月14日 中国和越南关系：别样风雨看越南 李家忠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8月14日 我们为什么要读传统经典 王余光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8月17日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漫谈 李山
国图讲坛之“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

声”少儿诗词诵读专题培训

8月17日 语言正音及演讲思想情感的表达 张百灵
国图讲坛之“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

声”少儿诗词诵读专题培训

8月18日 怎样读好一首古诗 朱卫东
国图讲坛之“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

声”少儿诗词诵读专题培训

8月20日 埃及文明的再发现 金寿福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8月20日
窗外之梅，窗内之书——浅谈宋诗新原质

“梅”“窗”“书”之人文品格
周剑之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8月20日
中国和联合国：联合国的作用和中国在联

合国中的地位
金永健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8月20日 诗经——中国人的精神家底 李山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省图书馆合办

8月20日 农业食品与食品安全 石嫣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8月21日 戏剧的美妙——从契诃夫谈起 童道明 艺术家讲坛之“名家戏剧课”

8月21日 故宫古建筑的力与美 周乾 文津讲坛

8月25日 观念与手法 林克欢 艺术家讲坛之“名家戏剧课”

8月26日 漫谈屈子精神——从橘颂说起 赵敏俐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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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康熙乾隆南巡评议 黄爱平 文津讲坛

8月27日 古籍数字化与《聊斋志异》的诠释 赵伯陶 国图讲坛之“中国古今经典小说”系列

8月27日 开启流利英语阅读第一步 王敏 国图流动讲坛，与青岛市图书馆合办

8月27日
源于生活，归于生活——国家级非遗蓝印

花布的保护与传承
吴元新 20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8月27日 中国外交：新趋势、新挑战 王逸舟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8月28日 利用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李钰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专题研究

8月28日
别为“颜值”付出太多——传统村落保护

发展的基本任务和主要问题
李华东 国图讲坛之“乡村，诗意的栖居”系列

8月28日 应试教育与读书的关系 孙鹤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9月2日 近年出土简帛文献与先秦学术思想 白奚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9月3日 经典的命运 詹福瑞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9月3日 唐风流韵话唐妆 杨树云 艺术家讲坛

9月3日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 郭传菁 艺术家讲坛

9月3日 丝绸之路的开辟 林梅村 文津讲坛

9月4日 克孜尔石窟：西域石窟之典范 李崇峰 文津讲坛

9月4日 《与新诗为邻》——如何欣赏现代诗 臧棣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9月4日 我经历的几个外交片段 张九桓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9月7日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薛清水
国图流动讲坛，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

民用航空分会合办

9月9日 梦想照进现实——当代科幻名家对话
刘兴诗、

吴岩等
文津读书沙龙

9月9日
博物馆，终身教育的大学——从甲骨文记

忆展说起
祁庆国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9月10日 关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经典朗诵” 王驿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9月10日
儿童早期和青少年时期的发展——神经教

育学的观点
韦钰 教育家讲坛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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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
在沉默中走向孤独——谈卢梭的《对话

录》
杨国政 国图讲坛之“外国文学名著鉴赏”系列

9月11日
一座城与一个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笔下

的里斯本
闵雪飞 国图讲坛之“外国文学名著鉴赏”系列

9月11日 卡夫卡与法 曾艳兵 文津讲坛

9月12日、

19日
互联网时代财务畅想 黄益建

国图流动讲坛，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

民用航空分会合办

9月17日 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韩建业 文津讲坛

9月23日
孔子梦周公与庄周梦蝶——中国早期思想

的两个梦的解析
干春松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9月24日 罗马：从城邦到帝国 晏绍祥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9月24日
世界风云纵览——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探

析：中美关系
尹承德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9月24日 形象及其倒影：热内的名剧《阳台》 程小牧 国图讲坛之“外国文学名著鉴赏”系列

9月25日 用复杂模型应对复杂数据 李丰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专题研究”

9月25日
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传统村落保护实践

与思考——以诸葛村为例
张书恒 国图讲坛之“乡村，诗意的栖居”系列

9月28日 文献保护与修复\明墓出土书的修复 潘美娣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与

南京艺术学院合办，上海图书馆承办

9月30日 民国初年的新闻业和新闻漫画 郭传芹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0月9日 清末民初的新闻漫画 韩丛耀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0月10日 大数据技术与大数据应用 朱利平
国图流动讲坛，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

民用航空分会合办

10月11日 拓片修复\古籍修复近史 赵嘉福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与

南京艺术学院合办，上海图书馆承办

10月12日 互联网时代财务畅想 黄益建
国图流动讲坛，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

民用航空分会合办

10月14日 傅雷家书的当代价值 张丁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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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10月15日 元朝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李治安 文津讲坛

10月16日 丝绸之路上的希腊化文化遗产 杨巨平  文津讲坛

10月17日 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向光
国图流动讲坛，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

民用航空分会合办

10月21日 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 刘玉才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0月21日
新的图书馆数据概念模型——IFLA LRM

学术讲座
Pat  Riva

10月22日
世卿世禄和选贤任能：中国古代入仕制度

概说
阎步克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10月22日
从浪漫的幻想到小说的真实：谈法国作家

福楼拜的《情感教育》
龚觅 国图讲坛之“外国文学名著鉴赏”系列

10月22日 《红楼梦》时间意识的表现与意义 陈惠琴 国图讲坛之“中国古今经典小说”系列

10月23日
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记红四方面军无线

电技侦工作创始人蔡威
陈晓霆 国图讲坛之“父辈的长征”系列

10月23日 智慧能源与能源互联网 韩晓平 文津读书沙龙

10月23日 东风西渐：早期东西方的文化交互 李水城 文津讲坛

10月25日 中西古籍保护与修复比较 林明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与

南京艺术学院合办，中山大学图书馆

承办

10月28日 古籍用纸的分析鉴定技术 王菊华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与

南京艺术学院合办，制浆造纸研究院

承办

10月28日 揭开“天禄琳琅”的神秘面纱 刘蔷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0月29日 带着孩子们，走进博物馆 姜松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0月29日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工笔人物画创作与赏析 朴春子 艺术家讲坛

10月29日
做有智慧的教育者——家庭教育的道、

法、术
林格 教育家讲坛

10月30日 人工智能与阿尔法狗 马景义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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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10月30日 弱建筑设计：建筑师在乡建中的身份与态度 何崴 国图讲坛之“乡村，诗意的栖居”系列

10月30日 丝路明珠——吐峪沟石窟的考古新发现 李裕群 文津讲坛

11月5日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父亲——牢记父亲教

诲，传承革命家风
贺北生 国图讲坛之“父辈的长征”系列

11月5日 英国脱欧的前前后后 马振岗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11月5日 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与保护 刘托 文津讲坛

11月5日 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 毛峰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11月5日 发现古琴之美——细述琴之四美九德 吴寒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1月6日 什么是经典?为什么读经典? 陈众议 文津读书沙龙

11月6日 走进象牙之塔——骈文与中国传统文化 莫道才 文津读书沙龙

11月6日 忠诚与背叛 何建民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省图书馆合办

11月9日 中国古代选举和科举制度 许树安 国图流动讲坛，与文化部人事司合办

11月11日
引玉拈花——鲁迅收藏的外国版画与中国

的新兴木刻运动
夏晓静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1月13日 东亚时间与东亚文化 刘晓峰 文津讲坛

11月16日 纸质文献及其保护 陈红彦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与

南京艺术学院合办 

11月16日 中国四大小说名著的文化价值 郭英德 国图流动讲坛，与文化部人事司合办

11月16日 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黄益建
国图流动讲坛，与中国总会计师协

会民用航空分会合办

11月19日 王阳明的人生与思想智慧 郭齐勇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11月19日 中国和韩国关系：我在韩国当首任大使 张庭延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11月19日 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肖群忠 文津读书沙龙

11月19日 傅雷与刘海粟 李兆忠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1月20日 《庄子·逍遥游》的自由精神与宇宙大生命 摩罗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1月20日 中央红军的工兵在长征中的历史功绩 王太和 国图讲坛之“父辈的长征”系列

11月20日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审美理想和士大夫的

人文情怀
戴晓云 文津读书沙龙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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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11月20日 当代中国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 杨利慧 文津讲坛

11月23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田辰山 国图流动讲坛，与文化部人事司合办

11月26日 安德烈·纪德与法国现代思想的危机 罗湉 国图讲坛之“外国文学名著鉴赏”系列

11月26日 《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真相与谎言 田庆生 国图讲坛之“外国文学名著鉴赏”系列

11月27日 生活中的统计学 张宝学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专题研究”

11月27日 修复乡村文明 重拾乡村自信 梁军 国图讲坛之“乡村，诗意的栖居”系列

11月27日 传统审美在戏曲中的表现 张尧 文津讲坛

11月30日 北京——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朱祖希 国图流动讲坛，与文化部人事司合办

12月3日 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王志刚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12月3日 礼乐人生——成就你的君子风范 彭林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省图书馆合办

12月4日 飞龙在天：中国古代龙崇拜的神话与真相 刘宗迪 文津讲坛

12月7日 近现代报刊的史料价值及其保护和整理 倪俊明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与

南京艺术学院合办，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承办

12月10日
尺牍与书仪——以王羲之法帖为中心的古

代书简研究
祁小春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2月10日
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梁漱溟和他的

民国朋友圈
梁钦宁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省图书馆合办

12月11日 铁流后卫——忆长征中的父亲 谢虹 国图讲坛之“父辈的长征”系列

12月11日
本色的鲁迅 真实的传记——我如何为鲁

迅立传
陈漱渝 文津读书沙龙

12月15日 古籍用纸的制造工艺 陈刚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与

南京艺术学院合办，复旦大学承办

12月17日
全球治理与中国发展——从二十国集团杭

州峰会说起
张宇燕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12月17日
以《芥子园画谱》为例谈清代绘画的传移

模写
朱万章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2月18日 经济全球化与跨境经济统计 刘仕国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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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12月18日 “美丽乡村”的缘起、建设及思考 魏玉栋 国图讲坛之“乡村，诗意的栖居”系列

12月18日 五岳独尊话泰山——中国文化中的泰山信仰 叶涛 文津讲坛

12月27日 古代书画传统手工装裱与修复 王自强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与

南京艺术学院合办，中国丝绸博物馆

承办

12月31日 寂寞绽放：宋金杂剧的崛起 毛小雨 文津讲坛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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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图公开课

时间 公开课名称 主讲人 备注

3月19日
中国大发明

第二讲　筹算与珠算
冯立昇 　

3月20日
中国大发明

第三讲　中国古代建筑木构技术
郭黛姮 　

3月20日
昆曲

第一讲　中国第一个世界非遗
丛兆桓 　

3月22日
文明的交响 

第一期　中埃文化沙龙

侯赛因·伊

卜拉欣、

唐际根

　

4月23日 第十一届文津奖颁奖暨国图公开课一周年特别活动

王原、

黎润红、

苟利军、

潘富俊、

高春香、

许明振

　

5月14日
中国大发明

第四讲　中国传统酿造——曲蘖发酵
周嘉华 　

5月14日
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日本的战后处理

第七讲　反思与翻案——战后日本社会
步平 　

5月19日
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

第九讲　长河入海——东南沿海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
赵丰 　

5月19日
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

第十讲　西北神州——辽、金、西夏、回纥时期的丝绸交往
赵丰 　

5月19日
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

第十一讲　欧亚通衢——蒙元时期的东西丝绸交流
赵丰 　

6月3日 经典图画书，直到永恒
阿甲、

马库斯
　

6月11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一讲　中国书籍的起源
李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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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二讲　书籍的载体：从竹简到纸书
李致忠

6月11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三讲　书籍的装帧形式（上）：卷轴装、梵夹装与经折装
李致忠 　

6月11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四讲　书籍的装帧形式（下）：卷轴装、梵夹装与经折装
李致忠 　

6月24日
文明的交响 

第二期　中古文化沙龙

庞炳庵、

赛尔希奥·

达里奥·埃

尔南德斯·

利马

　

6月27日
昆曲

第二讲　昆曲的诞生
丛兆桓 　

7月8日 国风诗会 翟永明 　

7月9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七讲　 宋刻两陶集的版本及流传
李致忠 　

7月9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八讲　两集共储陶陶室 书林佳话又添增
李致忠 　

7月16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五讲　《千家诗》：成书 、辑者与流传
李致忠 　

7月16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六讲　明内府写彩绘插图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
李致忠 　

7月23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九讲　古书版本鉴定：“虚鉴”与“实考”（上）
李致忠 　

7月23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十讲　古书版本鉴定：“虚鉴”与“实考”（中）
李致忠 　

7月23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十一讲　古书版本鉴定：“虚鉴”与“实考”（下）
李致忠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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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公开课名称 主讲人 备注

7月23日
中国古籍十二讲

第十二讲　宋刻颜体《法华经》考证释例
李致忠 　

7月29日 不朽的巨匠——纪念“汤莎塞”逝世四百年特别活动

丛兆桓、

辜正坤、

陈众议

　

9月9日
昆曲

第十二讲　昆曲的当代传承
周秦 　

9月9日
昆曲

第九讲　昆腔音乐与度曲
周秦 　

9月9日 梦想照进现实——当代科幻名家对话

刘兴师、

吴岩、

李广益、

萧兴寒、

任冬梅

　

9月10日
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

第十二讲　东西洋上——明清传教士和中国外销绸
赵丰 　

9月10日
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

第十三讲　衣被天下——世界各地的丝绸生产及其产品
赵丰 　

9月11日
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

第十四讲　经纬天地——中国丝绸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赵丰 　

9月11日
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

第十五讲　锦绣前程——世界遗产背景下的丝绸未来
赵丰 　

9月24日
心连广宇　志在苍穹——人类太空探索与中国航天之路

第一讲　开拓人类的新疆域——航天技术概览
庞之浩 　

9月24日
心连广宇　志在苍穹——人类太空探索与中国航天之路

第二讲　形形色色的通天塔——中外运载火箭
庞之浩 　

10月21日
昆曲

第七讲　花雅之争
丛兆桓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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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昆曲

第八讲　20世纪昆曲的生死存亡
丛兆桓 　

10月29日
诗经二十讲

第一讲　诗经学基本概念
李山

新栏目“一书一

课”首门课程首讲

10月29日
诗经二十讲

第二讲　诗经：历史进步的结果
李山 　

11月5日
诗经二十讲

第三讲　族群融合与《诗经》的创制
李山 　

11月5日
诗经二十讲

第四讲　西周开国乐：《大武》乐章
李山 　

11月19日
世界古代史（上）

第一讲　导言一
郭小凌 　

11月19日
世界古代史（上）

第二讲　导言二
郭小凌 　

11月26日
诗经二十讲

第五讲　祭祖的乐章：颂歌献给谁
李山 　

11月26日
诗经二十讲

第六讲　将祖先神还原为创业的英雄
李山 　

11月27日
中国大发明

第五讲　运河与船闸
周魁一 　

11月27日
昆曲

第十讲　昆曲的表演艺术
丛兆桓 　

11月27日
昆曲

第十一讲　昆曲的回顾与展望
丛兆桓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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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览

时间 展览名称 地点 备注

全年 名家手稿展基本陈列 北京

全年 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展基本陈列 北京

全年 甲骨文记忆展 北京

2014年9月9日—

2016年10月14日
敦煌遗书展基本陈列 北京

2015年11月6日—

2016年2月21日

傲骨立天地 史学铸丰碑——纪念陈垣先

生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展
北京

2015年12月10日—

2016年2月21日

向经典致敬——王家新临摹历代书法经

典作品展
北京

2015年12月10日—

2016年5月22日

古韵镌拓 纸墨千秋——2015年国家典籍

博物馆宋元善拓暨全国书法临摹展
北京

2015年12月29日—

2016年2月21日
炫彩童年——中国百年童书展 北京

1月26日—3月15日
同筑中国梦 共度书香年——2016年国家

图书馆楹联文化展
北京

1月
册府千华——湖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
长沙 湖南图书馆承办

2月5日—5月22日 大清世相：中国人的生活1644—1911
堪培拉

（澳）
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合办

3月7日—4月6日
聚力协作共推广 继往开来绘蓝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五年间
北京

3月18—29日
石景宜博士杯华夏书画创作大赛第二届

优胜作品巡回展·北京站
北京

4月15日—5月22日
永远的怀念——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

念展
北京

4月23日—5月9日 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展 北京

4月
册府千华——广东省藏国家珍贵古籍

特展
广州 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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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22日 博洛尼亚插画展·中国巡展 北京

5月19日—10月31日 一门三院士 共筑中国梦 北京

6月6—13日 “美丽的伊朗”图片展 北京

6月8日起
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
北京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合办，

国家图书馆承办

6月9—19日 喜迎G20——西泠印社系列作品邀请展 北京

6月29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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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7月2—9日 并非不惑——秦健书法展 北京

8月21日—9月21日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成果展巡展

沈阳

成都

哈尔滨

9月3—6日
跨越时空的对话——纪念文学巨匠汤显

祖和莎士比亚
北京

9月7—8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成果展 长春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吉林省文

化厅合办（民国时期文献保护

计划宣传推广系列活动）

9月9—16日 中国价值——大型连环画原创作品展 北京

9月16日—10月20日 视觉启蒙——清末民国新闻漫画展 北京

9月18—30日

不朽的抗联——纪念“九一八”事变85

周年中国记忆项目东北抗日联军专题资

源建设成果展

北京

9月21—22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成果展 辽宁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辽宁省文

化厅合办（民国时期文献保护

计划宣传推广系列活动）

9月28日—11月28日
赤子的世界——纪念傅雷夫妇逝世五十

周年展
北京

10月21—31日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长征精神——长征途

经省份文化系统老干部书画作品展
北京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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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展览名称 地点 备注

10月24日—10月31日

桑榆金辉——中央国家机关老年大学教

学成果展暨庆祝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书画摄影展

北京

10月25—27日
201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展览会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展示体验区
铜陵

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

10月25—27日
201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展览会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体验区
铜陵 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

11月1日—12月18日
和衷共济 筑梦中华——孙中山与华侨专

题展
北京

11月8—30日 引玉——鲁迅藏外国版画选粹 北京

11月16日起 太古遗韵——中国古琴文化大展 北京

11月30日—12月1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成果展 哈尔滨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黑龙江省

文化厅合办（民国时期文献保

护计划宣传推广系列活动）

12月6日起
且饮墨渖一升——吴昌硕的篆刻与当代

印人的创作展
北京

12月16日起 再遇芥子园——近当代名家绘画作品展 北京

12月
册府千华——青海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
西宁 青海省图书馆承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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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馆史档案资料

（一）国家图书馆档案管理系统升级工作

国家图书馆档案管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顺利完成，并于 2016 年 4 月 5 日正式上线运行。升

级后的国家图书馆档案管理系统，在继承原档案系统立卷归档、档案管理、档案利用等核心功

能基础上进行改进和优化，实现通过参数配置基本功能的目标，优化全文检索功能及统计功能，

完成图文档案、音视频档案集成改造，新增照（图）片档案管理、图形化工作流和业务流引擎、

数字水印等功能，并实现与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对接 , 较好地满足了当前国家图书馆档案管理工

作的需要。

（二）2016年度档案归档工作

首次利用新版档案管理系统进行年度归档工作，全馆都非常重视，档案意识明显增强，归档

工作力度加大，兼职档案员认真负责，整体档案移交情况良好并优于往年。一是全部按时归档，

这在历年尚属首次；二是档案数量稳中有增，其中照片档案比 2015 年增加 368%，业务档案数量

比往年增加 100%；三是建立起重大项目档案专库管理机制，保证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中

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数字图书馆推广

工程、中国记忆项目 6 个专项档案集中、统一、完整存放的同时，方便检索利用；四是归档质量

进一步提升，档案立卷质量明显高于往年。

归档情况统计

档案类型 档案数量 档案类型 数量

文书档案 4115 件 实物档案 16 件

活动档案 1007 件 刊物档案 136 件

业务档案 912 件 项目档案 19 件

照片档案 32740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