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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电媒体

日期 标题 媒体名称

4月9日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做客《开讲啦》 中央电视台CCTV1

4月20日 大英图书馆珍宝将亮相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央电视台CCTV1

5月3日 师徒：妙手“书医” 中央电视台CCTV1

8月12日 国际安徒生奖插画真迹登陆国图 中央电视台CCTV1

9月10日 国家图书馆重启视听服务中心 中央电视台CCTV1

3月3日 我国古籍数字资源总量达2.4万部  国图所占比重最大 中央电视台CCTV3

7月31日 悉尼：中国非遗文化周  甲骨文记忆展亮相悉尼 中央电视台CCTV3

8月28日 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首设文创展区 各方“携宝”参展 中央电视台CCTV3

9月29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10部图书出版：用时代精神

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
中央电视台CCTV3

12月29日 收获2017 中央电视台CCTV3

3月1日 多家图书馆联合发布珍贵古籍在线资源 中央电视台CCTC13

5月25日 北京新京剧演出亮相国图 中央电视台CCTV13

5月25日 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入古出新传承经典 中央电视台CCTV13

5月27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年：全国古籍保护体系已基

本完成
中央电视台CCTV13

6月10日 保护古籍用航天技术不惧水火虫酸 中央电视台CCTV13

6月11日 用航天技术保护古籍 中央电视台CCTV13

7月27日 改革在哪里  在中国范儿里  数字国图让残疾人共享文化资源 中央电视台CCTV13

8月12日 国际安徒生奖插画真迹登陆国图 中央电视台CCTV13

9月9日 国家图书馆重启视听服务中心 中央电视台CCTV13

9月12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联盟成立 中央电视台CCT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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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2017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开班 中央电视台CCTV13

9月14日 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启动 中央电视台CCTV13

9月29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丛书：《诗经》等首批10部图书

出版发行
中央电视台CCTV13

4月20日 大英图书馆珍宝将亮相中国 中央电视台CCTV14

2月20日
Doctors' for ancient books take residency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in Beijing

中央电视台

CCTV-NEWS

1月23日 乘地铁品红楼体验传统年俗 中国教育电视台CETV1

4月22日 “大英图书馆的珍宝”中国首展 中国教育电视台CETV1

4月23日 让每天都成为读书日：韩永进馆长谈读书 中国教育电视台CETV1

12月14日 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国图开讲 中国教育电视台CETV1

1月28日 金鸡迎春：国家图书馆迎来新春第一位读者 北京电视台BTV1

2月19日 国家十年培养修复人才上千人 “文献修复师”缺口缓解 北京电视台BTV1

2月19日 “我在国图修古籍”：国图古籍馆里的修复师们 北京电视台BTV1

3月4日 国图等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总量相当于6部《四库全书》 北京电视台BTV1

4月20日 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亮相国家图书馆 北京电视台BTV1

4月21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亮相国图 北京电视台BTV1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北京电视台BTV1

6月5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年公布12274部珍贵古籍名录 北京电视台BTV1

6月10日 非遗文化展示推广活动热京城 北京电视台BTV1

6月15日 云南纳西族文化遗产来京 北京电视台BTV1

7月2日 “毛公鼎”初拓首次亮相国图“金石”展 北京电视台BTV1

8月11日 国家图书馆里看“非遗中的老北京” 北京电视台BTV1

9月10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聘请杰出传承人“传帮带” 北京电视台BTV1

10月15日 国家图书馆总馆开馆30周年历史档案回顾国家重大工程 北京电视台BTV1

12月3日 人民币硬币发行60周年纪念展国图开展 北京电视台BTV1

12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年1月1日起施行 北京电视台BTV1

12月28日 国家图书馆元旦当天可近观“四库全书” 北京电视台BT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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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 节日交通：踏上“梦之旅”地铁4号线开出红楼专列 北京电视台BTV5

1月22日 “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上线海量传统资源网上可查 北京电视台BTV9

1月23日 地铁4号线开出红楼专列 北京电视台BTV9

1月28日 金鸡迎春：国家图书馆迎来新春第一位读者 北京电视台BTV9

4月20日 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亮相国家图书馆 北京电视台BTV9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北京电视台BTV9

5月1日 书医巧手补 故纸遗香存 北京电视台BTV9

6月5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年 公布12274部珍贵古籍名录 北京电视台BTV9

6月11日 非遗文化展示推广活动热京城 北京电视台BTV9

6月11日 北京：用航天技术保护古籍不惧水火虫酸 北京电视台BTV9

8月7日 “天鹅的故事”：国际芭蕾艺术特展亮相国图 北京电视台BTV9

8月11日 国家图书馆里看“非遗中的老北京” 北京电视台BTV9

9月14日 国家图书馆开放“视听服务中心”市民可感受黑胶唱片 北京电视台BTV9

9月15日 26国汉学家来华续写生动“中国故事” 北京电视台BTV9

10月15日
国家图书馆总馆开馆30周年 历史档案回顾国家重大工程

（直播北京栏目）
北京电视台BTV9

11月28日 岁尾将至 名家“大家”展接踵而来 北京电视台BTV9

12月3日 人民币硬币发行60周年纪念展国图开展 北京电视台BTV9

12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年1月1日起施行 北京电视台BTV9

12月25日 从“活”起来到“火”起来 博物馆人的“小火细烹”文化盛宴 北京电视台BTV9

12月28日 国家图书馆开启跨年读书周 元旦当天可近观“四库全书” 北京电视台BTV9

12月30日 元旦来博物馆看国宝观四库 北京电视台BTV9

1月24日 图书馆里过大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月29日 大年初一上午九点国家图书馆迎来鸡年第一批读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月12日 拜师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修复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月18日 国家图书馆今天将新增数字化古籍数千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7月28日 这里有一份国家图书馆攻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7月29日 古籍修复代表性传承人：古籍医生杜伟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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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北京：国家图书馆公开展示古籍修复技巧 上海东方卫视台SHTV

9月14日 中宣部等五部门实施“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上海东方卫视台SHTV

8月29日 “世界插画大展”开启童话艺术之旅 旅游卫视

6月1日 谷建芬“新学堂歌”音乐会开唱 山东卫视

4月16日 首批百卷《赵城金藏》回归广胜寺 山西卫视

4月22日 “大英图书馆珍宝展”亮相中国国家图书馆 黑龙江卫视

5月11日 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在武当山隆重开幕 湖北卫视

7月10日 “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云南行”启动 云南卫视

9月24日 国家图书馆开放“视听服务中心” 市民可感受黑胶唱片 河北卫视

12月29日 北京：国家图书馆开启跨年读书周 元旦当天可近观“四库全书” 河北卫视

12月23日 国家图书馆将向公众开放《四库全书》库房 江西卫视

二、平面媒体

日期 标题 媒体名称

1月3日 一套戏曲丛刊的风雨六十年 人民日报

2月23日 “我在国图修古籍” 人民日报

4月14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将展示大英图书馆的珍贵藏品 人民日报

4月24日 来，我们一起阅读（世界读书日） 人民日报

5月16日 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 人民日报

5月26日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体系基本形成 人民日报

6月9日 古籍保护十年成果展举办 人民日报

7月28日 “甲骨文记忆展”在悉尼开幕 人民日报

9月14日 中宣部等五部门实施“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人民日报

9月30日
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写在《中华传统文化

百部经典》出版之际
人民日报

12月22日 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创新论坛举办 人民日报

2月3日 国图陪读者  书香过大年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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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 到国图看拜伦诗稿 人民日报海外版

4月28日 文津图书奖揭晓 人民日报海外版

6月16日 国图开讲非遗 人民日报海外版

7月21日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120册出齐 人民日报海外版

9月14日 五部门实施“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人民日报海外版

10月27日 《中国图书馆史》面世  人民日报海外版

1月3日 《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出版 古戏集成 泽被后学 光明日报

1月22日 公共文化服务，如何依法保障 光明日报

2月1日 大年初三逛国图 光明日报

2月8日 守护文献典籍 传承中华文化 光明日报

2月13日 “以彰稽古右文之盛”——《四库全书》的纂修 光明日报

2月13日
“与《四库全书》相视，我们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了”——文津阁

《四库全书》历百年风雨守中华文脉的非凡故事
光明日报

2月13日 四库学的奠基人——史学家陈垣与《四库全书》 光明日报

2月17日
“文化的粮草就是积累资料”——任继愈与国图藏敦煌遗书的整理

和出版
光明日报

2月17日
即使片纸只字，也不曾轻视——国图人百余年来从未停止搜求整理

敦煌文献的脚步
光明日报

2月17日 拍摄敦煌文献珍本的尘封往事 光明日报

2月17日 清宫、曲阜藏孔府档案有望合璧出版 光明日报

2月20日 《永乐大典》正本去哪儿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桩谜案 光明日报

2月20日 调查《永乐大典》现存卷目第一人——袁同礼与《永乐大典》 光明日报

2月20日
重拾那些消逝的中华文化典籍——《永乐大典》六百年聚散飘零珠

还合浦的故事
光明日报

2月23日 古籍保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专家谈《赵城金藏》的“整旧如旧” 光明日报

3月1日 五图书馆联合发布万余部古籍数字资源 光明日报

3月23日 甲骨文蕴含的中华基因 光明日报

3月23日 “在怡情养志中焕发时代价值”——甲骨文献的活化利用记叙 光明日报

3月23日 藏用兼重 世传不辍——国图藏甲骨的入藏和公布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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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 把英国文学珍宝带到中国——“大英图书馆在中国”活动对外发布 光明日报

3月31日 从这里走近西夏——我与国家图书馆的西夏缘 光明日报

3月31日 原创图画书2016年度排行榜揭晓 光明日报

3月31日 在“死文字”中发现“活历史”——国图藏西夏文献的收藏与研究 光明日报

5月24日 古籍出版：经典挑出来，文脉传下去 光明日报

5月25日 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设计方案揭晓 光明日报

6月10日 《孔子博物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首发记录孔府各时期藏书刻书情况 光明日报

6月21日 《丝绸之路彩绘艺术大观》再现丝路盛景 光明日报

7月21日 国家观培育离不开公共文化空间 光明日报

8月22日 世界插画大展在国图举办——图画书呼唤中国风格 光明日报

9月9日 五位专家受聘“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光明日报

9月14日 用书香点亮人生 光明日报

9月14日 中宣部等五部门实施“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光明日报

9月15日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光明日报

9月30日
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写在《中华传统文化

百部经典》出版之际
光明日报

10月12日 《中国图书馆史》出版 将藏书史纳入图书馆史 光明日报

11月2日 十月光明书榜 光明日报

12月7日
用优秀文化滋养当代中国人——走向大众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

典》编纂札记
光明日报

9月14日 中宣部等五部门实施“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新华每日电讯

2月26日 图书馆，大胆“秀”出来！ 经济日报

4月23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来国图 看手稿 经济日报

10月3日
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写在《中华传统文化

百部经典》出版之际
经济日报

11月5日 念好“活”字诀 经济日报

11月5日 文创“脑洞”怎么开 经济日报

3月8日 Masters of glue China Daily

3月25日 China to dust off classic British editions China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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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Literary Britain on display China Daily

5月20日 From Shakespear to Sherlock： Treasure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China Daily

8月15日 Sutras Saved by Soldiers China Daily

10月24日 Collective history China Daily

1月25日 国家图书馆送出“大礼包”网络书香过大年 科技日报

2月23日 高科技古籍修复，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科技日报

4月14日 想看莎翁手稿，来国图吧 科技日报

4月24日 《吃货的生物学修养》等三部科普书获文津图书奖 科技日报

10月18日 学习之路 中国纪检监察报

11月17日 典籍传承智慧 文明守望未来 中国纪检监察报

12月22日 古今中西的文化互通互惠 中国纪检监察报

1月23日 品书香 赏年俗 国家图书馆与公众共享文化新年 工人日报

3月6日
他们是连接历史与现代的“修书人”、打通过去与未来的“搭桥

者”——与史对话，“古籍医生”的修复之路
工人日报

8月11日 近300幅真迹亮相世界插画大展 工人日报

8月21日 钢铁长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 工人日报

1月17日 大学刚毕业，我去国图修古籍 中国青年报

4月17日 英国经典文学手稿首次来华展览 中国青年报

4月24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颁奖活动启动 中国青年报

6月19日 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连环画在北京展出 中国青年报

8月15日 安徒生说，半个世纪的顶级插画都在这里了 中国青年报

9月14日 到2020年我国将修复古籍350万叶 中国青年报

2月9日 过年，那挥之不散的书香 中国妇女报

5月11日 从“莎翁”到邦德：跨越400年的文学之旅 中国妇女报

8月10日 “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展”将开幕 中国妇女报

12月25日 文明对话论坛走进国家图书馆 中国妇女报

9月16日 到2020年摸清全国古籍“家底” 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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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
全民阅读首次具有国家法律地位 专业人士呼吁尽快出台全民阅读

促进条例
法制日报

9月14日
古籍保护条例基本成形呼之欲出 政府投入不可任性 图书馆不能

秘不示人
法制日报

11月20日 一场精彩的中华法文化讲座 法制日报

1月8日
如何选择教材与课徒稿——从中国画语法蒙学典籍《芥子园画传》

的往世今生说起
中国文化报

1月23日 国图陪读者“共度书香年” 中国文化报

1月27日 好展迎春（提及品书香、赏年俗——2017年国家图书馆年俗文化展） 中国文化报

3月1日 聚力创新 开放共享 中国文化报

3月2日
牢牢树立依法治文理念 不断提升服务效能——全国文化文物系统

学习贯彻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视频会议发言摘登
中国文化报

3月3日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携手企业启动公益项目 中国文化报

3月8日 代表委员谈互联网与文化发展——陈力 中国文化报

3月10日 让古籍上网 把资源开放 中国文化报

3月15日 为“软实力”提供“硬支撑” 中国文化报

3月16日 国图“网络书香”推广活动影响广泛 中国文化报

3月30日 新媒体推动全民阅读的国图范本 中国文化报

3月31日 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在穗举办 中国文化报

4月13日 原创图画书2016年度排行榜揭晓 中国文化报

4月14日 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班举办 中国文化报

4月21日 “大英图书馆的珍宝”走进国图 中国文化报

4月21日 倾听千百年前的声音，打动新一代读者 中国文化报

4月24日 “2017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启动 中国文化报

4月24日 国图展出大英图书馆珍贵文学手稿 中国文化报

4月25日 让读者共享知识与文化——专访大英图书馆馆长卡罗琳·布雷泽 中国文化报

4月26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中国文化报

4月26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向北大赠送《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中国文化报

4月27日 大英图书馆珍宝 漂洋过海来见你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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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赵城金藏》首批复制经卷回归山西广胜寺 中国文化报

4月29日 山西寺观壁画资料捐赠暨展览开幕 中国文化报

5月21日 篆刻临摹不仅是初学者的功课 中国文化报

5月22日 典籍传承智慧 文明守望未来 中国文化报

5月23日 国图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筑设计方案确定 中国文化报

5月26日 “入古出新”印章临创展在京举办 中国文化报

5月26日 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成果斐然 中国文化报

5月29日 国图举办海丝数图资源建设培训班 中国文化报

5月30日 中阿图书馆界探讨资源共享 中国文化报

6月5日 2017年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启动 中国文化报

6月12日
文化和自然交融 传统与现代对话——各地“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突出
中国文化报

6月13日 国图举办古籍保护、出版、数字化优秀成果展 中国文化报

6月14日 国图开展“非遗保护讲座月” 中国文化报

6月16日 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连环画亮相国图 中国文化报

6月23日 司徒乔家书捐赠国图 中国文化报

6月23日 良辰美景 薪火相传 中国文化报

6月27日 中华优秀童书民语翻译出版工程启动 中国文化报

6月28日 杨献珍手稿入藏国家图书馆 中国文化报

7月2日 纳西族史诗的创造性演绎 中国文化报

7月5日 国图用心讲好典籍故事 中国文化报

7月9日 天将金石付斯人——记“清代收藏家金石学家陈介祺特展” 中国文化报

7月12日 国图开展《赵城金藏》重要史料抢救性摄录 中国文化报

7月19日 国图向南开大学赠送“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中国文化报

7月28日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抗战全面爆发八十周年”主题展览推荐名单公布 中国文化报

7月28日 国家动漫公共素材库亮出“古风漫影” 中国文化报

7月28日 我们的微传播队伍 中国文化报

8月2日 “甲骨文记忆展”亮相悉尼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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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 “非遗中的老北京”亮相国图 中国文化报

8月16日 国图文献展纪念建军九十周年 中国文化报

8月24日 数字图书馆来到贫困地区 中国文化报

9月4日 《重庆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出版 中国文化报

9月6日 第六期全国县级图书馆馆长培训班举办 中国文化报

9月7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十讲》出版 中国文化报

9月8日 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工作：聚焦效能提升 强化基地建设 中国文化报

9月8日 童书推广人伦纳德·马库斯：真正的目标是使孩子产生阅读兴趣 中国文化报

9月12日 国图视听服务中心正式开放 中国文化报

9月14日 移动阅读平台全新上线 推广工程助力全民阅读 中国文化报

9月14日 中宣部等五部门实施“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中国文化报

9月15日 国图举行敦煌遗书保护学艺传承活动 中国文化报

9月15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 中国文化报

9月24日 打造国内最具书卷气质的博物馆——记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三周年 中国文化报

10月10日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召开 中国文化报

10月13日 国图纪念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周年 中国文化报

10月18日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在武汉举办 中国文化报

10月21日 县级图书馆免费分享我馆数字资源的情况 中国文化报

11月1日 国家公共文化云推广试点工作部署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文化报

11月8日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专家学者热议公共图书馆法出台 中国文化报

12月3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获赠欧豪年书画作品 中国文化报

12月11日 “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资源共建工作培训班开班 中国文化报

12月14日 国图举办数字图书馆文化创意成果展 中国文化报

12月14日 丝绸之路数字图书馆建设培训班举办 中国文化报

12月20日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大国”系列读本问世 中国文化报

12月21日 阮章竞笔记手稿捐赠国图 中国文化报

12月25日 全国图书馆文创开发创新论坛举办 中国文化报

12月29日 国图读书周用阅读激活经典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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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 国图线上线下联动送新春文化“大礼包” 中国文化手机报

1月26日 国家图书馆与公众共享文化新年 中国文化手机报

3月15日 国图“网络书香”阅读推广志愿服务活动荣“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文化手机报

3月31日 国图将展大英图书馆珍藏 中国文化手机报

4月17日 第12届文津图书奖入围图书发布 中国文化手机报

4月24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在京开幕 中国文化手机报

4月24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中国文化手机报

5月19日
17日，为期两天的第25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在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幕
中国文化手机报

5月26日 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成果斐然 中国文化手机报

6月1日 中阿图书馆界探讨资源共享 中国文化手机报

6月23日 动漫素材数字文化创意展亮相国图数图体验 中国文化手机报

8月16日 国图举办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 中国文化手机报

10月13日 “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召开 中国文化手机报

1月23日 国家图书馆启动 2017年春节系列活动 人民政协报

5月22日 “入古出新——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在京举行 人民政协报

5月22日 第25届亚太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在京举行 人民政协报

6月19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座谈会召开 人民政协报

7月17日 第二届中阿国家图书馆及信息领域专家会议在京举行 人民政协报

8月21日 国际安徒生奖（终身成就）50周年展北京站开幕 人民政协报

10月23日 《中国图书馆史》正式出版 人民政协报

12月4日 欧豪年书画展在国图举行 人民政协报

12月18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创新论坛暨优秀校企对接会举办 人民政协报

1月25日 文化盛宴文化新年 国图2017年春节活动全面启动 中华读书报

2月8日 M地铁·图书馆新春活动引进红学专题 中华读书报

2月15日 “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上线 中华读书报

3月15日 国图联合沪津浙滇四家图书馆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中华读书报

4月26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颁奖 2017年全民阅读主题系列活动启动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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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向北大赠送《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中华读书报

4月26日 莎士比亚狄更斯等珍本、手稿首次在中国展出 中华读书报

4月26日 文津阁中多文津 中华读书报

5月3日 外研社新译《莎士比亚全集》亮相大英图书馆珍宝展 中华读书报

5月31日 如何讲好典籍故事 国图举办传统文化出版座谈会 中华读书报

6月14日 国图“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系列文化活动 中华读书报

6月16日 “非遗保护讲座月”国图开讲 中国艺术报

6月28日 “中华优秀童书民语翻译出版工程”项目启动 中华读书报

7月12日 国图启动《赵城金藏》抢救性摄录工作 中华读书报

7月19日 古籍保护十年硕果累累 中华读书报

8月22日 国图举办《赵城金藏》珍贵史料调查工作报告会 中华读书报

9月20日 共建共享共赢“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 中华读书报

10月18日 《中国图书馆史》在京首发 中华读书报

10月18日 国图召开座谈会纪念总馆南区开馆三十周年 中华读书报

11月29日 《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影印本首发 手稿捐赠国图 中华读书报

12月27日 郑振铎铜像人入驻国家图书馆 中华读书报

1月20日 品书香 过大年 国图2017春节系列活动启动 中国科学报

2月24日 古籍修复：传统技艺的现代变革 中国科学报

2月24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走过十年 中国科学报

4月28日 文津图书奖为全民阅读开书单 中国科学报

4月28日 中英文学跨越时空的对话 中国科学报

8月18日 世界插画大展亮相国图 中国科学报

10月27日 《中国图书馆史》面世 中国科学报

2月13日 国图举办“同筑中国梦 共度书香年”系列活动 中国教育报

4月23日 国图举行“4·23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中国教育报

4月24日 去国图，享受一场经典文学盛宴 中国教育报

5月8日 细说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中的传统文化 中国教育报

6月19日 教育家杨献珍手稿入藏国家图书馆 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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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 国图举办敦煌遗书保护学艺传承活动 中国教育报

2月10日 图书馆中的书香年 中国社会科学报

2月20日 图片报道（古籍馆古籍修复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

3月27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将于4月21日在京

拉开帷幕
中国社会科学报

8月3日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国家图书馆藏稿钞本年谱汇刊》 中国社会科学报

8月16日 钢铁长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

10月9日 “孔府珍藏文献展”于国庆前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

10月16日 国图举办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年周年纪念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

11月6日 “拈花——鲁迅藏中外美术典籍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

12月27日 一年一度的“国家图书馆读书周”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

1月20日 国图线上线下齐发力迎新春 中国艺术报

3月27日 大英图书馆馆藏莎翁珍本将首次在中国展出 中国艺术报

4月21日 四月，到国图看世界文豪手稿 中国艺术报

4月26日 第12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近半获奖图书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艺术报

5月29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成就显著 中国艺术报

6月21日 国家图书馆推出系列文化活动 中国艺术报

8月9日 欢迎进入插画大家的童话世界 中国艺术报

9月13日 国图视听服务中心正式开放 中国艺术报

10月18日 国图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年 中国艺术报

12月4日 欧豪年98幅书画亮相国图 中国艺术报

1月18日
我国原创童书进入丰收期——从第四届中国童书榜颁奖看童书出版

趋势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1月24日 国家图书馆馆长将恭候鸡年首批读者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3月27日 莎士比亚珍本等将首次在中国展出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8月10日 国图展示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8月16日 世界插画大展北京站开展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8月17日 建军90周年馆藏文献展国图展出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9月16日 五部门启动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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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 《中国图书馆史》出版发行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11月29日 阮章竞笔记手稿及影印本捐赠国图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4月18日 到国图感受中英文化魅力 中国文物报

5月3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中国文物报

5月30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年：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中国文物报

8月15日 《赵城金藏》珍贵史料调查工作报告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中国文物报

8月18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 中国文物报

8月18日 世界儿童文学插画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中国文物报

9月16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 中国文物报

11月28日 欧豪年书画展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 中国文物报

5月23日 传承与保护—— 山西寺观艺术展暨文献展在京举行 中国民族报

9月26日 让更多的中华典籍再放光彩——记第一期全国佛教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中国民族报

1月24日 国图文化惠民迎新春 中国财经报

4月6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10年成效显著 中国财经报

4月25日 文津图书奖为全民读书送大礼 中国财经报

8月17日 国图举办纪念建军90周年馆藏文献展 中国财经报

12月21日 全国图书馆文创开发创新论坛举办 中国财经报

4月25日 第12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5月23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在国家典籍博

物馆正式开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6月13日 国图启动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10月31日 国家图书馆2017年9月中文图书借阅排行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12月1日 阮章竞笔记手稿捐赠国家图书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8月18日
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展：想象力与童心是最好的

馈赠
文艺报

11月29日 “中国文化两岸融通——欧豪年书画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 文艺报

11月29日 阮章竞笔记手稿捐赠国家图书馆 文艺报

4月21日 古籍修复：与时间赛跑 金融时报

9月1日 画笔描绘 童话世界 金融时报



356

国家图书馆年鉴2018

2月4日 古籍保护渐入佳境 瞭望新闻周刊

2月4日 古籍数字化难题 瞭望新闻周刊

2月4日 为古籍“号脉治病” 瞭望新闻周刊

2月4日 中华古籍蕴藏民族记忆 瞭望新闻周刊

8月31日
“发改书吧”打造国图与中央国家机关合作标杆——访国家图书馆

副馆长孙一钢
中国改革报

1月27日 国图古籍修复师：“修古籍就是和古书建立感情” 中国民航报

3月15日 耐得住寂寞 每天都如履薄冰（我馆古籍修复师相关报道） 中国民航报

7月4日 象山非遗展在京举办 中国贸易报

9月6日 发改书吧：锤炼党性精神熔炉 履职能力提升平台 业务成果交流园地 中国经济导报

12月25日 探寻文明的记忆 文明对话论坛走进国家图书馆 中国妇女

3月9日 国图等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人民铁道报

4月8日 莎士比亚珍本等大英图书馆经典馆藏将首次在中国展出 人民铁道报

4月28日 第十二届文津奖颁奖暨海淀全民阅读季拉开帷幕 环球时报

4月14日
The British Library brings valuable rare original manuscripts to 

China for first time
环球时报英文版

12月18日
Ministry of Culture introduces details of China’s new national 

library law
环球时报英文版

4月21日 莎士比亚和柯南·道尔一样，是非常流行、畅销的作家 第一财经日报

7月5日 我国首套原创哲学童话全集发布 惠及数十万乡村儿童 公益时报

1月22日 “红楼专列”开进4号线 北京日报

3月1日 “神器”助攻，古籍修复更给力 北京日报

4月14日 英国文学巨匠珍贵手稿来京 《简·爱》修订稿本国内首展 北京日报

4月20日 橱窗里的手稿，讲述英国文学巨匠故事 北京日报

4月20日 国家图书馆 绿柱古籍馆 北京日报

4月24日 7部原创作品摘得文津图书奖 北京日报

9月11日 国图正式开放视听服务中心 北京日报

9月16日 全国图书馆抱团开发文创产品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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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 国图总馆南区30岁不忘初心 北京日报

12月2日 硬币发行60周年纪念展亮相国图 北京日报

12月29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主题展推出 北京日报

1月19日 国家图书馆推送楹联“大礼包” 北京青年报

1月22日 “红楼专列”发车 北京青年报

1月22日 京港地铁上线红楼年俗专列 北京青年报

1月29日 《芥子园画传》与当代名家对话展 北京青年报

1月29日 书香过春节国图馆长向读者拜年 北京青年报

4月14日 “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将亮相国家图书馆 北京青年报

4月20日 首度来华的大英图书馆珍品为何是这11件 北京青年报

4月24日 文津图书奖揭晓包含七部原创作品 北京青年报

5月16日 在山西很难看全的壁画现在都在国图 北京青年报

6月29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象山海洋渔文化展览 北京青年报

6月30日 《西周毛公鼎拓轴》首次亮相国家图书馆 北京青年报

8月17日 “世界插画大展”亮相 开启童话艺术之旅 北京青年报

9月10日 去国图视听中心 听绝版黑胶唱片 北京青年报

9月14日 24个项目推动全国公共图书馆建设 北京青年报

12月26日 国图《四库全书》元旦露真容 北京青年报

4月14日 莎士比亚手稿将首次“做客”国图 北京晨报

8月9日
每张插画都能传递微小力量 首次汇集25位获安徒生插画奖大师作

品展
北京晨报

1月14日
第四届中国童书榜颁奖 24本童书上榜 图画书《独生小孩》获

“年度最佳”
北京晚报

1月25日 到国家图书馆过个“书香年” 北京晚报

2月22日 图片新闻（提及再遇芥子园——《芥子园画传》与当代名家对话展） 北京晚报

4月14日 大英图书馆珍贵手稿印本首次来华 汤显祖与莎翁作品同展擦火花 北京晚报

4月22日 原创图画书 你看过多少 北京晚报

4月27日 第十二届文津奖颁奖暨2017海淀全民阅读主题系列活动在京举办 北京晚报

7月4日 毛公鼎初拓本首次亮相国图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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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 国图“悦读之旅” 穿越时空体味经典 北京晚报

8月18日 国图首次展出建军珍贵史料 北京晚报

9月13日 全国图书馆共建文创开发联盟 北京晚报

10月12日 国图将建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 北京晚报

12月25日 古籍保护楷模郑振铎铜像国图揭幕 北京晚报

12月29日 元旦来博物馆看国宝观四库 北京晚报

4月7日 莎士比亚现存惟一手稿将于中国首展 北京商报

9月12日 国家图书馆视听服务中心正式开放 北京商报

1月21日 4号线开“红楼专列” 办找对联送电子书等活动 地铁里品鉴红楼年俗 法制晚报

2月19日 我在国图当“书医” 法制晚报

4月17日
莎士比亚等11位英国作家手稿和早期印本首次在中国展出 《罗密

欧与朱丽叶》印本将亮相
法制晚报

9月9日
国图108岁生日 邀您来听音乐 视听服务中心面向公众开放 超

百万曲目可扫码听
法制晚报

10月12日 国图30年借书证首秀 法制晚报

2月17日 国图艺术中心成功举办公益迎春晚会 图书馆报

3月10日 国图与4家大型公共馆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图书馆报

3月31日 “原创图画书2016年度排行榜”在京发布 图书馆报

4月14日 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将合作共建 图书馆报

4月21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在国图开幕 图书馆报

4月28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奖揭晓 图书馆报

4月28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向北大赠送《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图书馆报

5月5日 国图入藏山西寺观壁画资料并举办展览 图书馆报

5月5日 为推广全民阅读“稼穑”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专评 图书馆报

5月12日 “名人与图书馆”系列活动在京正式启动 图书馆报

5月19日 第25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举行 图书馆报

5月19日
以评促建以评促管 以评促用 关注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评估定级
图书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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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 “讲好国图典籍故事”出版座谈会举行 图书馆报

5月25日 国图将在承德打造文献战略储备库 图书馆报

6月2日 第二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图书馆及信息领域专家会议举行 图书馆报

6月2日
典籍传承智慧 文明守望未来 写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

年之际
图书馆报

6月2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座谈会 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会议

在京召开
图书馆报

6月9日 国图馆长先后会见挪威和白俄客人 图书馆报

6月16日 国图以“遗产日”为契机推出系列活动 图书馆报

6月16日 “古籍保护、出版、数字化优秀成果展”在国图古籍馆举行 图书馆报

6月16日 杨献珍手稿入藏国图名家手稿文库 图书馆报

6月23日 司徒乔家书手稿捐赠国图名家手稿文库 图书馆报

6月23日 “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连环画展”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图书馆报

6月30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日本出版商签署赠书协议 图书馆报

7月7日 国图举行象山海洋渔文化展 图书馆报

7月7日 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特展在国图开幕 图书馆报

7月14日 2017全国“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第八期培训班圆满结业 图书馆报

7月14日 国图启动《赵城金藏》重要史料抢救性摄录工作 图书馆报

7月21日 “全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提升计划”巡讲在兰州举办 图书馆报

7月21日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二辑）》正式出版 图书馆报

7月21日
馆长韩永进与金砖国家文化部长共同签署《金砖国家图书馆联盟成

立意向书》
图书馆报

7月21日 信息组织和资源建设研修班在国图举办 图书馆报

7月28日 “非遗中的老北京”特别活动在国图举办 图书馆报

7月28日 国图《赵城金藏》重要史料抢救性摄录取得阶段性成果 图书馆报

8月16日 国图举办《赵城金藏》珍贵史料调查工作报告会 图书馆报

8月16日 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五十周年展北京站开幕 图书馆报

8月17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建设与全民阅读推广研讨会”举办 图书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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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国际安徒生奖（终身成就）50周年展举行 图书馆报

8月17日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在国图开展 图书馆报

8月25日 国图召开《赵城金藏》珍贵史料调查报告会 图书馆报

9月1日 第九届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在京举行 图书馆报

9月8日 国图与发改委共建“发改书吧” 图书馆报

9月15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尊师重教，修学研艺——敦煌遗书保护学

艺传承活动”
图书馆报

9月15日 国家图书馆试听服务中心正式开放 图书馆报

9月23日 “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启动 图书馆报

9月23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 图书馆报

9月23日 国图专题调研北碚图书馆“碚壳” 图书馆报

10月20日 《中国图书馆史》出版 图书馆报

10月20日 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周年 图书馆报

12月1日 欧豪年书画展 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 图书馆报

12月1日 《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影印本在国家图书馆首发 图书馆报

12月8日 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 系列讲座在国图开讲 图书馆报

12月15日 全国图书馆文创开发创新论坛暨优秀校企对接会举行 图书馆报

12月15日 数字图书馆文化 创意展在国图开幕 图书馆报

12月15日
中国记忆项目“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 资源共建工作培训班

在国图举办
图书馆报

12月29日 第十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启动 图书馆报

12月29日 国图与临汾市 开展战略合作 图书馆报

12月29日 “文津经典诵读”五周年系列活动在国图举行 图书馆报

1月23日 “红楼专列”开进地铁4号线 劳动午报

8月9日 世界插画大展 劳动午报

12月27日 国家图书馆读书周　带领读者亲近经典 劳动午报

11月22日 《公共图书馆法》出台 全民阅读品书香 亮报

1月23日 京港地铁首开“红楼”专列 首都建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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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 地铁大兴线上品红楼 京郊日报

5月12日 “文津”好书赏析 科技文摘报

1月9日 2017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十周年 藏书报

1月9日 古籍保护将走向“民众自觉的保护” 藏书报

1月16日 2017年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开始申报 藏书报

2月6日 同筑中国梦共度书香年 国图线上线下推送新春“大礼包” 藏书报

2月13日 孔府文献被纳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藏书报

3月27日 中国图书馆第十一届全民阅读论坛将举行 藏书报

4月10日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沪召开理事会 藏书报

4月24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英伦文学珍本展览惊艳亮相国图 藏书报

4月24日 文津图书奖揭晓 助力世界读书日 藏书报

4月24日 云南省图书馆开启目录审校人员专题培训 藏书报

5月1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颁奖 文津图书推广同步开启 藏书报

5月8日 对话刘惠平：社会力量正在参与古籍保护 藏书报

6月19日 保护古籍 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古籍保护十年成果展在国图举办 藏书报

6月19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图推出系列文化活动 藏书报

6月19日 杨献珍手稿入藏国图名家手稿文库 藏书报

7月17日 《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正式启动 藏书报

7月17日 天将金石付斯人——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特展 藏书报

7月24日 国图传统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走进南开 藏书报

8月28日 国图举办纪念建军90周年馆藏文献展 藏书报

8月28日 重走路上的七情七愿——《赵城金藏》田野调查散记 藏书报

9月11日 国家图书馆：《国家相册》微纪录片入藏 藏书报

9月11日 国家图书馆创新服务方式“发改书吧”建成 藏书报

9月16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 藏书报

10月16日 “孔府珍藏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展出 藏书报

10月16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图书面试 藏书报

10月23日 “册府千华——贵州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展 藏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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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从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史》在京首发 藏书报

11月13日 《公共图书馆法》将于明年元旦起施行 馆藏估计保护与传承有法可依 藏书报

11月13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册府千华”系列珍贵古籍特展在全国次

第展开
藏书报

12月4日 阮章竞太行山笔记影印首发 其手稿入驻国图 藏书报

12月11日 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国图开讲 藏书报

12月25日 内蒙古自治区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展 藏书报

12月25日
全国图书馆文创开发创新论坛在国图举办 数字图书馆文化创意展

同期亮相
藏书报

12月25日 中华古籍保护10周年 2017，这些值得记忆 藏书报

4月24日 一个展览，一部世界史 人民画报

1月23日 “红楼专列”让文化传播驶向春天 广州日报

2月20日 你可愿听我的朗读？——董卿谈《朗读者》和文化类节目的热播 南方日报

3月3日
“古籍脱酸及加固技术装置协同创新研究”项目在穗启动 攻克

“酸化危机” 抢救古籍“生命”
南方日报

5月17日 美籍华人向国图捐二战时期文物 含“飞虎队”后人珍藏物品 南方日报

12月3日 欧豪年书画展 新快报

12月23日 读四库全书 不负新年芳华 新快报

1月26日 数字化共享，国家图书馆作出了示范！ 南方周末

12月29日 2017年十大文化阅读热点事件 南方工报

1月6日 CCTV全球春联征集走进洪洞“老家” 山西日报

1月25日 800年国宝首次走出“深闺”——《赵城金藏》成为一带一路新名片 山西日报

2月16日 《赵城金藏》二期复制目录出炉 山西日报

4月15日 首批百卷《赵城金藏》回归广胜寺 山西日报

12月29日 临汾市与国家图书馆“文化结盟” 山西日报

4月14日 国宝《赵城金藏》首批百卷回归广胜寺 山西晚报

4月15日 百卷《赵城金藏》回归千年古寺 山西晚报

12月15日 临汾与国家图书馆“文化结盟” 山西晚报

4月15日 首批百卷《赵城金藏》回归广胜寺 山西经济日报



363

媒体报道

4月19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将亮相中国国

家图书馆
山西工人报

1月19日 国家图书馆启动春节系列活动 文汇报

2月26日 为古籍“治病” 还故纸“旧貌” 文汇报

4月4日 莎翁印本与狄更斯、勃朗特手稿等大英图书馆馆藏首次来中国展出 文汇报

4月16日 赵城金藏今始“重归”广胜寺 文汇报

4月23日 中英联袂展出珍贵文学手稿 文汇报

5月24日 弘扬古籍中承载的民族精神 文汇报

5月26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10年成效显著 文汇报

5月30日 中英文学共谱跨越时空交响 文汇报

6月11日
京城举办多项活动迎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人人都能做非

遗传承者”
文汇报

7月8日 《赵城金藏》史料抢救性摄录启动 文汇报

8月16日 国图展出馆藏文献纪念建军九十周年 文汇报

10月15日 中国第一部图书馆通史《中国图书馆史》出版 青年报

11月22日
从古籍中，开启一场古今对话——“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上）
郑州日报

9月26日 神秘“国宝古籍”背后的故事穿越古今 大河报

7月12日 中华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开启湖北行 湖北日报

8月22日 一批珍稀善本重见天日 湖北日报

1月22日 国图启动春节系列活动 推送楹联文化“大礼包” 辽宁日报

7月11日 国家图书馆馆长来大连讲中华文化 辽宁日报

12月23日 读四库全书 不负新年芳华 辽宁日报

3月21日 全国五家图书馆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云南日报

12月7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云南推广活动启动 云南日报

10月28日 云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展 150部珍稀古籍亮相 云南经济日报

12月8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云南推广活动启动 云南经济日报

11月9日 数字图书馆免费提供海量视听资源 湖南日报

4月19日 莎士比亚、拜伦等文学巨匠手稿将在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亮相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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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 国家图书馆馆长寄语青年学子传承文化阅读经典书籍 天津工人报

6月21日 纳西族神话故事亮相国图 从《黑白战争》品丽江文化 中国书画报

6月29日 连家生诗文书法作品捐赠国图 中国书画报

8月12日 匠心集成 世界插画大展致敬安徒生 美术报

3月3日 五座图书馆联合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安徽日报

3月25日 莎士比亚珍本等首次来华展出 安徽日报

9月30日
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写在《中华传统文化

百部经典》出版之际
安徽日报

12月14日 自治区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呼和浩特开展 内蒙古日报

12月23日 读四库全书　不负新年芳华 内蒙古日报

12月30日 国家图书馆等将复制出版《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 内蒙古日报

6月1日 国家图书馆向赤峰市图书馆捐赠3万余册图书 内蒙古晨报

3月1日 国图等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宁夏日报

3月2日 “神器”助攻，古籍修复更给力 宁夏日报

3月7日 三代古籍修复师的传承与创新 宁夏日报

1月23日 “网络书香过大年”活动启动 黑龙江日报

7月20日 “网络书香·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宣传推广项目走进黑龙江 黑龙江日报

4月24日
中国文化、德国天才、星宿及吃货：10部“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

邀你品鉴
黑龙江晨报

12月24日 郑振铎铜像在国家图书馆揭幕 福建日报

4月24日 10部“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邀你品鉴 闽北日报

12月15日
推动公共图书馆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文化部等部

门相关负责人解读公共图书馆法
闽东日报

4月20日 莎士比亚珍贵手稿将来华展出 收藏快报

9月27日 到2020年中国珍藏古籍修复数量将达到350万叶 收藏快报

12月20日 台湾著名画家欧豪年书画展走进国图 收藏快报

8月18日 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终身成就奖50周年展 大众日报

11月7日 《从孔庙藏书说开去》讲座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启德厅举行 齐鲁晚报

2月7日 年俗文化展开展 月底前免费观展 鲁中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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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第十二届文津奖图书展来了 这些书籍可在图书馆借阅哦 当代生活报

9月14日 中宣部等五部门实施“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甘肃日报

12月18日
推动公共图书馆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文化部等部

门相关负责人解读公共图书馆法
民族日报

3月22日 永寿八部地方文献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陕西农村报

3月30日 莎士比亚珍本等大英图书馆经典馆藏将首次在中国展出 劳动时报

8月7日 三都水族古籍珍品进京参展 黔南日报

3月3日 国家图书馆等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总量2.4万部相当于6部《四库全书》 吉林日报

8月9日 摸清“家底” 保护文脉 吉林日报

3月8日 国图等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长白山日报

4月18日 大英图书馆经典巨著手稿亮相我国 劳动新闻

5月5日 自治区图书馆同步揭晓第十二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新疆经济报

8月23日 “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新疆行启动 新疆经济报

5月31日 《翻译家轶事 古舟子咏》有多个译本 福尔摩斯故事被多次翻译 新疆法制报

4月24日 10部“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邀你品鉴 重庆晨报

8月20日 世界插画大展亮相国家图书馆 西藏商报

4月2日 莎士比亚珍本来华首展 香港商报

4月8日 莎士比亚、狄更斯手稿本月北京展出 香港文汇报

4月24日
“读书日”倡阅读风 文津奖揭晓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上榜 

原创作品占十分之七
香港文汇报

12月26日 国宝《四库全书》元旦首度开库 香港文汇报

4月24日 世界阅读日书香飘神州 北京地铁“时光专列”陪你开卷 大公报

9月10日 与众同乐 国图近二万黑胶碟任听 大公报

5月20日 中澳日韩等20国国家图书馆共商交流合作 澳门日报

6月21日 连家生诗文书法展京开幕 澳门日报

1月11日
澳门大学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文献提供中心签署馆际互借及文献传递

协议书
濠江日报

5月5日 内地：大英图书馆在京办展览 星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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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媒体

日期 标题 媒体名称

1月21日 国图启动春节系列活动推送楹联主题文化“大礼包” 新华网

2月15日 《赵城金藏》复制工程二期200卷认领启动 新华网

3月1日 国图等发布古籍数字资源总量2.4万部相当于6部《四库全书》 新华网

3月24日 莎士比亚珍本等大英图书馆经典馆藏将首次在中国展出 新华网

4月15日 《开讲啦》韩永进：我们为什么读书 新华网

4月19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在京开展 新华网

4月23日
中国文化、德国天才、星宿及吃货：10部“文津图书奖”获奖图

书邀你品鉴
新华网

4月24日 第12届文津图书奖颁奖暨海淀全民阅读主题系列活动在京举行 新华网

5月4日 交互式数字艺术展《汉字里的中国》5月4日国家图书馆开展 新华网

5月17日 “入古出新——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在京举行 新华网

5月18日 中澳日韩等20国国家图书馆共商交流合作 新华网

5月25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年：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新华网

5月25日 中阿共商图书馆资源共知共建共享 新华网

6月13日 “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连环画展”亮相国图 新华网

7月1日 第十一届“和平杯”全国连环画创作大赛面向全国征稿 新华网

7月6日 国家图书馆为镇馆之宝《赵城金藏》“寻根” 新华网

7月17日 《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组走进山西 新华网

7月27日 “甲骨文记忆展”在悉尼开幕 新华网

8月11日 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展北京站开展 新华网

8月11日 30多万种全球最新图书将亮相2017图博会 新华网

8月15日 国图举办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 新华网

9月1日 《国家相册》微纪录片被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 新华网

9月13日
中宣部等五部门实施“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刘奇葆出席启动

仪式
新华网

9月14日 我国首个古籍保护五年规划发布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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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 我国首个古籍保护五年规划发布 新华网

9月30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10部正式出版 新华网

11月4日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新航标——聚焦公共图书馆法亮点 新华网

11月25日 欧豪年书画展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新华网

12月15日
推动公共图书馆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文化部等部

门相关负责人解读公共图书馆法
新华网

12月23日 中华文化遗产保护先驱郑振铎铜像在国图揭幕 新华网

12月23日 读四库全书 不负新年芳华 新华网

12月25日 国图开展“走进新时代的图书馆——向经典致敬”读书周活动 新华网

12月29日 国家图书馆等将复制出版《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 新华网

1月23日 北京4号线地铁开行“红楼专列”，扫码可读书 新华网北京频道

7月28日 中国非遗文化周之甲骨文记忆展亮相悉尼 新华网络电视

1月30日 国家图书馆开展丰富多彩的新春活动 馆长向读者拜年 央广网

4月12日 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合作加强民国时期档案资料保护与研究 央广网

4月14日 “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揭幕 央广网

4月14日 山西：首批百卷《赵城金藏》回归广胜寺 央广网

4月18日 用现代科技保护古籍 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探索匠心之道 央广网

4月20日 中国图书馆第十一届全民阅读论坛长沙开幕 央广网

4月25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在国家图书馆揭晓 央广网

4月25日
《传承与保护》山西寺观壁画资料捐赠暨展览开幕式在国家图书

馆举行
央广网

5月24日 第二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图书馆及信息领域专家会议在京举行 央广网

6月10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家图书馆推出系列文化活动 央广网

6月14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连环画展” 央广网

7月7日 国家图书馆举行《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工作座谈会 央广网

7月18日 《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取得阶段进展 央广网

8月13日 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展北京站举行 央广网

9月10日 满足社会公众视听需求 国家图书馆视听服务中心正式开放 央广网

9月13日 文化部发布《规划》：到2020年基本摸清全国古籍资源和保存状况 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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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覆盖400家图书馆 “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启动 央广网

9月20日 2017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成果喜人 央广网

10月1日 王镛“寸耕堂铭砚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 央广网

10月12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国图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周年座谈会 央广网

10月14日 “册府千华——贵州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展 央广网

10月25日 韩永进：四个文化关键词，指明工作方向 央广网

1月18日 国家图书馆线上线下联动送新春文化“大礼包” 中国新闻网

1月21日 首个“红楼专列”在京开通 红楼专馆进京港地铁 中国新闻网

1月28日 国家图书馆喜迎鸡年首批到馆读者 中国新闻网

2月28日 国家图书馆与四家大型公共图书馆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中国新闻网

4月13日 莎士比亚、拜伦等英国文学巨匠手稿首次在华展出 中国新闻网

4月14日 中国国宝《赵城金藏》首批百卷回归山西广胜寺 中国新闻网

4月21日 “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看文豪手稿，感巨匠体温 中国新闻网

4月23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倡导全民阅读风尚 中国新闻网

5月18日 第25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在京举行 中国新闻网

5月22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将在承德建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 中国新闻网

5月24日 第二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图书馆及信息领域专家会议在京举行 中国新闻网

5月25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年公布12274部珍贵古籍名录 中国新闻网

6月9日 著名学者杨献珍手稿入藏国家图书馆 中国新闻网

6月12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日本出版商签署赠书协议 中国新闻网

6月13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入藏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连环画 中国新闻网

6月15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用中华文化的历史智慧解决今世难题 中国新闻网

6月29日 清代金石大家陈介祺特展在京开幕 曾收藏毛公鼎 中国新闻网

7月21日 国家图书馆里看“非遗中的老北京” 中国新闻网

7月27日 文物局推介建军90周年、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主题展 中国新闻网

7月28日 “甲骨文记忆展”亮相悉尼 中国新闻网

8月15日 浙东地下党绝密函等历史资料首次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展示 中国新闻网

9月9日 国家图书馆视听服务中心正式开放可听黑胶唱片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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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在京成立 中国新闻网

9月13日 我国首个古籍保护五年规划发布 中国新闻网

10月6日 不出游的黄金周咋度过？加班、陪父母、泡图书馆 中国新闻网

10月12日 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周年 曾入选经典工程 中国新闻网

10月20日 项兆伦：“四个有”措施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中国新闻网

10月21日 古籍逐渐“活”起来 贵州150余部孤本佳椠亮相 中国新闻网

11月7日 陈力：两岸学者共同编纂《中华文物志》十分必要 中国新闻网

11月25日 “当今台湾画坛第一人”欧豪年书画精品亮相国图 中国新闻网

11月29日 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在国图开讲 中国新闻网

12月23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久安放郑振铎铜像表缅怀 中国新闻网

12月25日 国家图书馆读书周带领读者亲近经典 中国新闻网

12月27日 央视综艺频道《收获2017》：岁暮论收获 文艺话初心 中国新闻网

12月29日 国图藏《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将高仿复制出版 中国新闻网

1月19日
“同筑中国梦 共度书香年” 国图新春送出文化“大礼包” 馆长

大年初一亲自迎客
人民网

1月21日
2017 年黑龙江省“网络书香过大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黑龙江

图书馆举行
人民网

3月30日 《盘中餐》等10部作品入选“原创图画书2016排行榜” 人民网

4月7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将开展 人民网

4月21日 “为中英人文交流插上智慧的翅膀” 人民网

4月24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人民网

4月25日 第十二届文津奖颁奖暨2017海淀全民阅读主题系列活动在京举办 人民网

5月31日 “入古出新——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在京举办 人民网

6月12日 国家图书馆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人民网

6月12日 国家图书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系列文化活动 人民网

6月20日 书中识理，笔下传情——连家生诗文书法作品展 人民网

6月29日 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特展开幕 《西周毛公鼎拓轴》亮相北京 人民网

7月6日 国图举办《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座谈会 人民网

7月17日 北京：国家图书馆里觅清凉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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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 “非遗中的老北京”：国家图书馆展现“京味儿”非遗技艺 人民网

7月27日 “中国非遗文化周”之“甲骨文记忆展”亮相悉尼 人民网

8月12日 25位安徒生插画家奖得主真迹云集京城 人民网

9月9日 国家图书馆视听服务中心正式开放 人民网

10月13日 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开馆迎来第30周年 人民网

10月20日 项兆伦代表：打通最后一公里是公共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人民网

11月10日 《公共图书馆法》出台：让民众享受更多更优公共文化 人民网

11月27日 欧豪年书画展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 人民网

12月13日 全国图书馆文创开发创新论坛暨优秀校企对接会举办 人民网

12月25日 国家图书馆开启读书周多彩活动向经典致敬 人民网

12月25日 探寻文明的记忆——文明对话论坛走进国家图书馆 人民网

4月23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海淀阅读地图”将发布 人民网北京频道

7月19日 “网络书香·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宣传推广项目黑龙江站启幕 人民网黑龙江频道

4月14日 稀世珍宝《赵城金藏》首批百卷回归广胜寺 人民网山西频道

5月30日 临汾市联手“国图”四大内容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人民网山西频道

7月11日 河南发布首部公共文化蓝皮书将每年出版一本 人民网河南频道

1月13日 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上线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光明网

1月19日 “同筑中国梦 共度书香年”国家图书馆2017年春节系列活动启动 光明网

2月24日 古籍修复，静下来与时间对话 光明网

2月25日 我在国图修文物：走进古籍修复师的匠心世界 光明网

2月28日 探秘“大国工匠” 走进国图古籍修复培训班 光明网

3月2日 促进全国联动 开放古籍资源 光明网

3月13日
国家图书馆“网络书香”阅读推广志愿服务活动荣获中宣部、中

央文明办“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光明网

4月14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

览即将开幕
光明网

4月19日 国家图书馆“世界读书日”将开展丰富活动 光明网

4月21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向北大师生赠送《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光明网

4月23日 文化津梁 笔上生花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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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 国家图书馆举办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光明网

5月26日 国家图书馆入藏山西寺观壁画资料并举办展览 光明网

5月26日 国家图书馆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工程建筑设计方案揭晓 光明网

5月26日
第25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举行
光明网

5月26日 第二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图书馆及信息领域专家会议在京举行 光明网

5月26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座谈会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会

议在国家图书馆召开
光明网

6月12日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启动 光明网

6月21日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

系列文化活动
光明网

6月22日
司徒乔家书暨夫人冯伊湄《劫后行》手稿捐赠仪式在国家图书馆

举行
光明网

6月29日
“天将金石付斯人——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特展”在国家典籍博物

馆开幕
光明网

7月25日 国家图书馆里看“非遗中的老北京” 光明网

7月25日
《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媒体座谈会在国家图

书馆举行
光明网

8月3日 “武警部队数字图书馆”正式上线 光明网

8月11日 国际安徒生插画大奖50周年展 光明网

8月18日 《赵城金藏》珍贵史料调查工作报告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 光明网

8月18日 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终身成就）50周年展北京站开幕 光明网

9月5日 国家图书馆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建“发改书吧” 光明网

9月5日 新华社向国家图书馆捐赠《国家相册》系列微纪录片及出版物 光明网

9月14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 光明网

9月21日 “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在国家图书馆启动 刘奇葆出席启动仪式 光明网

9月30日 寸耕堂铭砚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 光明网

10月6日 伴着书香度长假 光明网

10月13日 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周年座谈会隆重举行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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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 《中国图书馆史》发布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光明网

11月3日 《拈花——鲁迅藏中外美术典籍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光明网

11月27日 欧豪年先生书画展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 光明网

12月7日 北京国图举办“圣贤的足迹智者的启迪——孔府珍藏文献展” 光明网

12月11日
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在国家图

书馆开讲
光明网

12月11日
阮章竞笔记手稿捐赠仪式暨《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影印

本首发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光明网

1月22日 国图将派文化“大礼包”与海内外读者共度书香年 国际在线

2月20日 古籍修复的苦与乐：从打浆糊到修敦煌遗书 国际在线

3月24日 莎士比亚珍本和狄更斯手稿等大英图书馆经典馆藏将首次在中国展出 国际在线

4月11日 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将联手整理民国时期文献 国际在线

4月13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4月国图开展 国际在线

5月18日 亚洲及大洋洲国家图书馆馆长共聚北京 建言区域图书馆联合发展 国际在线

5月29日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图书馆实施数字化合作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

下加快推动共知共建与共享
国际在线

6月1日 2017年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六一”启动 国际在线

6月13日 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连环画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国际在线

7月28日 “中国非遗文化周”之“甲骨文记忆展”亮相悉尼 国际在线

8月28日
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巡展北京站反响热烈 巴西插画家罗杰·米

罗现身展馆
国际在线

12月27日 央视《收获2017》岁暮论收获 文艺话初心 国际在线

3月24日 Rare British books to go on display in cultural exchange 中国日报网

4月25日 Haidian district embraces reading with festival 中国日报网

5月10日 《汉字里的中国》在国家图书馆开展：留学生惊叹汉字热赞中国 中国日报网

8月14日 Works of Hans Anderson Awards winners go on display in Beijing 中国日报网

1月16日 154家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名单公布 中国经济网

1月19日 国家图书馆2017年春节系列活动启动 中国经济网

4月14日 莎士比亚福尔摩斯罕见手稿将亮相国家图书馆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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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入围图书发布共54种图书 中国经济网

4月23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原创作品7部 中国经济网

5月30日 韩永进谈古籍保护十年：典籍传承智慧文明守望未来 中国经济网

6月1日 2017年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正式启动 中国经济网

6月9日 杨献珍126册叶手稿入藏国家图书馆 中国经济网

8月12日 《赵城金藏》珍贵史料调查工作报告会在京召开 中国经济网

8月12日 云集全球顶级插画师真迹 感受半个世纪的童趣 中国经济网

8月15日
钢铁长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在国家

图书馆开展
中国经济网

9月9日 国家图书馆视听服务中心正式开放 公众可欣赏馆藏黑胶唱片 中国经济网

9月12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 中国经济网

10月13日 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30周年：图书馆现代化的标志 中国经济网

10月13日 《中国图书馆史》正式出版 填补图书馆通史空白 中国经济网

12月4日 人民币硬币发行60周年纪念展在北京揭幕 中国经济网

12月15日 国家图书馆：切实增强国家文献资源总库建设着力打造新型“智库” 中国经济网

12月29日 《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复制出版签约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中国经济网

2月2日 闻鸡起舞的青春最美丽：春节假期中的国家图书馆 中国青年网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地铁中品味京港文化让阅读和知识“动”起来 中国青年网

5月27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年公布12274部珍贵古籍名录 中国青年网

7月12日 中华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首次在湖北启动 中国青年网

10月2日 国庆黄金周 市民图书馆内“充电”忙 中国青年网

1月19日 国家图书馆2017年春节系列活动启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1月22日 赏红楼迎新年——M地铁·图书馆“书春日”活动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

1月26日 国图2017“网络书香过大年”活动启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1月28日 大年初一国图馆长拜年活动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

1月28日 去国图品书香赏年俗 中国社会科学网

3月2日 国图联合四家图书馆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4月3日 “我在国图修古籍”——走进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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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签署合作共建战略框架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网

4月13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即将亮相中

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网

4月14日 国家图书馆将举办“4·23世界读书日”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4月22日 “大英图书馆的珍宝”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网

5月17日
第25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

5月22日 国家图书馆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工程建筑设计方案揭晓 中国社会科学网

5月24日 《国家图书馆善本掌故丛书》正式发布 中国社会科学网

5月25日 中阿图书馆资源的共知共建与共享 中国社会科学网

5月26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系列活动在京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

6月9日
《孔子博物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首发——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系列文化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6月10日 “古籍保护、出版、数字化优秀成果展”在国图古籍馆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

6月12日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在国图启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6月28日 象山“非遗”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网

6月29日 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特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7月7日 国家图书馆启动《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

7月16日 “重走《金藏》路”取得阶段性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8月11日 《赵城金藏》珍贵史料调查工作报告会在国图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网

8月11日 国际安徒生奖终身成就50周年展在京开幕 中国社会科学网

8月16日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亮相国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

9月8日 迎接教师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敦煌遗书保护学艺传承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9月9日 国家图书馆视听服务中心正式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网

9月12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大会在国图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

9月26日 《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面世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月7日 国图举办“圣贤的足迹智者的启迪——孔府珍藏文献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月13日 《中国图书馆史》发布座谈会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月13日 “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网



375

媒体报道

10月14日 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周年纪念展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

11月4日 “鲁迅藏中外美术典籍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11月19日 中国音乐学院《秋韵》音乐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上演 中国社会科学网

11月25日 “当今台湾画坛第一人”欧豪年书画展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网

11月30日
“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在国

图开讲
中国社会科学网

12月12日 国家图书馆数图体验区开启数字图书馆文化创意成果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12月12日 全国图书馆文创开发创新论坛暨优秀校企对接会在国图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

12月12日
领略知识盛宴增强文化自信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大国”

系列读本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网

12月24日 中华文化遗产保护先驱郑振铎先生铜像在国图揭幕 中国社会科学网

12月25日 第十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正式启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

12月26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图书亮相国图读书周 中国社会科学网

1月19日 在国家图书馆过年是怎样的体验？来了就知道！ 中青在线

4月14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在国图邂逅英国经典手稿 中青在线

4月21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向北大赠送《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中青在线

4月23日 房子、星空、吃货……国家图书馆发布文津图书奖，总有一本适合你 中青在线

8月11日 千年古籍只此一部，抢救《赵城金藏》 中青在线

8月15日 国图开幕纪念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 中青在线

9月9日 走！去国图视听服务中心听绝版黑胶唱片 中青在线

10月13日 国家图书馆预计于2020年建成文献战略储备库 中青在线

11月25日 “当今台湾画坛第一人”欧豪年98幅作品亮相国图 中青在线

12月12日 图书馆、高校、企业集结国图，社会力量共商文创开发 中青在线

12月17日 “2017十大文化阅读热点事件”发布：《朗读者》等综艺节目上榜 中青在线

12月23日 郑振铎铜像在国家图书馆揭幕 中青在线

1月19日 国家图书馆启动2017年春节系列活动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4月17日 莎士比亚等英国标志性作家9部手稿将亮相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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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在国家典籍博

物馆开幕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12月15日 激活经典 熔铸古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走向大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1月20日 国家图书馆2017年春节系列活动启动 中国文化传媒网

4月19日 国家图书馆将举办“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中国文化传媒网

4月19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开展 中国文化传媒网

5月18日 第25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举行 中国文化传媒网

1月21日 八家图书馆同步“书春”国家图书馆：“红楼”专列对诗篇 央视网

2月21日 Doctors' save ancient books at National Library 央视网

3月23日 大英图书馆将首次在中国展出莎士比亚等经典文学馆藏 央视网

4月7日 《开讲啦》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央视网

4月15日 国图镇馆之宝《赵城金藏》百卷复制经藏回归广胜寺 央视网

4月19日 大英图书馆珍宝将亮相中国 独家探访带您“抢先看” 央视网

4月20日 莎士比亚VS红楼梦 馆长爱哪个？ 央视网

4月20日 《跨越时空的交响》 20170420中英文学对话 央视网

4月23日 央视记者带你走进国家图书馆 央视网

4月23日 国家图书馆4·23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 央视网

4月26日
国家图书馆举行《传承与保护》山西寺观壁画资料捐赠暨展览开

幕式
央视网

5月17日 “入古出新——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在京展出 央视网

6月20日 Shakespeare to Sherlock： Treasure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央视网

12月30日
融会诗书画、讴歌真善美——首届“沈鹏诗书画奖”大赛作品集

出版
央视网

8月16日 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展 央视新闻移动网

1月18日 国图启动春节系列活动携手600家图书馆发放文化大礼包 中国网

4月1日 “青松风骨——喜迎党的十九大大型书画展”在京举行 中国网

4月13日 大英图书馆珍宝中国首展 莎翁拜伦印本手稿将亮相国图 中国网

4月25日
《传承与保护》山西寺观壁画资料捐赠暨展览开幕式在国家图书

馆举行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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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 亚洲及大洋洲国家图书馆馆长齐聚北京 建言联合发展 中国网

5月19日 “入古出新——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开幕 中国网

6月12日 国家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活动启动 中国网

7月26日 《中国古琴名画珍赏》新书发布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举行 中国网

11月29日 孔子·儒学·儒藏名家系列讲座在国家图书馆开讲 中国网

12月27日 央视《收获2017》岁暮论收获文艺话初心 中国网

12月27日 郑振铎先生铜像在国家图书馆落成 中国网

4月13日
The British Library brings valuable rare original manuscripts to 

China for first time
环球时报网

4月25日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displays digital murals 环球时报网

4月24日 世界读书日京港地铁与乘客一起品味京港两地文化 环球网

5月26日 “入古出新”印章临创展在京举办 人民政协网

10月24日 《中国图书馆史》正式出版 人民政协网

4月21日 雒树刚出席“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开幕式 中国文化网

6月19日 中西两国国家图书馆建立畅通交流渠道 中国文化网

6月23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签订第八期赠书协议 中国文化网

7月31日 “中国非遗文化周”之“甲骨文记忆展”亮相悉尼 中国文化网

9月25日 国家图书馆与毛求国家图书馆续签合作谅备 中国文化网

8月14日 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展北京站开幕 中国科技网

9月12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 中国科技网

12月25日 国家图书馆读书周活动启幕 中国科技网

12月25日 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评选正式启动 中国科技网

1月23日 京港地铁推出“红楼专列” 中国交通新闻网

4月24日 京港地铁4号线开出“时光专列” 中国交通新闻网

8月2日
乐山师范学院沫若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举办“地方文

献整理与出版研讨会”
中国高校之窗网

10月17日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赴贵州民族大学作学术讲座 中国高校之窗网

3月26日 一批英国文化瑰宝即将首次“东渡”中国展出 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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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 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甲骨文记忆”展即将闭幕 中国侨网

1月19日 新春2017 国家图书馆“同筑中国梦共度书香年”系列活动在京启动 中国城市文化网

2月28日
促进全国联动开放古籍资源——国家图书馆与四家大型公共图书馆

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中国古籍保护网

4月19日 二史馆与国图签订合作共建战略框架协议 中国档案网

4月21日 British Library executive chief：people get pleasure from reading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官网

4月24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中国教育新闻网

4月27日
《传承与保护》山西寺观壁画资料捐赠暨展览开幕式在国家图书

馆举行

中国文化报文化财富

周刊官网

5月22日 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幕 中国美术家网

7月14日
《小康》杂志社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就“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达成

合作共识
中国小康网

8月11日 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终身成就）50周年展开幕 中国知识产权资讯网

8月16日 中国道教协会举办第一期全国道教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中国道教协会网

8月25日 绝密函？密信？国图有个不能错过的纪念展 中国军网

9月24日 王镛寸耕堂铭砚展9月23日在京盛大开幕 中国书法在线网

9月26日 王镛“寸耕堂铭砚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隆重开幕 中国书法家协会网

11月27日 欧豪年书画展在京举办 中国书画报网

11月28日
作家手稿具有宝贵的“存史”价值——阮章竞大量笔记手稿捐赠国

家图书馆
中国作家网

11月30日 “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在国图开讲 中国西部资讯网

12月22日 探寻文明的记忆——文明对话论坛走进国家图书馆 中国女网

3月28日 大英图书馆经典馆藏将首次在中国展出 含莎士比亚现存唯一手稿 雅昌艺术网

5月18日 “入古出新——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在京开幕 雅昌艺术网

9月20日
伴我晨昏 以耕心田 王镛“寸耕堂铭砚展”9月23日亮相国家典

籍博物馆
雅昌艺术网

1月19日 “同筑中国梦共度书香年”国图2017年春节系列活动启动 新浪网

3月1日 国家图书馆与四家大型公共图书馆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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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将开幕 新浪网

4月18日 莎士比亚、柯南·道尔和夏洛蒂·勃朗特等经典文学馆藏展出 新浪网

4月20日 跨越时空的交响：中英文学对话 新浪网

4月23日 德国天才、造房子、中国文化……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新浪网

4月25日 4·23世界读书日我们在国家图书馆相会 新浪网

5月23日 “讲好国图典籍故事座谈会”在京召开 新浪网

5月26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公布12274部珍贵古籍名录 新浪网

6月1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17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启动 新浪网

6月4日 第二届“国弈杯”少儿围棋赛国家图书馆圆满落幕 新浪网

6月12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新浪网

6月19日 2017文津奖获奖图书《去野外》分享会 新浪网

6月21日 司徒乔家书暨夫人冯伊湄《劫后行》手稿捐赠仪式 新浪网

7月6日 《赵城金藏》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媒体座谈会在国图举行 新浪网

8月11日 国际安徒生插画大奖50周年展 新浪网

8月15日 钢铁长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开展 新浪网

9月27日 “古籍医生”把书当生命 43年妙手回春救活历史 新浪网

11月27日 “当今台湾画坛第一人”欧豪年先生书画展在国图开幕 新浪网

9月25日 王镛“寸耕堂铭砚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盛大开幕 新浪网河北频道

1月18日 品书香赏年俗：2017年国家图书馆年俗文化展 搜狐网

1月18日 “同筑中国梦共度书香年”国家图书馆春节系列活动启动 搜狐网

1月18日 国图艺术中心即将上演“书香筑梦 金鸡纳福”迎春晚会 搜狐网

2月1日 国图新春精彩活动：金鸡报晓 馆长向读者拜年 搜狐网

3月1日 国家图书馆与四家大型公共图书馆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搜狐网

3月28日
大英图书馆将首次在中国展出莎士比亚、柯南·道尔和夏洛

蒂·勃朗特等经典文学馆藏
搜狐网

3月29日 中国原创图画书2016年度排行榜发布会在京举行 搜狐网

4月2日 “青松风骨”书画展在国家图书馆隆重举行 搜狐网

4月7日 大英图书馆珍宝中国首展 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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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
聚莎翁印本与狄更斯、勃朗特手稿等大英图书馆馆藏4月21日亮相

中国
搜狐网

4月20日
莎士比亚、福尔摩斯、伦勃朗手稿来华，我们拿到了最新最全的

资料
搜狐网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新鲜出炉 搜狐网

4月25日 《传承与保护》山西寺观壁画资料捐赠暨展览开幕式 搜狐网

4月28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中国国家图书馆 搜狐网

5月19日 储兰兰唱响国图舞台用“新京剧”展古诗词魅力 搜狐网

5月29日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工程 搜狐网

6月11日 古籍保护十年成果展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隆重举办 搜狐网

8月11日 《赵城金藏》珍贵史料调查工作报告会在京召开 搜狐网

8月16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推出划时代产品，学书法进入智能化 搜狐网

9月25日 “寸耕堂铭砚展”的内在思想线索 搜狐网

2月20日 揭秘国图古籍修复师：光打开纸卷花了一周 腾讯网

4月20日 国图公开课“跨时空的交响：中英文学对话” 腾讯网

5月19日 新京剧亮相国图舞台储兰兰演绎别样京韵 腾讯网

7月15日 随国图开启《赵城金藏》寻根之旅 腾讯网

7月21日 六大老北京传统技艺齐聚国图 开启非遗文化派队 腾讯网

8月14日 抗大陈列馆受邀参加国图馆藏文献展 腾讯网

12月27日 《收获2017》岁暮论收获 文艺话初心 网易

3月27日 这些英国文化“镇馆之宝”将东渡北京 凤凰网

4月8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温情开讲读书的魅力 凤凰网

4月19日
直播预告：当莎剧邂逅昆曲，华兹华斯遇上纳兰性德，《秋风

辞》变英文歌
凤凰网

4月20日 当莎剧邂逅昆曲，华兹华斯遇上纳兰性德 凤凰网

4月21日 凤凰文化带你看大英图书馆珍宝展 凤凰网

4月25日 文津图书奖揭晓：德国天才、造房子、大国大城等10本书获奖 凤凰网

5月19日 新京剧亮相国图舞台 储兰兰演绎别样京韵 凤凰网

5月22日 绝美灯光助力新京剧国图国韵国粹焕新颜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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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 “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连环画展”今日惊艳亮相北京 凤凰网

6月27日
去野外，带你发现万物之美——2017文津奖获奖图书《去野外》

分享会
凤凰网

7月26日 《中国古琴名画珍赏》新书发布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举行 凤凰网

8月18日 以安徒生为名，世界插画大展亮相国家图书馆 凤凰网

9月13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 成立大会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凤凰网

9月24日 张铁林现身国家典籍博物馆 高度评价王镛“寸耕堂铭砚展” 凤凰网

9月25日 国宝级古籍亮相河南省图书馆 最古老的距今约750年 凤凰网

12月25日 “走进新时代的图书馆——向经典致敬”国图读书周启动 凤凰网

1月23日 4号线“红楼专列”将乘客请入曹雪芹的“家” 千龙网

4月17日 《罗密欧与朱丽叶》印本将亮相国家图书馆 千龙网

4月23日 第十二届文津奖颁奖暨海淀全民阅读季拉开帷幕 千龙网

4月24日 北京地铁4号线“时光专列”与乘客相约世界读书日 千龙网

5月9日 关于名人与图书馆之间 千龙网

5月30日 北京国家图书馆端午小长假期间推出古今中外九项展览 千龙网

8月13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安徒生奖50周年展”一起来释放童年情怀 千龙网

8月16日 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大赏：谁也不想走出的童年 千龙网

12月4日 人民币硬币发行60周年纪念展北京站开幕 千龙网

2月19日 我在国图“医”古藉 法晚网

4月19日 4月21日起 来国图看英王乔治三世藏书 法晚网

4月19日 不用出国也能看大英图书馆的藏品啦 法晚网

4月27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图书巡展同步开幕 法晚网

8月11日 25位“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真迹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法晚网

1月24日 国图邀读者“网络书香过大年” 北京晨报网

4月14日 莎士比亚手稿《罗密欧与朱丽叶》将首次“做客”国家图书馆 北京晨报网

4月14日 国图启动“4·23世界读书日”活动 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将揭晓 北京晨报网

6月7日 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举办 北京晨报网

6月30日 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特展 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北京晨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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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世界最美插画大展亮相国图 孩子们的福利来了 北京晨报网

12月27日 国图读书周看《百部经典》听“文津经典诵读” 北京晨报网

1月21日 搭4号线邂逅红楼专列“服役”一个月联手国图荐好书 信报网

4月6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尽在国图 信报网

4月23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信报网

5月17日 35名篆刻研究员作品参展临创印展 信报网

8月15日 “钢铁长城”建军九十周年文献展开展 信报网

4月18日 保额数亿美元的大英图书馆珍贵原稿亮相国图 新京报网

4月23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出炉!《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十本书获奖 新京报网

8月15日 纪念建军90周年浙东地下党绝密函等资料首度公开 新京报网

2月17日 古籍修复手法曝光 走访国家图书馆 北京时间网

3月8日 独家专访陈力：新媒体为阅读插上翅膀 北京时间网

4月8日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本周六开讲：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北京时间网

4月13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21日国图开幕 北京时间网

4月13日 54种图书入围第十二届文津奖 4·23揭晓获奖谜底 北京时间网

4月18日 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即将在国家图书馆开展啦！ 北京时间网

4月20日 罗密欧爱上杜丽娘才是跨越时空的旷世奇恋！ 北京时间网

6月1日 2017年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启动 6—12岁孩子可参与 北京时间网

6月12日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国图开讲 北京时间网

6月12日 国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系列文化活动 北京时间网

6月13日 “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连环画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北京时间网

6月20日 司徒乔家书暨夫人冯伊湄《劫后行》手稿捐赠仪式在国图举行 北京时间网

7月15日 《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北京时间网

8月15日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展 北京时间网

8月16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春雨工程·网络书香”阅读推广在宁夏举办 北京时间网

12月11日 阿里巴巴等40余家企业助力全国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 北京时间网

4月6日 莎士比亚现存唯一手稿将于中国首展 北京商报网

4月25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10种优秀图书获殊荣 北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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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 新京剧亮相国图舞台储兰兰演绎别样京韵 北青网

8月11日 世界插画大展：童话界的超级英雄联“萌” 错过一次就是错过50年 北晚新视觉网

8月14日 安徒生奖插画展来到北京，预售售出了5万张票 好奇心日报网

1月30日 2017年春节期间，国家图书馆准备了丰富的新春活动 华夏文化传播网

2月23日 古籍修复人员奇缺 “纯手工”修复需要上千年 华夏文化传播网

2月28日
国家图书馆与四家公共图书馆联合发布古籍数字资源，免费服务

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
华夏文化传播网

4月14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 华夏文化传播网

4月22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手稿珍宝展北京开幕 欧洲时报网

8月17日 世界儿童文学插画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网站

12月11日 全国图书馆文创开发创新论坛暨优秀校企对接会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国家文物局网站

12月25日 郑振铎先生铜像揭幕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国图举行 国家文物局网站

1月19日 品书香过大年国图2017春节系列活动启动 科学网

4月14日 国家图书馆公布第12届文津图书奖54种入围图书 科学网

4月24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科学网

3月5日 我在国图修古籍——用指尖拼凑思想穿越之旅 中工网

6月1日 “国家当代艺术档案库”北京中心揭牌仪式 中工网

4月21日
刘晓明大使在“大英图书馆在中国”招待会上的讲话：《为中英

人文交流插上智慧的翅膀》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大使馆网站

4月22日 刘晓明大使出席大英图书馆中国项目启动仪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大使馆网站

4月21日 从典籍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4月6日 “青松风骨”书画展开幕式在国家图书馆隆重举行 紫光阁网

9月1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共享书吧”让机关内外书香浓 紫光阁网

3月29日
“原创图画书2016年度排行榜”新鲜出炉!每一本都是不容错过的

佳作
未来网

4月20日 跨时空的交响：中英文学对话 优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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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在国图邂逅英国经典手稿 中青网

4月23日 2017年海淀全民阅读主题系列活动启动 海淀网

4月23日
“文化行走悦读海淀”明日启程 4·23世界读书日，我们在国家

图书馆相会！
一点资讯网

4月24日 第十二届文津奖颁奖暨2017海淀全民阅读主题系列活动在京举办 消费日报网

4月25日
《传承与保护》山西寺观壁画资料捐赠暨展览开幕式在国家图书

馆举行
华夏收藏网

4月25日
我社合作协办“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

开幕“英国文学在中国”主题沙龙同期举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4月26日
《传承与保护》山西寺观壁画资料捐赠暨展览开幕式在国家图书

馆举行
人民美术网

5月23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十周年 《国家图书馆善本掌故丛书》正式

发布
看看新闻网

5月31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公布12274部珍贵古籍名录 艺术中国网

7月26日 《中国古琴名画珍赏》新书发布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举行 中华网

8月9日 北京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终身成就）50周年展 本地宝网

8月14日 童话界的超级英雄联“萌”展，错过一次就是错过50年 京报网

8月14日 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300幅真迹亮相国图童趣爆棚 界面网

8月31日 “发改书吧”打造国图与中央国家机关合作标杆 改革网

12月23日 探寻文明的记忆 文明对话论坛走进国家图书馆 中华工商网

3月1日 福利！国图联合上图等公共图书馆在线发布1万余部古籍资源 澎湃新闻网

3月28日 大英图书馆来华办展，莎士比亚珍本、《简·爱》手稿首次展出 澎湃新闻网

4月13日 国图“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即将开展 澎湃新闻网

4月22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赠书北大学子，推动“轻而美”的珍本阅读 澎湃新闻网

4月22日 大英图书馆珍贵手稿来华，听策展人聊聊纸墨间的作家灵魂 澎湃新闻网

4月26日 七年录遍山西四百座寺庙古壁画，国图昨起开展 澎湃新闻网

5月25日 看国图上图书医专家妙手回春修复古籍 澎湃新闻网

7月1日 清代金石大家陈介祺特展在京展出，包括毛公鼎拓轴 澎湃新闻网

8月16日 韩升：过早地接触书本知识不符合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 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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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文化部：到2020年全国古籍资源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 澎湃新闻网

10月23日 从孔府档案看孔子后人的生活写照 澎湃新闻网

10月31日 我国拟规定公共图书馆内设施不得用于与其服务无关的商业活动 澎湃新闻网

4月14日 大英图书馆珍宝来华莎士比亚等手稿首度亮相国内 新民网

4月23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获奖 新民网

4月8日 看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和作品，但是你可曾见过他的手稿？！ 东方头条网

5月2日 《唐璜》在中国的传播史：从政治先行到审美复归 界面新闻

6月19日 《孔子博物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在京首发 中国山东网

2月15日 《孔府档案》编纂研讨会在曲阜举行 齐鲁网

9月14日 文化部发力公共文化改革与发展 24小时阅读服务空间进入规划 齐鲁网

6月20日 连家生诗文书法作品展在京举行 齐鲁晚报网

6月15日 “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连环画展”今日惊艳亮相北京 青网

6月20日 《孔子博物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北京首发 壹点网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在京揭晓 两项图书大奖湘科社斩获颇丰 湖南网

1月22日 祁东县图书馆“品书香，赏年俗”2017新春年俗文化展开展 红网

1月25日 去长图寻年味“2017年国家图书馆年俗文化展”开展 红网

2月7日 炎陵县图书馆开展“品书香、赏年俗”活动 红网

4月23日 《消失的微生物》荣获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 红网

11月8日 “网络书香·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宣传推广项目湖南站启动 红网

8月11日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受邀参加国图馆藏文献展 中红网

4月14日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在洪洞县参观考察 山西新闻网

4月14日 首批百卷《赵城金藏》回归广胜寺捐赠仪式 山西新闻网

4月15日 见证国宝《赵城金藏》首批复制百卷回归广胜寺 黄河新闻网

9月19日 山西：“名师带徒”传承古籍修复技艺 9名徒弟今拜师 黄河新闻网

9月15日 “数字阅读推广”是盲人的福音 四川文明网

8月10日 瞧，图书馆来了一群古籍保护志愿者 四川在线

9月29日 国家级大师来我区传技古籍修复 四川在线

10月18日 册府千华 四川省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展 四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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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 浙江举办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班（德清站） 浙江文化信息网

4月20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 大英图书馆来华办展 浙江在线

11月24日 以前开化造的纸，皇家才用得起？好多专家在开化研讨这事 浙江在线

11月27日 国家级文化项目“中国阅读”项目在杭启动 浙江在线

11月28日
“中国阅读”图书推荐榜发布仪式在杭图举行　读适合自己的热

门书籍
浙江在线

1月12日 西南大学图书馆修复完成两国宝级唐宋珍本 华龙网

2月10日 VR数字文化虚拟现实体验活动开展 弘扬传统文化陪你共贺新春 华龙网

4月25日 第十二届文津奖颁奖暨2017海淀全民阅读主题系列活动在京举办 重庆晚报网

12月9日 国家图书馆馆长走进天津大学“英华讲坛”首讲 天津网

1月22日 天津少儿图书馆启动“网络书香过大年”活动 天津北方网

1月25日 VR贺新春数字文化虚拟现实体验活动开幕 天津北方网

8月17日 童心绽放 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展北京站开幕 天津北方网

12月9日 天津大学启动“英华讲坛”听国图馆长讲读书 天津北方网

12月13日 快到内蒙古图书馆饱览国家珍贵古籍 内蒙古新闻网

12月18日 【现场】国家珍贵古籍青城开展 内蒙古新闻网

7月11日 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云南行启幕 云南网

6月8日 全国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编目工作研修班在南图举行 中国江苏网

8月18日
“钢铁长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在

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中国西藏网

4月23日 读书日文津图书奖揭晓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十部书获奖 香港文汇网

6月10日 古籍保护十年成果展国图开展　共护古籍逾2000万册 香港文汇网

6月20日 著名画家司徒乔夫妇手稿入藏国家图书馆 香港文汇网

8月11日 国图办国宝古籍《赵城金藏》调查报告会 香港文汇网

9月9日 国家图书馆开放视听服务中心 可欣赏黑胶唱片 香港文汇网

4月14日 北京国图21日将展出莎士比亚等作家珍贵手稿 大公网

4月23日 纪念港回归20周年 M地铁·图书馆开启京港两地文化交流阅读汇 大公网

6月20日 著名画家司徒乔夫妇手稿入藏国家图书馆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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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国图办国宝古籍《赵城金藏》调查报告会 还原抗战时期抢运细节 大公网

8月16日 国图展建军90周年馆藏文献 大公网

9月9日 国图开放视听服务中心可欣赏黑胶唱片 大公网

12月25日 国图开启读书周 元旦将首次为读者打开国宝《四库全书》库门 大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