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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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7.35 联合国资料 90.00

西  文  书 3600.17 图书装订费 174.23

东  文  书 923.21 中 文 资 料 41.05

俄  文  书 300.35 中 文 刊 301.68

交  换  书 439.81 外 文 刊 4339.53

港  台  书 505.67 港 台 报 刊 160.90

善本特藏 35.00 中 文 报 46.31

学会论文 10.00 其 他 书 4.94

视听资料 57.87 地 方 文 献 349.85

合  计 139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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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00

外文 2520.00

合  计 3271.00

二、国有资产

（一）简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国家图书馆资产总量达到约 601439 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约 353521 万元、流动资产约 29785 万元、对外投资约 2390 万元、

无形资产约 26121 万元、其他资产约 189622 万元（主要为国家图书馆一期和



255

统计资料

二期在建工程资产价值等）。固定资产中，图书文物约 301608 万元，房屋构筑物约 7890 万元，车

辆约 434 万元，通用办公设备约 3168 万元，办公家具约 8845 万元，其他固定资产约 31576 万元。

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资产总量增加约 18433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约 14582 万元、流

动资产减少约 1506 万元、对外投资保持不变、无形资产增加约 4369 万元、其他资产增加约 988

万元。

（二）政府采购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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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39.20 万元，

节约资金 1327.84 万元，资金节约率为 4.60%。

国家图书馆政府采购总额 27511.35 万元，其中：货物类为 17518.55 万元，占采购总额的

63.68%，与上年保持一致；服务类为 9992.80 万元，占采购总额的 36.32%，与上年保持一致。

国家图书馆政府集中采购规模为 2554.70 万元，占采购总规模的 9.29%，其中货物类 2464.62

万元、服务类 90.08 万元；分散采购规模为 24956.65 万元，占采购总规模的 90.71%，其中货物类

15053.94 万元、服务类 9902.71 万元。

在国家图书馆视听服务中心建设过程中，国有资产管理处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对可利用旧

设备积极组织调剂，对确需新购的家具设备，与使用部门共同协商合理控制采购数量，并安排专

人实施采购，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保障工作，确保视听服务区按期向读者提供服务。共计采购家具

350 余件、设备 220 余件，采购金额 180 余万元。

（三）馆属企业

馆属企业营业总收入（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由 2016 年的 20978 万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22932 万元，增长 9.31%，上缴占用费（经营责任书）由 2016 年的 4253 万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4626 万元，增长 8.77%，企业业务发展呈现平稳快速增长趋势。

协调馆属企业对外业务拓展，培育馆属企业业务新增长点。北京北图文化发展中心完成淮安

文化中心托管外包项目的合同签订及属地子公司的设立工作。国图书店成立图书馆事业部，承接

图书馆业务外包服务，包括图书馆建设咨询、方案设计、图书编目加工上架等，现已逐步打开市

场。国图酒店圆满完成各项会议接待任务。国图艺术中心积极开展公益演出项目，提升行业形象，

扩大影响范围。馆属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结合。

制订馆属企业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促进馆属企业各项事务规范化管理。按

照馆属企业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制度改革指导原则，制定《馆属企业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制度

改革方案》，于 2017 年第 56 次馆务会获得通过，加强馆属企业的车辆管理，完善馆属企业车管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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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统计数据

1. 各类文献登记总量 613565 种 2995174 册 / 件，登记册 / 件与 2016 年相比减少了 2.31%。

2. 各类文献编目加工总量为 594295 种 1289476 册 / 件，编目加工种数与 2016 年相比减少了 1.75%。

3. 正式入藏各类文献 611205 种 1226225 册 / 件，与 2016 年相比减少 4.09%；非正式入藏各

类文献 590302 册 / 件，与 2016 年相比减少了 5.82%。

4. 截至 2017 年底，馆藏总量为 37686187 册 / 件。

5. 接待到馆读者 5839292 人次，与 2016 年相比增加了 3.54%。

6. 全馆流通书刊 25557962 册次，与 2016 年相比增加了 3.24%。

7. 国家图书馆网站年访问量为 91313.9 万次，与 2016 年相比减少了 30.4%。月平均访问量为

7609.49 万次，日平均访问量为 250.18 万次。

8. 各类咨询 104.92 万件，与 2016 年相比增加 0.45%。其中一般咨询 103.96 万件，与 2016 年

相比增加了 0.49%。

9. 办理读者证卡 37.61 万个，其中实体证卡 21.40 万个、虚拟办证（网络实名注册）16.21 万

个。实体证卡与 2016 年相比减少了 8.58%。

10. 培训、讲座、参观、展览等各项活动共接待读者 174.54 万人次，与 2016 年相比增长

12.51%；其中：举办展览 20 场，123.09 万人次；开办公益性讲座 568 场，6.98 万人次；组织培

训 254 批，12.76 万人次；接待参观 3563 批，10.90 万人次；举办演出 1618 场，20.82 万人次。

11. 截至 2017 年底，数字资源总量达 1603.87TB，与 2016 年相比增加 280.52TB。其中馆藏特

色数字化资源 1102.24TB，外购数据库 157TB，网络导航和网络资源采集 175.95TB，征集数字资

源 162.44TB，电子报纸呈缴 6.24TB。资源内容主要包括电子图书 3787588 种 4268332 册，电子期

刊 55882 种，电子报纸 3164 种，学位论文 7064178 篇，会议论文 6573228 篇，音频资料 1137907

首，视频资料 161276 小时。

12. 截至 2017 年底，外购数据库共计 255 个，包括中文数据库 127 个、外文数据库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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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82

文摘 / 索引数据库 15 22

数值 / 事实数据库 29 17

多媒体数据库 17 0

工具型数据库 3 2

复合型数据库 0 5

合计 127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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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截至 2017 年底，已发布数字资源的内容单元主要包括：电子图书 3612448 种，发布率

95.4%；电子期刊 55722 种，发布率 99.7%；电子报纸 2869 种，发布率 90.7%；学位论文 5126345

篇，发布率 72.6%；会议论文 6573228 篇，发布率 100%；音频资料 682279 首，发布率 60.1%；

视频资料 70604 小时，发布率 44.3%。

注：以下表中报纸入藏量按合订册统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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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876 565903 577310 -1.98

台港图书 19733 20660 20907 -1.18

盲文图书 810 1794 0 ——

线装书 12812 14512 12507 16.03

中文图书总计 285231 602869 610724 -1.29

西文图书 50870 53087 53694 -1.13

俄文图书 7000 7041 7039 0.03

日文图书 15302 15503 18690 -17.05

东文图书 4753 5088 4806 5.87

外文图书总计 77925 80719 84229 -4.17

图书总计 363156 683588 694953 -1.64

期　
　
　
　
　
　

刊

中文期刊 10542 202038 209413 -3.52

台港期刊 813 7922 9187 -13.77

中文期刊总计 11355 209960 218600 -3.95

西文期刊 4274 33633 34881 -3.58

日文期刊 1382 11310 10862 4.12

俄文期刊 779 6509 7596 -14.31

东文期刊 104 1077 1782 -39.56

外文期刊总计 6539 52529 55121 -4.70

期刊总计 17894 262489 273721 -4.10

报　
　

纸

中文报纸 1452 5150 8055 -36.06

台港报纸 84 1804 1808 -0.22

中文报纸总计 1536 6954 9863 -29.49

外文报纸总计 65 4280 0 ——

报纸总计 1601 11234 9863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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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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186 -96.24

外文善本 78 123 618 -80.10

新善本 256 415 181 129.28

精装精印 33 35 67 -47.76

金石文献 415 578 1819 -68.22

手稿 534 1005 1612 -37.66

舆图 0 0 0 ——

画片 0 0 0 ——

照片 0 0 0 ——

民语文献 6465 10203 14898 -31.51

学位论文 184283 184283 186843 -1.37

敦煌资料 384 585 3805 -84.63

地方文献 295 1314 11717 -88.79

图书馆学资料 —— 577 513 12.48

联合国资料 808 1289 1196 7.78

中文资料 8396 8635 8650 -0.17

特藏专藏总计 201949 209049 232105 -9.93

缩
微
文
献

缩微平片 12630 26891 30300 -11.25

缩微胶卷 29 353 0 ——

缩微文献总计 12659 27244 30300 -10.09

音
像
资
料

中文音像资料 8130 24576 22225 10.58

外文音像资料 3265 3425 3955 -13.40

音像资料总计 11395 28001 26180 6.96

电子
文献

电子文献总计 2551 4620 11368 -59.36

正式入藏文献总计 611205 1226225 1278490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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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369 1590811

2月 405622 1960547

3月 445792 2114450

4月 478547 2026449

5月 438053 1880859

6月 482993 2056803

7月 582883 2942038

8月 732560 3058996

9月 501433 2113758

10月 482906 1988512

11月 448867 1895476

12月 448267 1929263

合计 5839292 25557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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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30 OPAC检索(北区) 37220

人工复制（南区） 42426 人工复制（北区） 6437

自助复制（南区） 6746 自助复制（北区） 7408

缩微文献阅览室 7493 中文图书阅览区 1822184

保存本（综合阅览室） 6777 工具书区（北区） 387449

基藏本（综合阅览室） 156839 中文图书借阅区 330038

工具书（综合阅览室） 35063 中文报刊区（期刊） 130681

基藏外文图书外借出纳台 66037 中文报刊区（报纸） 95766

台港澳文献阅览室 49279 学位论文阅览室 44945

外文文献第一阅览室 71170 中国少数民族语文阅览室 8177

外文文献第二阅览室 28675 数字共享空间（集中区） 27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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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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文文献第三阅览室

国际赠书阅览室

日本出版物文库阅览室

10819 数字共享空间（分散区） 27505

年鉴　新方志阅览室 14925 数字共享空间（手持阅读） 16874

善本特藏阅览室 6660 少年儿童图书馆 339859

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 2546 复制服务（古籍馆） 953

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

阅览室
3843 普通古籍阅览室（古籍馆） 10632

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资料中心 4574 家谱旧方志阅览室（古籍馆） 3308

法律参考阅览室 5793

总计 409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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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中央国家机关 7 3 1761 1771

重点科教单位 1382 4095 3578 9055

一般读者 1038219 36 140 1038395

年累计 1039608 4134 5490 1049232

国际互借工作统计表

项目 借出资料 借入资料

人次 115 308

册次 115 636

复印 ( 件 ) 62 319

拒绝 ( 件 ) 53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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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73

2658745少儿读者卡 3287

自助办证 读者卡 181852

虚拟办证 实名注册 162043 1510394

合计 376055 4169139

四、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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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17FZS062 敦煌祭文整理研究 赵大莹 20 2017-12-31

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17FTQ006 汲古阁汇纪 苏晓君 20 2017-12-31

社科艺术学一般项目 17BA012 二王尺牍汇编辑校 卢芳玉 20 2022-12-31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7BTQ030
公共图书馆文化治理功能、效

应及提升机制研究
张收棉 20 2020-06-30

文化部文化艺术智

库项目
17zk04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公

共数字文化建设与服务研究
魏大威 0 2020-07-31

馆级
NLC-KY-

2017-01

全国馆藏大数据整合揭示与应

用研究
王　洋 5 2020-05-31

馆级
NLC-KY-

2017-02

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日本在华暴

行文献调研
雷　亮 2 2019-02-28

馆级
NLC-KY-

2017-03
推荐书目编制方法的比较研究 郝嘉树 2 2019-08-31

馆级
NLC-KY-

2017-04

非正式出版革命回忆史料的整

理与研究
黄炜宇 2 2019-02-28

馆级
NLC-KY-

2017-05

国家图书馆馆藏《红楼梦》版

本研究
李　晶 2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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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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6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五国

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研究
李金涛 2 2018-12-31

馆级
NLC-KY-

2017-07

国家图书馆馆藏滇西抗战资料

整理与研究
徐　辉 2 2018-12-31

馆级
NLC-KY-

2017-08

国家图书馆藏清后期中亚文献

研究
张超亚 1.5 2018-02-28

馆级
NLC-KY-

2017-09

国家图书馆藏蒙古族学者著藏

文古籍研究
王建海 2 2018-12-30

馆级
NLC-KY-

2017-10

乙酸和糠醛对纸张加速老化的

影响
龙　堃 2 2019-05-30

馆级
NLC-KY-

2017-11

图书冷冻杀虫操作过程及优化

研究
孟晓红 2 2018-12-31

馆级
NLC-KY-

2017-12
西夏文献修复保护项目 刘建明 2 2019-12-30

馆级
NLC-KY-

2017-13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之国家图书

馆最新战略规划文本比较分析

及其特点

章　遥 1 2019-02-28

馆级
NLC-KY-

2017-14

近十年来我国政策文件中的图

书馆标准研究
杨　凡 1 2018-10-31

馆级
NLC-KY-

2017-15

以馆藏印谱文献补正《中国印

学年表》
宋　凯 1 2018-12-31

馆级
NLC-KY-

2017-16
古籍修复质量验收标准辅助图释 侯郁然 1 2019-07-01

馆级
NLC-KY-

2017-17
国家图书馆藏约园藏书研究 樊长远 1 2018-12-31

馆级
NLC-KY-

2017-18

塑料薄膜封装对纸质文献耐久

性的影响
闫智培 1 2018-12-30

馆级
NLC-KY-

2017-19

馆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古籍整

理与研究
李　慧 1 2019-07-0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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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项科研项目

项目类别 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万元）
鉴定时间

社科基金一

般项目
12BTQ003

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政策

保障研究
申晓娟 15 2017-12-11

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
13ATQ002

图书馆面向残疾人的服务模式

与规范研究
陈　力 30 2017-11-21

社科基金一

般项目
12BTQ058 数字出版物呈缴制度研究 吕淑萍 15 2017-09-19

社科基金青

年基金
11CTQ002

馆藏资源元数据的语义描述及

关联网络构建研究
成　全 15 2017-03-14

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
14FTQ003 中国图书馆史 韩永进 35 2017-02-28

社科基金成

果文库
16KTQ044 中国古代图书史 陈　力 0 2017-03-01

文化部科技

创新项目
2013kjcxxm10

基于云计算的古籍数据库建设

技术研究
方自金 0 2017-01-15

馆级 NLC-KY-2015-25
规范控制在资源发现与获取系

统中的适用性研究
张　红 2 2017-11-17

馆级 NLC-KY-2015-38
国家图书馆RFID标签识别误差

分析与研究
周华琼 1 2017-10-09

馆级 NLC-KY-2014-29

国家图书馆读者辅导工作服务

成效评估体系建设及其在服务

模式创新中的应用研究

翟　蓉 1 2017-10-09

馆级 NLC-KY-2015-33 PRESSoo的中文化及其影响研究 赵　敏 1 2017-10-09

馆级 NLC-KY-2015-13
数字环境下出版物交换工作框

架研究
杨士丽 2 2017-10-09

馆级 NLC-KY-2015-41
基于MOOC的数字图书馆推广

工程在线培训模式研究
郭　炯 1 2017-10-09

馆级 NLC-KY-2015-28
地方图书馆特色资源整合及服

务模式研究
童忠勇 2 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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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万元）
鉴定时间

馆级 NLC-KY-2015-34
RDA视角下国家图书馆外文资

源GMD的解构与重构
张　璇 1 2017-09-22

馆级 NLC-KY-2014-26
馆藏东南亚华文报纸保存状况

及利用率调查研究
谢　远 1 2017-09-15

馆级 NLC-KY-2014-09 昇平署曲本研究 王维若 1 2017-08-15

馆级 NLC-KY-2014-02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存储体系研究 王乐春 5 2017-07-20

馆级 NLC-KY-2014-37
国家图书馆藏《德格版〈甘珠

尔〉目录》研究
王建海 1 2017-07-11

馆级 NLC-KY-2012-39 清藏书家顾之逵研究 刘　鹏 1 2017-06-02

馆级 NLC-KY-2012-41
国家图书馆藏《春秋经传集解》

版本源流
梁葆莉 1 2017-06-02

馆级 NLC-KY-2014-38
国家图书馆藏清代西藏方志整

理与研究
柳　森 1 2017-06-01

馆级 NLC-KY-2012-24 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与研究 赵爱学 2 2017-06-01

馆级 NLC-KY-2014-11 国家图书馆藏甲骨的缀合校勘研究 胡辉平 2 2017-06-01

馆级 NLC-KY-2012-40
国家图书馆藏《宋元诗》六十一

种研究
张　波 1 2017-04-26

馆级 NLC-KY-2015-01
海外存藏日本战争罪行文献资

料调研
雷　亮 2 2017-05-17

馆级 NLC-KY-2012-60
信息可视化在图书馆信息检索

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石　慧 1 2017-05-16

馆级 NLC-KY-2014-21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建设

及运营模式探讨
武学良 1 2017-04-26

馆级 NLC-KY-2014-18
对国家图书馆学术研究的一个

断代史的考察
苏　健 2 2017-04-25

馆级 NLC-KY-2015-12

《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

RDA本地政策声明暨书目记录

操作细则》编制研究

罗　翀 2 2017-04-2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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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万元）
鉴定时间

馆级 NLC-KY-2014-33
公共图书馆政府公开信息增值

服务研究
赵荣荣 1 2017-03-31

馆级 NLC-KY-2015-42
抗战时期沦陷区图书馆研究——

以伪北平图书馆为例
何　隽 1 2017-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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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29

馆级 NLC-KY-2015-37 国家图书馆读者焦虑实证研究 杨　靖 1 2017-03-29

馆级 NLC-KY-2014-04 民间文献资源特色馆藏建设研究 黄炜宇 2 2017-02-28

馆级 NLC-KY-2014-05
实体出版物对应电子版本呈缴研

究——以图书对应电子版本为例
赵志刚 2 2017-02-28

馆级 NLC-KY-2014-31
基于用户分析的国家图书馆微

博服务研究
李　健 1 2017-02-28

馆级 NLC-KY-2012-25 甲骨加固的实验研究 田周玲 2 2017-02-28

馆级 NLC-KY-2012-54
纳米纤维素对老化文献纸张的

加固性能研究
易晓辉 1 2017-02-28

馆级 NLC-KY-2012-55 古籍书库空气微生物生长情况调查 任珊珊 1 2017-02-28

馆级 NLC-KY-2012-56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测定古籍函套中的有机化合物
龙　堃 1 2017-02-28

馆级 NLC-KY-2012-43
社交网络在数字图书馆服务中

的应用研究
平　安 1 2017-02-06

馆级 NLC-KY-2012-50
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中的版权管

理及风险防范研究
邱奉捷 1 2017-02-06

馆级 NLC-KY-2012-53
图书馆引进数据库（全文类）

单体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
申庆月 1 2017-01-19

馆级 NLC-KY-2012-15
基于文献计量的科研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以科技领域为例
谢桂苹 2 2017-01-12

馆级 NLC-KY-2012-16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网络舆情

特征及分析方法研究
王　磊 2 2017-01-05

馆级 NLC-KY-2012-12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机构知

识库管理规范及应用模式研究
毛　瑞 2 2017-01-0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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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员

（一）2017年馆领导名单

姓名 职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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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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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樱 副馆长

汪东波 馆长助理兼研究院院长（副局级）

（二）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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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处 处长 王青云

财务处

处长 张　军

副处长 李红霞

副处长 刘婷婷

业务管理处

处长 毛雅君

副处长 孙伯阳

副处长 张　玮

副处长 廖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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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处长 尹存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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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资产管理处 副处长 郝丽萍

保卫处
处长 赵建国

副处长 张明亮

基建工程办公室
主任 王六长

副主任 卢　希

研究院

院长 汪东波 兼任

副院长（正处级） 申晓娟

副院长 王雁行

《文献》常务副主编（副处级） 张廷银

《国家图书馆学刊》常务副主编（副处级） 陈清慧

中文采编部
主任 王　洋

副主任 刘　瑛

外文采编部
主任 顾　犇

副主任 罗　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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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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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资源部（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办公室）

主任 曹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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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强

总工程师（正处级） 邢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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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部

主任 辛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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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世田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

办公室
主任 马　静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

典》编纂工作办公室
主任 张　洁

国图艺术中心
主任 吕慧军

副主任 侯　宁

出版部

主任 方自金

总编辑 魏　崇

副主任 葛艳聪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主任 曹　伟

副主任 张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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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处 秘书长 梁爱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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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结构

单位：人

人员总数

　 在编员工 1511

　 离退休人员 1097

2017年进馆人数 45

2017年离馆人数 63（其中退休39人，调出21人，去世3人）

性别结构

　 男 554

　 女 957

部处科组管理人员

　 处级 70

　 科级 253

年龄结构

　 30岁及以下 420

　 31— 40岁 570

　 41—50岁 207

　 51岁及以上 314

专业技术职务结构

　 正高级职称 69

　 副高级职称 423

　 中级职称 738

　 初级职称 169

学历结构

　 博士学历 85

　 硕士学历 693

　 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72

　 本科学历 474

　 专科及以下学历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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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馆内外奖励

（一）馆内奖励

2017年度先进集体名单

1. 获得 2017 年度国家图书馆先进集体的部处

党群工作办公室　　研究院　　展览部

2. 获得 2017 年度国家图书馆先进集体的科组

保卫处保卫科     中文采编部联合编目组

外文采编部西文图书采访组    典藏阅览部数字资源服务组

立法决策服务部综合服务组    参考咨询部社科咨询组

数字资源部推广工程培训与资源建设组  信息技术部项目管理与系统测试组

缩微文献部综合管理组    社会教育部讲座组

古籍馆文献保护组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综合组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水暖维修科

2017年度国家图书馆服务标兵名单

孙保珍（中文采编部联合编目组）

李跃进（外文采编部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组）

杨洪森（典藏阅览部基藏本阅览组）

唐　睿（典藏阅览部中文图书阅览组）

李　雪（典藏阅览部中文报刊阅览组）

郑庆元（典藏阅览部学位论文与台港澳文献阅览组）

季　业（典藏阅览部少年儿童服务组）

屈　凯（典藏阅览部参考书组）

唐　龙（典藏阅览部中文图书外借组）

龚海青（典藏阅览部外文文献阅览组）

徐　燕（立法决策服务部综合服务组）

尹汉超（立法决策服务部外交与国防组）

蔡成普（参考咨询部社科咨询组）

袁　浩（参考咨询部科技咨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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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杨（参考咨询部综合咨询组）

石　巍（参考咨询部文献提供组）

戴　维（参考咨询部竞争情报组）

韩　萌（数字资源部推广工程培训与资源建设组）

高　宏（信息技术部应用系统管理组）

何彦平（缩微文献部综合管理组）

王春丽（社会教育部摄编组）

黄　静（社会教育部讲座组）

朱　莺（展览部讲解服务组）

常荩心（古籍馆敦煌文献组）

杨秀齐（古籍馆古籍善本典阅组）

2017年度创新奖项目名单

1. 实体资源馆藏管理与服务平台（中文采编部、数字资源部）

2. 国家图书馆 RDA 本地化实施项目（外文采编部）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书吧”建设项目（立法决策服务部、中文采编部、信息技术

部、数字资源部、参考咨询部、国图书店）

4. 武警部队数字图书馆建设（信息技术部）

5.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展览部）

6. 孔府文献保护与推广项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展览部、古籍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7. 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处）

2017年度“馆长特别奖”获奖名单

1.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2. 视听服务中心建设工作（业务管理处、典藏阅览部、国图艺术中心、中文采编部、外文采

编部、国有资产管理处、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3.“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和“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

我们读过的经典”联展（展览部、国际交流处、古籍馆、社会教育部、保卫处）

4.《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图书编纂出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

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5. 举办第 25 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和第 2 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图书馆及信

息领域专家会议（国际交流处、典藏阅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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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馆外奖励

序号 获奖单位 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

1 国家图书馆 2016年度文化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文化部办公厅

2 国家图书馆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支撑研究报告被评为全国文化系

统2016年度十佳调研报告

文化部办公厅

3 国家图书馆

《全国古籍保护“十三五”规划纲

要》支撑研究报告被评为全国文化系

统2016年度优秀调研报告

文化部办公厅

4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建设调研报

告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2016年度优秀

调研报告

文化部办公厅

5 国家图书馆
2017年度文化部政府网站群建设先进

单位(年度最佳奖、专项领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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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文化部政府网站群绩效评估

“在线服务领先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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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入选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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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国家图书馆

出版物《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

明园卷初编》荣获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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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国家图书馆
“样式雷”立体书荣获第十四届“北

京礼物”旅游商品大赛优秀奖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10 国家图书馆

作品“《庆赏昇平》之AR大圣归来”

荣获第十四届“北京礼物”旅游商品

大赛铜奖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11 国家图书馆 北京市健康示范单位
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2 国家图书馆 海淀区2017年度交通安全先进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交通安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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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单位 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

13 国家图书馆
第三届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博览

会“最佳人气奖”“最佳展示奖”

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博览

会组委会

14 国家图书馆

《国图日历·2018·修身养德》在第三

届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博览会中被

授予“优秀文创产品传承奖”称号

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博览

会组委会

15 国家图书馆

“翰墨书香智能书法文具盒”作品在

第三届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博览

会中被授予“十大优秀文创产品创意

奖”称号

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博览

会组委会

16 国家典籍博物馆
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最佳人

气奖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办公室

17
立法决策服务部外

交与国防组
2015— 2016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 共青团中央等22个单位

18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年度全国优秀馆配商评选·全国

优秀馆配出版社
图书馆报

1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物《古本戏曲丛刊六集》荣获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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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物《续藏书纪事诗》荣获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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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物《文献为证：钓鱼岛图籍录》

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

名奖

中国出版协会

22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6年度科协系统统计调查工作优秀

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计划财务部

23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7年度全国科普工作优秀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普

及部

24
北京国图书店有限

责任公司

作品“翰墨书香中小学生便携式习字

用具”荣获第十四届“北京礼物”旅

游商品大赛海淀区初赛一等奖

北京市海淀区旅游发展委员会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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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访和来访

（一）出访

1 月 9 —13 日，古籍馆副研究馆员程宏赴美国开展“园林 / 艺术 / 商业：中国木刻版画”展览

撤展工作。

5 月 9—13 日，缩微文献部副主任张阳、缩微文献部综合管理组陈月婷、古籍馆文献保护组

田周玲、古籍馆文献保护组张铭赴德国参加 ISO/TC171 年会并调研脱酸设备。

6 月 8—16 日，常务副馆长陈力、中文采编部主任王洋、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秘书长霍瑞

娟、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马静、典藏阅览部助理馆员孙正芳赴厄瓜多尔、西班牙访

问并签署合作备忘录。

6 月 12—16 日，副馆长魏大威、财务处处长张军、社会教育部副主任廖永霞、国际交流处郝

金敏、数字资源部陈瑜赴日本访问 , 与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签署合作协议。

6 月 22—27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仲岩、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馆员傅嗣鹏、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馆员余学玲赴美参加 2017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暨展览会。

8 月 16—23 日，副馆长孙一钢、立法决策服务部主任李春明、典藏阅览部副主任黄洁、国际

交流处馆员郭妮、外文采编部馆员王菲、典藏阅览部馆员陈小凡、助理馆员李洋、数字资源部助理

馆员毛嘉瑞、社会教育部助理馆员张弼衎赴立陶宛、波兰参加第 83 届国际图联大会及卫星会议。

9 月 3—16 日，馆长助理汪东波随文化部组团参加 2017 年社区文化建设赴英国培训班。

9 月 4—8 日，出版社编辑总监廖生训赴俄罗斯参加第 30 届莫斯科国际书展。

9 月 13—23 日，馆长韩永进、业务处处长毛雅君、国际交流处处长张煦、办公室副研究馆员

朱亮、国际交流处馆员谢天赴白俄罗斯、毛里求斯、南非国家图书馆访问。

9 月 18—27 日，常务副馆长陈力随全国政协组团赴格鲁吉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访问。

9 月 24—26 日，原馆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詹福瑞赴韩国参加韩国东国大学学术交流活

动。

9 月 25—29 日，副馆长孙一钢赴美国参加中美文化论坛。

10 月 3—7 日，参考咨询部文献提供组副研究馆员赵星赴法国参加国际图联第 15 届馆际互借

与文献提供会议。

10 月 3 日—12 月 30 日，外文采编部馆员赵晖和典藏阅览部助理馆员刘弘毅赴日本出版贩卖

株式会社进行业务交流。

10 月 10—14 日，国有资产管理处副处长郝丽萍、出版社行政总监王欢赴德国参加第 69 届法

兰克福书展。

10 月 16—20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数字资源

部文献数字化组组长槐燕赴台湾参加第四届玄览论坛学术研讨会。

10 月 23—25 日，副馆长孙一钢、国际交流处处长张煦赴澳门参加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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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

11 月 6 —10 日，中文采编部副主任刘瑛、研究馆员崔明明赴摩洛哥参加国际出版物刊号管理

组织中心主任会议。

11 月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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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参

加中文名称规范联合协调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11 月 5—25 日，社会教育部副研究馆员曹丽萍、人事处副研究馆员杨海帆、参考咨询部副研

究馆员黄伟杰、国有资产管理处馆员董雪磊赴新加坡进行业务交流。

11 月 14—21 日，副馆长李虹霖、研究院副院长申晓娟、后勤服务管理中心主任曹伟、业务

管理处副处长孙伯阳、立法决策服务部馆员姜婧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进行业务交流。

（二）来访

1 月 11 日，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院长李相灿等 6 人来访交流。

1 月 13 日，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等 2 人来访交流。

1 月 16 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周原来访交流。

1 月 19 日，日本岩波书店总编辑马场公彦来访洽谈合作事宜。

2 月 13 日，德国歌德学院马里恩 · 多姆等 2 人来访交流。

3 月 9 日，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教授那须雅熙来访参观调研。

3 月 16 日，澳门驻京办事处主任康伟等 2 人来访洽谈合作事宜。

3 月 22 日，香港律政司专员庄绮珊等 10 人来访参观。

4 月 19 日，爱思唯尔公司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全球学术高级副总裁米歇尔 · 科曼来访洽

谈合作事宜。

4 月 19 日，英国国家图书馆董事会主席布莱克斯通来访并参加展览活动。

4 月 25 日，美国爱书会代表团来访参观。

5 月 5 日，日本友好出版贩卖株式会社副经理丸田、井上来访商谈签约事宜。

5 月 26 日，挪威文化大臣琳达 · 霍夫斯塔德 · 海勒兰来访就数字图书馆合作进行交流。

5 月 29 日，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长斯捷潘诺维奇来访，进行签约及赠书活动。

6 月 9 日，乌兹别克斯坦大使达尼亚尔 · 库尔班诺夫 · 扎夫达托维奇来访交流。

6 月 9 日，秘鲁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德尔菲娜 · 列戈来访洽谈合作事宜并参观。

6 月 12 日，新加坡通讯及信息部兼卫生部部长徐芳达来访参观。

6 月 12 日，台湾澄定堂藏书第四代传人都中谋来访捐赠西文图书。

6 月 13 日，香港岭南大学等 8 名港澳实习生来访参观。

6 月 20 日，斯里兰卡锡兰报业集团副总经理苏巴施来访就文献数字化进行交流。

6 月 22 日，香港大学等 9 名港澳实习生来访参观。

6 月 27 日，埃及文化部等 21 名政府官员来访参观。

6 月 28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馆长迈克 · 凯勒等 3 人来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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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总馆长安 · 桑顿等 6 人来访交流。

7 月 25 日，伊中友协青年委员会主任穆罕默迪等 12 人来访交流。

8 月 21 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副馆长吴英美等 2 人来访交流。

8 月 25 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吴嘉勋来访交流。

8 月 25 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馆长乔晓勤等 3 人来访交流。

9 月 8 日，台湾公共咨询图书馆馆员蔡蕙霞来访参观。

9 月 21 日，澳门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王国强来访交流。

9 月 25 日，卡塔尔国家图书馆馆长索哈尔 · 瓦斯托来访交流。

10 月 9 日，哈萨克斯坦国家图书馆馆长查纳特 · 赛义杜马诺夫来访交流。

10 月 10 日，缅甸宗教文化部历史研究与图书馆司司长吴昂民来访交流。

10 月 16 日，英国国家图书馆馆员萨拉等 2 人来访交流。

10 月 17 日，以色列艾莉贝斯公司总裁温斯坦等 4 人来访洽谈业务。

10 月 19 日，日本友好贩卖株式会社社长平林彰等 12 人来访交流。

10 月 23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馆长迈克 · 凯勒来访进行业务交流。

10 月 24 日，德国马克斯 · 普郎克学会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馆长艾斯特 · 陈来访交流。

10 月 25 日，美国夏威夷大学曼欧亚校区馆长莫妮卡 · 高希来访交流。

11 月 6 日，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数字资源部部长李炯虎等 5 人来访交流。

11 月 23 日，台湾文化界青年 55 人来访参观。

12 月 5 日，塔吉克斯坦国家图书馆馆员 2 人来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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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分会议、讲座、国图公开课、培训、展览

（一）会议

时间 会议名称 地点 备注

1月13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17年工作计划专家咨询会 北京

2月28日
国家图书馆等五家单位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

座谈会
北京

3月21日
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

项目（第二批）评审会
北京

4月11日

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共建战

略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暨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

项目专家评审会

北京

4月27日 《书志》编委会议 北京

4月27日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2017年第一次常务理事

（扩大）会
北京

5月16—19日 2017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技术部主任会议
四川

成都

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古籍

保护中心承办

5月17—18日 第25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 北京

5月23日
国家图书馆典籍整理策划小组2017年第1次工作

会议
北京

5月23日
讲好国图典籍故事——国家图书馆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出版座谈会
北京

5月24日
第2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图书馆及信息领域专家

会议
北京

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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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6月6日 《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编纂工作会议 天津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承办

6月23日
《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暨专家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
北京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主办，

国家图书馆承办

6月23日 海外中华古籍回归专家研讨会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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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会议名称 地点 备注

7月6日
《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媒

体座谈会
北京

7月6—7日 2017年海峡两岸档案暨缩微学术交流会
甘肃

敦煌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与中

国档案学会、中华档案暨资

讯微缩管理学会合办

7月25日
“全国石刻文献普查登记专项（田野碑刻抢救

记录部分）”征求意见会
北京

8月11日 《赵城金藏》珍贵史料调查工作报告会 北京

9月13日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7年度工作会议
宁夏

银川

9月14日 第二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图书

馆、天津古籍出版社承办

9月26日
2018年中央补助地方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

项目（第一批）评审会
北京

10月12日 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周年座谈会 北京

10月12日 《中国图书馆史》发布座谈会 北京

10月24日 “十三五”期间贵州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讨会
贵州

贵阳
贵州民族大学承办

10月27日 西南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
云南

昆明
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

11月16日
第一届文献保护与修复研究生论坛暨古籍保护

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

广东

广州

与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中山大学图书馆合办

11月24日
《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出版项目专家研

讨会
北京

12月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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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联盟主办

12月20日
国家图书馆“食品药品安全决策信息研究”课

题结题会
北京

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合办

12月23日 郑振铎先生铜像揭幕仪式暨学术研讨会 北京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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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座

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1月1日 汉画伏羲女娲图像知识的生成与检讨 贺西林 文津讲坛

1月7日 童蒙文化与两汉社会 张小锋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童蒙文

化”系列

1月8日
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41周年：周恩来的大

无与大有
顾保孜 文津读书沙龙

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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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8日 晋唐绘画与疏密二体 罗世平 文津讲坛

1月12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 陈宇飞

国图流动讲坛之“文化部机关干部

自主选学”系列，与文化部人事司

合办

1月14日 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 楼宇烈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1月14日 走进最真实的李叔同 苏泓月 文津读书沙龙

1月14日 欧洲形势与法国大选 孙海潮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1月15日 胡人的眼睛：唐诗与唐俑互证的艺术史 葛承雍 文津讲坛

1月18日 大国崛起与软实力建设 赵　磊

国图流动讲坛之“文化部机关干部

自主选学”系列，与文化部人事司

合办

1月21日 自作楹联速成法和对联书写技巧 倪进祥 文津讲坛

2月5日 自我建构的中国当代艺术 郑　工 文津讲坛

2月12日 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政治文化视角的考察 孙燕京 文津讲坛

2月12日 律诗语言艺术赏析 冯国华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2月12日 书法的文化性 罗　杨 国图讲坛之艺术家讲坛

2月18日 中美新关系格局的挑战 崔立如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2月18日 民间文艺之乡建设与民间文化生态保护 王锦强 国图讲坛

2月18日 康雍乾盛世的兴衰实况与历史启示 李国荣 文津读书沙龙

2月19日 走向中国人的“生活美学” 刘悦笛 文津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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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2月25日
草原之声与华夏之诗：对中国古代长啸艺

术的音乐学阐释与田野调查
范子烨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2月25日 半亩山池半壁天——北京半亩园传奇 贾　珺
国图讲坛之“匠意营造：中国传统

建筑”系列

2月25日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 李世愉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2月26日 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张志和 文津讲坛

2月28日 纸质文物保护现状与发展趋势 张金萍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讲

座，南京艺术学院承办

3月6日 礼仪专家黄彩子谈女性礼仪 黄彩子 国图流动讲坛，与河北衡水中学合办

3月10日
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解读
吕明晰

国图流动讲坛之“文化部机关干部

自主选学”系列，与文化部人事司

合办

3月18日 敦煌莫高窟的价值及其现代文化角色 樊锦诗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3月19日 散文史上的周氏兄弟 温儒敏 文津讲坛

3月25日 什么是“道法自然”？老子哲学的真谛 王中江 文津讲坛

3月26日 从《女人相应》看佛陀的女性思想 程恭让 文津讲坛

3月26日 建筑文化中的三角形 方　拥
国图讲坛之“匠意营造：中国传统

建筑”系列

3月26日 读书与人生 秦伯益
国图讲坛之科学家论坛“院士讲科

普”系列

3月28日
中国的东北亚难题：中日、中韩和中朝的

战略形势
时殷弘

国图流动讲坛之“文化部机关干部

自主选学”系列，与文化部人事司

合办

4月2日 禅宗的观念——精神自由与生活自在 魏光奇 文津讲坛

4月6日 古籍修复档案的制作 杜伟生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讲

座，南京艺术学院承办

4月6日 书画装潢的起源及款式 张旭光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讲

座，南京艺术学院承办

4月8日 二十四节气与清明文化 崔岱远 文津读书沙龙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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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 诗词之美，点亮人生 彭　敏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4月8日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新君子人格与舒体

书法
舒　安 国图讲坛之艺术家讲坛

4月8日 唐诗宋词之美 冷成金 文津讲坛

4月9日 诗人译诗：中国新诗的一种现代传统 王家新 文津讲坛

4月9日 墨学精华现代观 孙中原 文津读书沙龙

4月9日
聊聊中国的大写意：如何自豪地面对西方

艺术
李　燕 国图讲坛之艺术家讲坛

4月14日 甲骨文的世界 朱凤瀚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4月15日 阅读力——校园阅读怎么读 聂震宁 文津读书沙龙

4月15日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复兴
莫道才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4月15日 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 张立文 文津读书沙龙

4月15日 孙子兵法的现代解读 黄朴民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省图书馆合办

4月16日 中医对生命的认知与健康维护 曹洪欣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4月22日 文学中的神圣人生 梁　鸿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省图书馆合办

4月22日 另一半中国文化 罗　杨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大学图书馆

合办

4月22日 东坡“乌台诗案”新勘 巩本栋 文津讲坛

4月23日 唐五代童蒙教育中的经典教育 金滢坤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之“童蒙文

化”系列

4月26日
巧用纸浆补书机提高修复质效——以修复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为例
肖晓梅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讲

座，南京艺术学院承办

4月28日 英国文学的翻译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陆建德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5月1日 中国书画在世界 陈传席 文津讲坛

5月4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战略 许正中

国图流动讲坛之“文化部机关干部

自主选学”系列，与文化部人事司

合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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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东 刘宝莱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5月6日 英国脱欧下的欧盟前景 马振岗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5月19日 《罗密欧与朱丽叶》：文本、形式、意象 程朝翔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5月20日 尽心知性：孟子哲学的精神 杨立华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5月20日 中国人口大数据状况与科学决策支持 王广州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专题研究”

系列

5月21日 蔚县建筑遗产的思考：村堡、庙宇和民居 丁　垚
国图讲坛之“匠意营造：中国传统

建筑”系列

5月21日 王维——盛唐的象征性符号 王志清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5月21日
古典佛像的摄影创作——兼谈最有效的摄

影学习方法
薛华克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5月21日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鲁洪生 文津讲坛

5月22日
壁上丹青，广胜流泉——山西洪洞广胜寺

的壁画艺术
姜　帅 文津讲坛

5月23日
永乐宫与兴化寺元代壁画——以襄陵画师

朱好古为中心
孟嗣徽 文津讲坛

5月24日 古籍保护与修复 童芷珍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讲

座，南京艺术学院承办

5月25日 中国的世界遗产 李跃进
2017年国家图书馆读者服务周系列

讲座

5月28日 唐宋工艺美术菁华 尚　刚 文津讲坛

6月3日 欧洲美术传世经典——卢浮宫的镇宫之宝 司徒双 文津讲坛

6月3日
认识自己，永远美丽——女性健康与自我

预防
谭先杰 文津读书沙龙

6月3日 外交官眼中的法国 孙海潮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6月3日 古琴梅庵派百年文化与古琴文化 王永昌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6月7日 古书画特殊装池修复案例分析 吴林泉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讲

座，南京艺术学院承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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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 圣贤的足迹　智者的启迪 杨金泉 “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系列讲座

6月10日
匠心·学问·灵感——论文学翻译的三位

一体
黄燎宇

国图讲坛之“在文字间穿行”翻译

家系列讲坛

6月10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性运动及其中

国实践
安德明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6月10日 朝山：庙会的聚与散 岳永逸 文津讲坛

6月11日 洪昇《長生殿》的微言：董小宛入清宫 邓小军 文津讲坛

6月11日 百年风尚——旗袍文化与女性之美 龚航宇 国图讲坛之艺术家讲坛

6月11日 解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王嵎生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6月11日 《庆赏昇平》话武生 赵永伟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6月14日 数字时代的有效阅读 朱先忠
国图流动讲坛，与天津泰达图书馆

合办

6月16日 荀子人性论新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 梁　涛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6月17日 文化自信与中国传统教育精神 郭齐家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6月17日 世界网络空间安全态势 吕述望 国图讲坛之科学家讲坛

6月18日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与现代艺术 楼家本 国图讲坛之艺术家讲坛

6月18日
何为非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解读
巴莫曲布嫫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6月18日
黄金之丘：贵霜帝国之前的大夏故宫“浴

火重光”展所见世界文明的交融
郭　物 文津讲坛

6月21日 北京的古迹 齐吉祥

国图流动讲坛之“文化部机关干部

自主选学”系列，与文化部人事司

合办

6月24日 法国新小说如何来到中国——我译新小说 余中先
国图讲坛之“在文字间穿行”翻译

家系列讲坛

6月24日 太阳活动和空间天气 汪景琇 科学家讲坛之“院士讲科普”系列

6月24日 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 陶东风 文津讲坛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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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辉煌的紫禁城 晋宏逵
国图讲坛之“匠意营造：中国传统

建筑”系列

6月25日 李白的诗歌理想与非凡创造 钱志熙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6月29日 线下体验活动：燕京八绝

漆雕、象

牙雕等非

遗传承人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7月1日 希腊女人国传说在欧亚大陆的流传 张绪山 文津讲坛

7月2日
留守儿童的情感健康状况——基于大型全

国家庭调查数据的发现
任　强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专题研究”

系列

7月2日 比利时与中比关系发展 张援远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7月8日 非遗的活态保护、活态传承与活态发展 孙建君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7月8日 古典文化在中世纪的传承 陈志强 文津讲坛

7月9日
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司马相如《天子游

猎赋》的文本书写、知识来源与思想传播
孙少华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7月15日 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张　帆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7月15日
谈文学翻译——以《局外人》和《红与

黑》的翻译为例
郭宏安

国图讲坛之“在文字间穿行”翻译

家系列讲坛

7月15日 中国皮影戏的历史、现状与传承发展 魏力群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7月15日 白居易《长恨歌》诗意解读与艺术欣赏 杜晓勤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7月16日
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大工业对人类文明的

影响
李大光 文津读书沙龙

7月16日 《归来的马》——马头琴弦上的草原 贺西格 艺术家讲坛

7月16日 弥达斯神话与弗里吉亚考古 王以欣 文津讲坛

7月21日 非遗中的老北京

    杨志刚、

    陈永昌、

    翟玉良、

    佟秀芬、

    李继宗、

张　彦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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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
“不要与贵夫人来往”——古典晚期修道

传统及其社会阶级分析
彭小瑜 文津讲坛

7月23日 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 黄　洋 文津讲坛

7月23日 非遗视角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崔乐泉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7月23日 金砖五国之巴西 陈笃庆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7月28日 礼乐文化的历史依据与现代价值 刘　丰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7月29日
非遗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

实践
陈华文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7月29日 用影像讲好中国故事 王　瑶 艺术家讲坛

7月30日 圣王与圣徒：乾隆时期的密教建筑营建 陈　捷
国图讲坛之“匠意营造：中国传统

建筑”系列

7月30日 李商隐的感情世界 过常宝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8月4日 穿越时空的对话——谈弹古琴打谱 李凤云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8月5日 二十四节气与民俗 萧　放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8月5日 家风文化、家校公约、协同教育 齐大辉 国图讲坛之教育家讲坛

8月5日 紫禁城古建筑的营建思想与文化 周　乾 文津讲坛

8月6日 雕漆的前世今生 殷秀云 文津讲坛之“非遗大师”系列一

8月6日 汉字——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伟大基石 王永民 国图讲坛之科学家讲坛

8月6日
悠悠驼铃丝路情——解读“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的历史渊源及对接前景
周晓沛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8月7日 生活与艺术 翟欣建 艺术家讲坛

8月10日 我国国防建设的若干问题探析 焦国力

国图流动讲坛之“文化部机关干部

自主选学”系列，与文化部人事司

合办

8月11日 毛公鼎的收藏、研究与传拓 田永德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8月12日 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徐　勇 国图讲坛

8月12日 21世纪的传统复兴与传统工艺振兴 陈岸瑛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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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 我们身边的篆刻艺术 骆芃芃 文津讲坛之“非遗大师”系列二

8月13日 古代希腊的英雄主义 朱孝远 文津讲坛

8月13日
传世家训与现代教育——《良训传家》新

书演讲会
韩　昇 文津读书沙龙

8月13日 左琴右书——传统文人的生活状态 吴　钊 艺术家讲坛

8月13日 恢弘的气势，深厚的内涵——怎样看故宫 闫宏斌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8月19日 空间与形态——历史时期中外城市比较 李孝聪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8月19日 德国的经验：教育兴国和文化崛起 张　弢 文津读书沙龙

8月19日
京津冀协同发展新进展与雄安新区设立的

重大意义
祝尔娟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研究”系列

8月20日 国之重器：青铜器的收藏与鉴赏 齐吉祥 艺术家讲坛

8月20日 与心灵对话——走出抑郁的低谷 姜　涛 科学家讲坛

8月20日 王维——盛唐的标志性符号 王志清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

办

8月20日 西夏珍贵古籍今昔 史金波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8月24日 孔子的六张面孔 王德岩
国图流动讲坛，与民政部老干部局

合办

8月26日
孕育城市化与活态非遗和谐共荣的生活世

界
陈勤建 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8月26日 中西文化及思维差异 卢秋田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8月26日 朱子的“格物游艺”之学与“中和”之美 张　毅 文津讲坛

8月27日 陶瓷微书的文化艺术特色及工匠精神 王芝文 文津讲坛之“非遗大师”系列三

8月27日
发现佛光寺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简

述
梁　鉴

国图讲坛之“匠意营造：中国传统

建筑”系列

8月27日 音义关系与上古文献解读 洪　波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9月2日 非同寻常菲律宾——群岛之国 黄桂芳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9月2日 探秘航空母舰 焦国力 科学家讲坛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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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 金砖五国之印度 周　刚 国图讲坛之“外交官亲历”系列

9月3日
纪录片如何讲故事：以《舌尖上的中国》

《极地》等为例
任长箴 国图讲坛

9月3日 中国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宋世义 文津讲坛之“非遗大师”系列四

9月6日 重读经典的启示 刘跃进 “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系列讲座

9月9日
重新认识商代玉礼器——以商代王后妇好

墓玉器研究为例
朱乃诚 文津讲坛

9月10日 国绣文化·古韵今风 朱寿珍 文津讲坛之“非遗大师”系列五

9月10日 作家眼中的领袖世界 顾宝孜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9月10日
不知背景难说诗——结合创作背景赏析古

典诗词
褚宝增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9月10日 北京民俗的“远”与“近” 岳永逸
国图讲坛之“燕京梦华录”北京古

都风物系列

9月15日
为什么要看安徒生奖的插画展——安徒生

奖的插画展作品赏析
阿　甲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9月15日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楼宇烈 “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系列讲座

9月16日 国学、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 刘梦溪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9月16日 中国工匠探索创造的中国色彩文化 缪　维 艺术家讲坛

9月16日 琵琶艺术与生活 李叶丹
艺术家讲坛之“中国传统音乐赏

析”系列

9月17日 信息安全意识、认识、共识 赵战生 科学家讲坛

9月17日 北京都城规划与历史沿革 王　南
国图讲坛之“燕京梦华录”北京古

都风物系列

9月17日
皇家技艺——景泰蓝·艳冠群芳——大美

于天下
张　颖 文津讲坛之“非遗大师”系列六

9月21日 中国传统文化与组织中的领导行为 王　辉
国图流动讲坛之“文化部机关干部自

主选学”系列，与文化部人事司合办

9月22日 经典图画书的阅读价值与方式 陈　晖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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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 旧京美食 李宝臣 国图讲坛之“北京传统文化”系列

9月23日
请历史记住他们——“两弹一星”研制带

给我们的启示
何　林

科学家讲坛之“科学与中国”院士

专家巡讲系列

9月23日 《理想国》与神话 张　巍 文津讲坛

9月24日 营造传统的发掘、更新与传承 穆　钧
国图讲坛之“匠意营造：中国传统

建筑”系列

9月24日 大数据时代的小数据 郭洪伟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研究”系列

9月24日 《元朝秘史》的特征及版本流传 乌　兰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9月29日
回顾建军，不忘初心——中国军队90年发

展历程总结
徐　焰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0月1日 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与成就 周少川 文津讲坛

10月7日 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选择与幸福追求 徐　雁 文津讲坛

10月13日 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若干思考 祝尔娟

国图流动讲坛之“文化部机关干部

自主选学”系列，与文化部人事司

合办

10月14日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价值新探 王　军
国图讲坛之“燕京梦华录”北京古

都风物系列

10月14日 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 周青青
艺术家讲坛之“中国传统音乐赏

析”系列

10月14日 比较文学的第三关系与东亚文学 张哲俊 文津讲坛

10月15日 在云端舞蹈——破译新诗经典的对策 罗振亚 文津讲坛

10月15日 诗与诗性思维 刘庆霖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10月15日 斑斓阅读，走进艺术——多面的文艺复兴 赵国新 文津读书沙龙

10月21日 信息渠道得失谈：以宋代为例 邓小南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10月22日 阅读力——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聂震宁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10月28日
世界遗产与“一带一路”——《世界遗产

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新书演讲会

    刘庆柱、

    王开玺、

吕　舟

文津读书沙龙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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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10月28日 巴黎圣母院——并立的两座丰碑 李玉民
国图讲坛之“在文字间穿行”翻译

家系列

10月28日 “背叛”马孔多——我的学译点滴 范　晔
国图讲坛之“在文字间穿行”翻译

家系列

10月28日 读书与人生 何建明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10月28日 秦汉思想与中华文明 蒋重跃 文津讲坛

10月29日 音乐艺术的魅力 于　海 艺术家讲坛

10月29日 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 杨昌鸣
国图讲坛之“匠意营造：中国传统

建筑”系列

10月29日 故宫旧藏蒙古文古籍 春　花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11月3日 从孔庙藏书说开去 杨金泉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1月4日 探秘古埃及 颜海英 文津读书沙龙

11月4日
“听，胡琴在唱歌”——如何运用歌唱法

进行二胡演奏
闫国威

艺术家讲坛之“中国传统音乐赏

析”系列

11月4日 藏书与文化传承——以苏常为中心 武秀成 文津讲坛

11月5日 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的雅俗之辨 孙克强 文津讲坛

11月11日 柳青、皇甫村与80年代 程光炜 文津讲坛

11月11日
两弹一星的艰难辉煌及伟大精神——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光荣传统
王兆宇

国图讲坛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系列

11月11日 文化大使梅兰芳与梅派艺术 秦华生 艺术家讲坛

11月12日 老字号与北京 袁家方
国图讲坛之“燕京梦华录”北京古

都风物系列

11月12日 文学的责任与使命
艾克拜尔·

米吉
国图流动讲坛，与辽宁省图书馆合办

11月12日
《说文》的魅力——与出土文献互动的

《说文》研究
赵平安 文津讲坛

11月15日 一个修书匠的无悔人生 师有宽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讲

座，南京艺术学院承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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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史鉴价值 张晋藩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11月18日 曾国藩成功智慧的现代启示 隋丽娟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省图书馆合办

11月18日 天之纹理——中国星座简介 徐　刚 文津读书沙龙

11月18日

人民子弟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辉煌

业绩——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在我军建设

中的伟大意义

王太和
国图讲坛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系列

11月19日 被抹黑与被轻视的——南北朝诗歌的真相 程章灿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11月19日
中国文化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以宋代士

人精神为例
李春青 文津讲坛

11月24日 为世界和平，向珠峰致敬 陈宗烈 文津读书沙龙

11月24日 关于《杜甫集》的整理和阅读 谢思炜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1月25日 岭南画派源流以及对时代的影响
    欧豪年、

胡　江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1月25日 谈谈中国人的祖先崇拜 杨庆中 文津讲坛

11月26日 统计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前景 杜子芳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研究”系列

11月26日
发现《燕然山铭》——浅谈这一发现的学

术价值
辛德勇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11月26日 国学与人生 徐晓跃 “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系列讲座

11月28日 版本学和校勘学的相互关系 杜泽逊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讲

座，南京艺术学院承办

11月28日 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自信 方　拥
国图流动讲坛之“文化部机关干部自

主选学”系列，与文化部人事司合办

11月29日 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 楼宇烈

“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

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与北京大

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合办

11月29日 诗为津梁，走近东坡 陈　洪 “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系列讲座

12月2日
斑斓阅读，走进历史——19世纪英国：现

代转型与启示
韩敏中 文津读书沙龙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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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 说说唱唱的艺术——中国曲艺 蔡源莉 艺术家讲坛

12月2日 古代小说与文化中国 丁　夏 文津讲坛

12月3日 中国古代的砖文 朱天曙 文津讲坛

12月6日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及其评价 孙钦善

“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

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与北京大

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合办

12月8日 花与蜜——从鲁迅藏品看鲁迅美术观 黄乔生 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

12月9日 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吴小安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省图书馆合办

12月9日 北京中轴线申遗与世界文化遗产 吕　舟
国图讲坛之“燕京梦华录”北京古

都风物系列

12月9日 书史钩沉——书法文献角度举例 寇克让 文津读书沙龙

12月9日 北京运河文化带及其文化遗产 郗志群 文津讲坛

12月10日 中国水墨画的现代变革与发展 陈池瑜 文津讲坛

12月13日 探寻儒学中的“普遍价值” 牟钟鉴

“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

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与北京大

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合办

12月13日 化学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李玉虎
“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系列讲

座，南京艺术学院承办

12月15日 什么是宋明理学的真精神 廖可斌 “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系列讲座

12月16日 荀子人性论辨正 梁　涛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12月16日 见微知著——肝癌的微创治疗简介 刘　鹏 国图讲坛之“健康中国”系列

12月16日 体育摄影：定格激情的瞬间 杨　林 艺术家讲坛

12月17日 明理·得法·变通 —— 学书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徐利民 国图流动讲坛，与福建省图书馆合办

12月17日 官式古建筑木作技艺介绍 李永革
国图讲坛之“匠意营造：中国传统

建筑”系列

12月17日 浅谈数据、统计和人工智能 孙志猛 科学家讲坛之“大数据研究”系列

12月20日 诗经 李　山
国图流动讲坛之“文化部机关干部自

主选学”系列，与文化部人事司合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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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 儒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基本精神 李中华

“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

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与北京大

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合办

12月23日 当代诗的读法与写法问题探究 欧阳江河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12月23日
什么是物理学——物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兼谈一般公民为什么要学物理
朱邦芬

科学家讲坛之“科学与中国”院士

专家巡讲系列

12月23日 出土简帛记述的古代中国 邬文玲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

12月24日 古典诗词典故承载的文化信息 斯舜威 国图讲坛之文津经典诵读

12月27日 儒学的发展历程及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机遇 王　博

“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

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与北京大

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合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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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图公开课

时间 公开课名称 主讲人 备注

3月4日
诗经二十讲

第七讲　淳朴的农耕世界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3月4日
诗经二十讲

第八讲　农桑大韵律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4月1日
世界古代史　上古部分

第三讲　史前史：人类体制进化的简单过程
郭小凌 　

4月1日
世界古代史　上古部分

第四讲　史前史：旧石器时代——原始狩猎和采集时代
郭小凌 　

4月20日 “跨越时空的交响——中英文学对话”特别活动

陈 力、卡 罗

琳·布雷泽、

王宁

　

5月18日 世界图书馆馆长访谈

科威特国家

图 书 馆 馆

长、新西兰

国家图书馆

馆长等

业界公开课系列

5月20日
诗经二十讲

第九讲　宴饮诗中的上下和谐　（上）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5月20日
诗经二十讲

第十讲　宴饮诗中的上下和谐（下）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5月21日
心连广宇　志在苍穹——人类太空探索与中国航天之路

第三讲　改变世界的三种星——人造卫星巡礼
庞之浩 　

5月21日
心连广宇　志在苍穹——人类太空探索与中国航天之路

第四讲　应用卫星的高明处——三类福星高照
庞之浩 　

6月14日 国图公开课古琴公开课线下活动
周秦、丁承

运等
　

6月26日
诗经二十讲

第十一讲　战争诗篇中的家国情怀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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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
诗经二十讲

第十二讲　“厚别附远”的婚恋诗篇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7月22日
世界古代史　上古部分

第五讲　什么是文明
郭小凌 　

7月22日
世界古代史　上古部分

第六讲　大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尼罗河流域的文明
郭小凌 　

9月2日
盲人摸象戏曲谈

第一讲　悠久的梦想
吴江 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

9月24日
诗经二十讲

第十三讲　西周后期的政治抒情诗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9月24日
诗经二十讲

第十四讲　幸福的家庭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9月24日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与艺术

第一讲　何为中国建筑
王贵祥 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

10月14日
诗经二十讲

第十五讲　“采诗观风”：广阔的文学触觉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10月14日
诗经二十讲

第十六讲　风诗的地域性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10月28日
诗经二十讲

第十七讲　风诗的古老文化面相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10月28日
诗经二十讲

第十八讲　同情婚变中的弱者
李山 一书一课系列

10月28日
心连广宇　志在苍穹——人类太空探索与中国航天之路

第五讲　灿烂辉煌的中国星——中国卫星大观
庞之浩 　

10月28日
心连广宇　志在苍穹——人类太空探索与中国航天之路

第六讲　载人航天的大法宝——三器各有千秋
庞之浩 　

10月29日
中国书法：从书写中生长的民族精神

第一讲　书法：凝聚中国文化的丰富信息
邱振中 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

11月3日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与艺术

第二讲　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
王贵祥 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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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
盲人摸象戏曲谈

第二讲　是谁拥抱了谁
吴江 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

11月11日
盲人摸象戏曲谈

第三讲　距离美　夸张和变形
吴江 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

11月25日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与艺术

第三讲　中国古代建筑简史
王贵祥 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

11月25日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与艺术

第四讲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风格史简说
王贵祥 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

12月17日
世界古代史　上古部分

第七讲　大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两河流域的文明
郭小凌 　

12月17日
世界古代史　上古部分

第八讲　大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郭小凌 　

12月28日
中国书法：从书写中生长的民族精神

第二讲　关于书法史的几个问题
邱振中 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

12月28日
中国书法：从书写中生长的民族精神

第三讲　观看与体察
邱振中 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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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训

时间 培训项目 主讲人 培训地点 备注

3月3—31日
北京市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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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日
第十六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

目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吴格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图书馆承办

3月16日 中国香文化 滕军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3月20日—

4月28日

第六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

作管理研修班
万群

陕西

西安
陕西省图书馆承办

3月21—24日
2017年全国省级及副省级市公

共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培训

黄长著、张薇、

王磊、卢海燕、

张莉、毛瑞

陕西

西安
陕西省图书馆承办

3月21—24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新媒体培

训班

许鑫、童忠勇、

宋姝、刘炜、龙

耀华

上海
上海市文广局人才培训

交流中心承办

4月10—21日
第十七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

目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吴格

云南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承办

4月10—28日 第三期碑帖编目与鉴定研修班 冀亚平等 北京

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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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全国少儿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

培训班

孙宏艳、陈晖、

邓菊英、赵俊玲、

郑立新、潘芳

北京
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

承办

5月6日—7月1日 手工书画装裱培训班 刘建明 北京 　

5月7—19日 第三期传拓技术培训班 邢跃华、李仁清
福建

福州
福建省图书馆承办

5月8—19日
第十八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

目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吴格

四川

成都
四川省图书馆承办

5月14—20日

RDA理论与实践——RDA本

地政策声明详解及书目记录编

制实操培训班

罗翀、蔡丹、赵

丹丹、张璇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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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项目 主讲人 培训地点 备注

5月14日—

6月25日
传拓基础培训班 袁玉红 北京 　

5月16—19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数字图书

馆资源建设培训班

权衡、郑智明、

李彤、吴建中、

吕淑萍

福建

泉州
泉州市图书馆承办

5月22—26日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编目员上岗

资质培训班
贺燕 北京 　

5月22—26日 中文普通图书编目工作培训班
刘小玲、朱青青、

王广平
北京 　

5月24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研修班

马静、朱芊、刘

小玲、延卫平、

田周玲

重庆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重

庆 市 文 化 委 员 会 合 办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

划宣传推广系列活动）

6月7—8日
全国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编目

工作研修班

韩华、朱芊、刘

小玲、田周玲、

延卫平

江苏

南京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江

苏省文化厅合办

6月9日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央国家机关

图书馆分会业务培训

刘兹恒、柯平、

谢寿光
北京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央国

家机关图书馆分会秘书

处主办，中央社会主义

学院图书信息中心承办

6月11—24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

培训班（第一期）

赵红、唐晶、徐

辉
北京

6月12—16日
信息时代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

培训班

郭斌、黄崑、马

涛、赵俭、董曦

京、刘庆才

北京 　

6月13—16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系统平台

建设及服务专题培训班

童忠勇、牛现云、

韩萌、薛尧予、

高宏

重庆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承办

6月15日
心理健康与常见精神疾病的识

别与应对
赵丞智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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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项目 主讲人 培训地点 备注

6月21日
服务保障党的十九大网络安全

自查工作主题培训
路龙惠 北京

6月22日 庄子学派视野中的先秦思想世界 冯坤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6月22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研修班

马静、朱芊、刘

小玲、延卫平、

任珊珊

宁夏

固原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宁夏

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合办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宣传推广系列活动）

6月23日
数字文化遗产保护——互联网

信息采集与长期保存
吕琳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6月25日—7月1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

培训班（第二期）

朱青青、刘伟、

孟然、汪静、李

云龙

北京

6月26—30日
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案例解析

培训班

赵红、刘素青、

唐晶、程真、刘

庆才

北京 　

7月3—15日
第二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

培训班
张本义等

辽宁

大连
大连白云书院承办

7月9—22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员研修

培训班（第三期）

王磊、戴维、运

梅
北京

7月10—14日
中文期刊与报纸的编目与管理

培训班
杨静 北京 　

7月11—14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服务推广

联络员培训班

邵燕、郭炯、戴

元初、胡克非、

朱树喜、杨瑞娴

辽宁

沈阳
辽宁省艺术学校承办

7月16—29日 古籍修复基础培训班 刘建明 北京 　

8月6—19日 古籍修复高级培训班 朱振彬 北京 　

8月8日
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解读
李新风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8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宣传文化工作系

列讲话精神解读
李媛媛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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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项目 主讲人 培训地点 备注

8月9日
不唯上不唯书，实事求是开拓

和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程萍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8月13—25日
第一期全国道教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胡玉清 北京 北京白云观道教学院承办

8月14—18日
2017年图书馆业界新入职及转

岗员工培训班

汤更生、陈红彦、

郭斌、王媛、金

龙、张新宇

北京 　

8月19日—9月16日 传拓技艺培训班 袁玉红 北京 　

8月24日 国内外开放获取的发展现状 魏蕊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8月28日—9月29日
第一期全国佛教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徐建华等

四川

成都
成都文殊院佛教学院承办

9月5—8日
2017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缩微技

术培训班

李铭、宁波、马

玉峰、杜文学、

肖波、王东芹、

杨靖、冯蕾

山东

威海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

山东省图书馆、威海市图

书馆承办

9月6日 重读经典的启示 刘跃进 北京 馆内员工培训

9月10—13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培训班

宋本蓉、赵红、

司徒兆敦、田苗
北京 　

9月10—20日
第五期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修复

培训班
杨利群

云南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承办

9月12—14日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联盟成立暨图书馆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培训班

马力、李玉佩、

蒋名未、梦凰、

邱丰顺、陈晓文、

张立朝

北京 文化部指导

9月19—22日
全国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业务

培训班

吴建中、杨玥、

刘佳、曹旻、白

云峰、张曙光、

成鑫、刘雪丽

宁夏

银川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央国

家机关图书馆分会、宁

夏图书馆学会、宁夏回

族自治区图书馆承办

9月20—23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长培训

班（中部地区）

曹宁、邢军、梁蕙

玮、李静、童忠

勇、邵燕、伍艺

山西

太原
山西戏剧职业学院承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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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项目 主讲人 培训地点 备注

9月24—27日
全国少儿图书馆资源建设培训

班

蒋力、孙显斌、

柯平、苗芳、刘

炜、王子舟、窦

立国

北京
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

承办

9月2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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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12月24日
古籍修复基础培训班 朱振彬 北京 　

10月17—20日
全国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

递业务研修班

王大伟、靳茜、

王燕、李翠薇、

向青、孙保珍、

吴政、汪丹

贵州

贵阳
贵州省图书馆协办

11月4日—

12月23日
手工书画装裱培训班 刘建明 北京 　

11月6—10日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编目员上岗

资质培训班
刘小玲 北京 　

11月21—24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长培训

班（西部地区）

曹宁、薛尧予、

韩萌、吕毅、钟

晶晶、姜晓曦

宁夏

银川
宁夏图书馆承办

11月28日—

12月1日

丝绸之路经济带数字图书馆资

源建设培训班

方铁、陈顺、张

小贵、吕淑萍

云南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承办

12月4—7日
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资

源共建工作培训班

周新国、王子舟

等
北京 　

12月5—8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馆长培训

班（东部地区）

曹宁、宋姝、韩

萌、吴政、钟晶

晶、邵燕、赵晟

江苏

镇江
镇江市图书馆承办

12月6日 民国时期文献编目工作研修班

马静、朱芊、刘

小玲、延卫平、

田周玲

云南

昆明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云

南省文化厅合办（民国

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宣传

推广系列活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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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览

时间 展览名称 地点 备注

全年 名家手稿展 北京

全年 甲骨文记忆展 北京

2014年9月9日—

2017年4月9日
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展 北京

2016年6月8日—

2017年3月19日

“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

特展
北京

2016年10月22日—

2017年1月31日
甲骨文记忆展巡展 墨西哥

与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中外

文化交流中心合办

2016年11月16日—

2017年7月16日
太古遗韵——中国古琴文化大展 北京

2016年12月6日—

2017年1月6日

且饮墨瀋一升——吴昌硕的篆刻与当代

印人的创作
北京

与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合办

2016年12月16日—

2017年3月31日
再遇芥子园——近当代名家绘画作品展 北京 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合办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1月30日

册府千华——青海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

青海

西宁
青海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

1月18日—5月6日
品书香　赏年俗——2017年国家图书馆

年俗文化展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委员会协办

1月19日起
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国家图书馆藏

革命历史文献精品展
北京

4月1—7日
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青松风骨书画展
北京

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等主

办

4月18日起 甲骨文记忆展巡展 西班牙
与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中外

文化交流中心合办

4月21日—6月21日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

珍宝
北京 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合办

4月21日起
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

们读过的经典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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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展览名称 地点 备注

4月23日—5月9日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展 北京

5月16—30日
入古出新——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

展
北京

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

术院合办

5月18日—7月16日
大爱无疆——纪念路易·艾黎诞辰120周

年文献展
北京 与新西兰国家图书馆合办

5月24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成果展 重庆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重庆市文

化委员会合办（民国时期文献

保护计划宣传推广系列活动）

6月1日—8月28日 炫彩童年·中国百年童书展
山东

潍坊
与潍坊市博物馆合办

6月9日
保护古籍　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古

籍保护、出版数字化优秀成果展
北京

6月13—19日 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连环画展 北京
与中共丽江市委、市人民政府

合办

6月14—16日
全国公共机构生态文明宣传作品征集活

动优秀作品展
北京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主办

6月20—24日
书中识理　笔下传情——连家生先生诗

文书法作品展
北京

与澳门潮属社团总会、澳门书

法文化发展协会、澳门书法家

协会合办

6月22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成果展
宁夏

固原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宁夏回族自

治区文化厅合办（民国时期文献

保护计划宣传推广系列活动）

6月27日—7月3日
潮起东海渔韵象山——国家级海洋渔文

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成果展
北京 与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政府合办

6月28日—8月27日
天将金石付斯人——清代金石学家陈介

祺特展
北京 与潍坊市博物馆合办

7月27日起 甲骨文记忆展巡展 悉尼
与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中外文

化交流中心合办

8月12日—11月19日
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终身

成就）50周年展
北京

与中信出版集团、上海京采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合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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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展览名称 地点 备注

8月15日—1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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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9月22日 册府千华——河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河南

郑州
河南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

9月23日—10月7日 寸耕堂铭砚展 北京
与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美术

学院合办

9月28日起
圣贤的足迹　智者的启迪——孔府珍藏

档案文献展
北京

与曲阜市人民政府、孔子博物

馆合办

10月11日—12月13日
册府千载　于兹为盛——国家图书馆总

馆南区建成开馆30年纪念展
北京

10月13日 册府千华——贵州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贵州

贵阳
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

10月18日
册府千华——四川省图书馆藏国家珍贵

古籍特展

四川

成都
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

10月24日
册府千华——贵州省藏国家珍贵少数民

族古籍特展

贵州

贵阳
贵州民族大学承办

10月27日 册府千华——云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云南

昆明
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

11月3日起 拈花——鲁迅藏中外美术典籍展 北京
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

化运动纪念馆）合办

11月25日—12月24日 中国文化　两岸融通——欧豪年书画展 北京
与华冈博物馆欧豪年美术中心

合办

12月1—18日
国币之尊　艺术之美——人民币硬币发

行六十周年纪念展
北京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主

办，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承办

12月6日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成果展
云南

昆明

与中国图书馆学会、云南省文

化厅合办（民国时期文献保护

计划宣传推广系列活动）

12月25日起
“致敬经典·古韵弥新”文津经典诵读

五周年回顾展
北京

12月28日起 器用为尚——文房艺术与文人生活特展 北京 与安徽省文房四宝协会合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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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馆史档案资料

2017 年，不断提升日常档案管理能力，进一步加强对兼职档案员的业务辅导力度。本年一些

部处文书调整频繁，新任兼职档案管理员业务不太熟练，为保证各部处归档质量，档案室加强对

新任兼职档案员的业务指导和帮助。全年共提供辅导 40 余人次。

积极为各部处承担的重点业务工作和活动提供档案咨询，帮助查找相关档案。其中包括：为

研究院提供国家图书馆南区建成 30 周年纪念活动相关档案；为国有资产管理处提供政府采购相关

档案资料；为立法决策服务部部长讲座档案数字化项目提供档案咨询；为黄明信追思会提供视频

档案资料。全年共提供档案咨询 80 余人次，提供档案 271 件。

完成 2016 年度档案的接收整理工作。为保证各部处 2016 年度档案归档工作的顺利进行，在

对兼职档案员进行实际操作辅导的基础上，加大审核力度，及时指出问题并协调处理，使各部处

2016 年度档案的归档错误率明显减少。共接收档案 25626 件 / 张。

接收相关部处移交的历史档案。接收党办移交 20 世纪 40—70 年代历史档案 286 件，接收展

览部展览用照片 15 箱，接收基建工程办公室预移交一期改造竣工图 120 卷、2887 件，接收财务

处 1987—2005 年票据档案 361 箱。

归档情况统计

档案类型 档案数量

文书档案 4794 件

活动档案 487 件

业务档案 833 件

照片档案 19354 张

实物档案 24 件

刊物档案 103 件

项目档案 31 件

合计 25626 件 /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