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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整理与编辑出版   

一、古籍整理

（一）善本古籍

�0�� 年，积极申报国家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工程，古籍馆策划的“中国石刻资料征集、整理与

研究”“‘一带一路’文献整理与研究”“武昌首义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入选，并被确定为“中国石

刻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一带一路’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牵头部门，逐步落实相关的策划实

施等（参见“重点文化工程及项目”之“国家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工程”）。“馆藏王阳明文献典籍普

查、复制与研究”项目是近年国家图书馆组织开展的重大文献整理与出版项目，�0�� 年是项目开

展的关键一年，全年完成高仿书的制作并交付阳明文化中心，编制普查目录，与阳明文化中心完

成篇目索引 ���� 条。

以《赵城金藏》高仿复制、《孟子文献集成》《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等为代表的数十个出版

项目，将众多馆藏珍贵文献化身千百，便利学界；通过挖掘馆藏，编纂出版《佳联赏析》，以弘扬

传统楹联文化，打造国家图书馆精品；� 册《善本掌故》以通俗、严谨的语言讲述馆藏善本特藏

背后的故事。

（二）普通古籍

馆藏普通古籍的整理，涵盖传记文献、史籍史料、书目版本、文学艺术、方志地理、哲学宗

教、综合文献等方面。

传记文献方面：①《国家图书馆藏稿钞本年谱汇刊》（全 � 册）。国家图书馆十分重视年谱的

收藏，���� 年曾编纂出版《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一书。该书可视为《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

丛刊》的接续之作，收录稿抄本年谱 �� 种，其中善本 � 种、普通古籍 �� 种；稿本 � 种、抄本 ��

种。谱主年代上起后汉，下讫晚清。因其罕存稀见，该书收录的这批年谱具有独特的文献与版本

价值。②《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全 �� 册）。收录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日记 �� 种，涉

及范其骏、潘祖荫等 �� 人，所选日记兼顾作者的不同身份和日记的多种类型，其中人物有朝廷高

官如潘祖荫、王际华等，文化名流如何绍基等；日记有工作日记、读书日记、出使日记、养病日

记，以及综合的记事日记等，且大多数为孤本存世，价值重大。

史籍史料方面：①《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 · 史部》（全 �0 册）。该丛刊精选哈佛

燕京图书馆藏史部珍本文献 �� 种，其藏量均在 � 部以内，其中明刻本 � 种。最优者为难得一见

的稿抄本文献 �� 种，主要是档案类文献，包括契约文书、公牍、职官册、奏稿等，如《豫东公

牍》《先福奏折底稿》《漕粮漕运奏稟》，还包括一些珍贵的名人日记和年谱，如《李仪日记》《绳

其武斋自纂年谱》等。该书是海外珍本文献回归的又一重要成果。②《中国古代农书文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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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0 册）。收录国家图书馆所藏的 �0 余种涉及农业方面的图书，该书编排沿用传统分类，分为

综论、耕作、防灾、作物、农桑、园艺和牧养等 � 部分，每部分均收录有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可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其一，从版本而言，所选作品中有不少都是传世

罕少、以往学界难得一见的珍稀善本，如明万历刻本《致富全书》、明万历刻本《植品》、明万历

二十二年刻本《新刻马书》等；其二，从内容而言，所选作品基本涵盖传统农业的方方面面，如

种植谷物、农田水利、捕蝗驱虫、种棉植橡、养蚕树桑、养花育草、饲养家畜等。

书目版本方面：《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全 �� 册）。该书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

图书馆界合作编辑的《著名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系列之一，收录国家图书馆所藏稀见书

目 �� 种，所选之书以善本为主，兼及普通古籍；版本类型以稿抄本为主，兼及刻本。

文学艺术方面：①《郑振铎藏珍本戏曲文献丛刊》（全 �0 册）。该书收录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

郑振铎藏曲中善本、珍本部分合计 �0� 种。其中这些戏曲绝大部分为元明清时期的传奇与杂剧善

本，不少版本此前从未影印出版过，如清代《鹦鹉梦记》《御炉香》稿本、《三星圆》刻本、《御香

亭》清素堂本等。此次将这批珍贵版本汇集出版，既反映西谛藏曲的情况，又有助于学界对古代

戏曲的深入研究。②《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全 �00 册）。这是 �0�� 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收录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清代诗文集珍本 ��00 余种。其中有大量名家稿抄本、精刻本、批注本，每一种

文献都选取足本，以期为研究者提供完备可靠的资料。该书按作者生卒年依次排列，对个别无法

查到确切时间的，则参照《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清人别集总目》予以排序。该书彩色扫描、原

灰影印，最大程度保留书的原貌，对虫蛀朽蚀、残损比较严重的版本，都先经过古籍修复专家精

心修复后再进行扫描，以确保文献完整、品相精良。

方志地理方面：①《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全 ��0 册）。囊括天一阁所藏的 ��� 部、����

册历代方志，规模宏大。这套《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第一是馆藏收录全。

出版基于天一阁博物馆对现有馆藏方志的全面普查，收录囊括馆藏全部 ��� 种方志。方志所反映

的年代自宋元，至明清、至民国，前后跨度达 �00 余年。第二是涵盖地域全。从地域空间来看，

收录全国 �0 多个省、区、直辖市的方志，涵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第三是体例类型全。在《天一

阁藏历代方志汇刊》中，宋元方志的图经遗风，明代方志的广采文献，清代方志的训诂考辨，民

国方志的古今结合，均能体现。第四，明代方志凸显珍贵。天一阁方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保

存了大量明代方志。据记载，天一阁曾藏明代方志 ��� 种，比《明史 · 艺文志》还要多，而现存

��� 种，其中有 ��� 种是各地现存最早的志书；��� 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台湾公藏方

志联合目录》中均为仅见之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为文献研究和新方志的修撰提供重要的第

一手资料。同时，这些明代方志中，还有一批明抄本，如弘治《偃师县志》、正德《新乡县志》、

嘉靖《钧州志》等，都是在当时得不到刻本的情况下用蓝格棉纸抄录的，保存至今尤为珍贵。

②《雄安新区旧志集成》（�� 函 �� 册）。收录雄安新区旧方志 �� 种，起自明嘉靖十六年（����）

《雄乘》，终于民国十九年（���0）的《雄县新志》，是雄安新区旧方志的集大成之作。此书用传

统印刷工艺，宣纸印刷，线装函套装订，印制作工艺精湛，是传统工艺与现代印刷技术的完美结

合。③《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 · 圆明园卷续编》（全 �� 函）。本项目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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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图档中圆明园卷的第二部分，汇辑初编未收录的圆明园的九州清晏、长春园、万春园三部分景

区新建、修缮、改建、内檐装修、河道疏浚、山体切削、绿化植被、室内室外陈设等工程方面的

图档 �00 余件。既有景点规划设计图、踏勘草图、建筑平面图、建筑立面图，又有室内室外装修

图，这些图档多为道光、咸丰、同治朝所绘。

哲学宗教方面：《道藏集成：第一辑》（全 �0� 册）。该书与现有的各类道藏相比，充分尊重前

人编纂与出版之道藏，合理借鉴和吸收其长处。一是收集的道教文献规模空前。既有《正统道藏》

《万历续道藏》《道藏辑要》等已成定本的历史上的道藏文本，还有明清以来新产生和新发现的各

类道教文献。同时还对历代类书、丛书、志书、道教艺术与文学作品、文物资料等进行分类、整

理和编纂。二是全部采用原版影印的形式，以求存真。三是除对《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道

藏辑要》《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等保留原刊样式及分类法外，对其他文献按照现代学术要求

进行重新分类（如教义、仪轨、方法、史传等）和版式处理，使传统文献以更清晰的面貌呈现给

广大读者和道藏收藏者。

综合文献方面：①《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永乐大典〉》（全 � 册）。该书系德国柏林民

族学博物馆（Ethnologisches Museum）藏《永乐大典》，共计 � 册 � 卷，即卷 �0�—�0�、�0��、

��0�—��0� 及 �����—����0，内容分别为寒山诗、金诗故事、小儿证治、事韵、燕国等。②《中

国古籍珍本丛刊 ·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卷》（全 �0 册）。该书是“十二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系列之一，收录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珍本古籍

�� 种。其中：经部文献 �� 种，包括《新刊周易纂言集注》《象考疣言》等；史部文献 �0 种，包括

《新刊通鉴集要》《云南戎事志》等；子部文献 � 种，包括《大学演义补编述》等；集部文献 �� 种，

包括《金二木诗集》《淇竹山房集》等，许多是只藏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孤本文献，具有重要

的版本价值和史料价值。

此外，还整理出版《史记文献选辑》（全 �0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收录国家图书馆藏史

记文献《史记索隐》《史记题评》《史记考要》《史记考证》《史记拾遗》� 种，其中既包括稀见史

记版本，也有珍贵相关考证研究成果，对于史记及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抄本书写精

美，兼具书法审美价值。

二、民国文献整理

�0�� 年，民国文献开发力度继续加大，开发包括民国文献资料丛编、抗战及对日战犯审判文

献等。

民国文献资料丛编方面：①《浙江省政府公报：一九二七 — 一九四九》（全 �00 册）。《浙江

省政府公报》于 ����—���� 年间出版，前后合计约 ��00 期，达 �0 万页以上。其规模之巨，在

民国时期各类公报当中亦十分罕见。《浙江省政府公报》卷帙浩繁，各大图书馆均无完备收藏，比

较分散，且数量不多，严重影响学者对其的利用。有鉴于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浙江图书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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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为基础，加以多方补配，将全部公报分辑影印出版。�0�� 年已推出第一辑《浙江省政府公报：

一九一二 — 一九二七》，包括《浙江军政府公报》《浙江公报》，共计 ��� 册；此次将其余《浙江

省政府公报》一并推出，是为第二辑，共计 �00 册，为读者的完整利用和研究这一大型史料提供

极大便利。②《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续编》（全 �0 册）。该书是《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

的续编。民国时期，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与改良社会的需要，中国的统计体制逐步建立，官方、

民间都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统计工作，编印完成卷帙浩繁的各类经济统计资料，涉及经济发展与变

迁的方方面面，为民国史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书在正编的基础上继续整

理，共收录经济方面的统计资料 �00 余种，既包括各地的建设统计、农业统计、工商业统计、贸

易统计、财政金融统计、交通统计等，还包括国民政府主计处等部门编纂的统计期刊。这些资料

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调查、统计方法，反映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风貌，为当代学者研究

近代中国经济变迁提供重要资料。③《民国时期禁烟禁毒资料汇编》（全 �0 册）。该书收录民国时

期图书、期刊 �� 种，主要包括民国政府禁烟工作报告、颁布实施的禁烟禁毒法令、禁烟宣传资

料、禁烟期刊等内容，所涉地域广泛，从多个角度反映民国时期禁烟禁毒运动的开展情况，不仅

涉及立法、宣传以及具体的禁政举措，还涵盖禁种、禁运、禁售、禁吸鸦片等多个环节，为相关

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资料支撑，既裨益于禁烟禁毒研究，也体现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强烈关照。

抗战及对日战犯审判文献方面：①《建川博物馆藏侵华日军日记》（全 � 册）。该书收录建川博

物馆藏两名侵华日军新罗实藏、平井正男在中国期间所记述的日记，记录其在中国的作战情况、所

见所闻、战争感受、与家人的书信联系等情况，反映其所在部队的侵略活动，包括扫荡村庄、虐杀

中国人、设置慰安所等罪行，是日军侵华的铁证。该书是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建川博物馆馆藏二战时期侵华日军日记的整理、翻译与研究”的重要成果。②《侵华日军战犯

徐州审判档案汇编》（全 � 册）。该书收录二战后由徐州绥靖公署审判日本战犯的相关档案。包括以

下 � 部分内容：徐州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包括徐州绥靖公署成立、检举战犯通

告，军事法庭审判长、检察官履历，日本战犯侦查移送书，日军罪行证据，判决书正本（涉及战犯

计 �� 人）等；接收敌伪产档案，接收的既有日军上缴的军备器械，还有敌伪在徐州的产业，日本在

徐所建设施、所筹物资主要为酒精、肉食、糖、香烟、造纸、粮食、木材、金融机构、机场、矿场

等；日俘日侨韩侨遣送档案，包括徐州审判后，有关遣送、留用日俘、日侨和韩侨的各种文件、命

令等；徐州审判战犯剪报资料，主要内容是当时报刊上刊登的有关徐州审判的文章的剪报。

三、文献数字化

（一）善本古籍数字化

完成世界数字图书馆第 � 批选目工作，确定 �� 种，完成第 � 批 �0 种、第 � 批 �0 种、第 � 批

�� 种的英文校对；中日韩图书馆项目完成前 �00 条数据的选目工作。国际敦煌项目（IDP）全年

数字化敦煌卷子 ��� 件，数据库上传图像 �0��0 幅。撰写“华夏记忆”频道 FLASH 脚本。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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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古籍数字化二期项目，提归书 ���� 种 ����� 册；配合验收工作，联系下载并整理相应数据；

规划普通古籍数字化三期，提交拟扫描目录。完成馆藏民语古籍数字化方案编制工作，开展馆藏

各民族文字古籍精品数字化前期目录整理、统计工作，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规划要求再

次调整选目，与数字资源部商讨、修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字资源加工标准》。

（二）“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有关项目

�. 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整理和数字化项目

该项目于 �0�� 年立项，由典藏阅览部主要负责。�0�� 年，对国内外近代日本对华调查资料

收藏情况进行广泛调研。这些调研主要包括以下 � 个方面：①对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对华调查档案

资料的摸底与调研，对实体文献进行摸排，整理馆藏目录，撰写初期调研报告；②对国内其他收

藏单位相关资料收藏情况进行调研并撰写调研报告；③通过登录相关机构的官网，对日本主要收

藏机构有关文献收藏情况进行调研并撰写调研报告。撰写项目中期检查材料，派出调研组到南京、

辽宁、四川、重庆等地调研相关文献收藏情况，并撰写调研报告及工作汇报；确定数据著录规范

和格式。项目已通过中期审核。

�. 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

开展该项目报刊资料的查找和整理工作，查阅和整理《新闻报》《益世报》《申报》《市民日

报》等报刊，撰写相关调研报告。

�. 抗战文献专题目录数据库项目

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牵头，国家图书馆承担相关工作。项目首次以抗战文

献为主体，通过系统的核查与梳理，制定统一标准、全面整合，建设包括图书、期刊、报纸、档

案等文献体裁在内的专题目录，并建设目录和全文影像数据库，目标是建立起一个规模大、功能

全、开放性的学术资料库。�0�� 年，典藏阅览部开展该项目报纸、期刊部分的书目数据整理工

作，制作期刊篇名数据 ��00 条、报纸 �00 种，并提交相关调查报告；赴南京、四川、重庆、云

南、广西等地，调研当地档案馆、图书馆的抗战文献收藏情况。

（三）中国记忆项目收集录音带数字化

�0�� 年，依据馆内相关标准规范编制并完善《中国记忆项目收集录音带数字化加工规范操作

细则》，对专题资源建设过程中所收集的盒式录音带进行数字化，第一批共完成 ��� 盘录音带保存

级、服务级 � 种版本的数字化及相应对象数据、元数据的加工。

（四）数字出版项目

完成“中国历史文献总库”的平台整合建设；完成“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二期）、“民国时

期文献资源总库 · 图书”（三期）建设；初步完成“国家古籍资源数据库”建设；完善“中国历

史人物传记资源数据库”“中国传统文化图典资源库”；继续建设“抗日英烈名录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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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期刊编辑出版

（一）《中国图书馆学报》

�0�� 年，学报编辑部完成中文刊 �—� 期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审稿 �0�0 篇，发文 �0 篇；完

成英文年刊的组稿、翻译、审校、编辑和出版工作。通过国家图书馆国际交换组，发行至世界

�00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图书馆及相关地区的图书馆。

在栏目和选题策划方面，编辑部策划召开“《中国图书馆学报》选题策划会暨第三届青年学术

论坛”，并整理刊发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为纪念“《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六十周年”，每期刊发一

至两篇特约论文，梳理、回顾、展望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同时整理编辑《〈中

国图书馆学报〉创刊六十周年文选（����—�0��）》和《图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指南》。在选题

策划、学术期刊国际化、网站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网站建设方面，正在回溯 ���� 年以前

的旧刊，以及民国时期的相关资源，查缺补漏，完成后拟发布到网站上供读者查阅；启动“图书

情报学学术资源库”模块，海外部分资源已经整理完成并上传网站，定期更新补充，以摘要的形

式推介海外图情领域重要著作，供学界参考交流。

《中国图书馆学报》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馆学期刊。在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0�� 年版）》、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0��—�0�� 年）》、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0�� 年版）》及武汉大学《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

究报告（�0��—�0�� 年）》中均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期刊第一位，还被国际上许多著名的

检索期刊如《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图书馆文献》和《最新连续出版物题录》等收录。�0�� 年

成为首批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之一。�0�� 年 ��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

价中心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0�� 年）》中，《中国图书馆学报》入选全国人

文社科顶级期刊，并在所有人文

社会科学顶级期刊中排名第五。

�0�� 年 � 月，《中国图书馆学报》

在第四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

究报告（武大版）（�0��—�0��）》

中，被中国科教评价网、武汉大

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汉

大学图书馆评为“RCCSE 中国权

威学术期刊（A+）”。《中国图书

馆学报》被《中国学术期刊（光

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清

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

际评价研究中心评为“�0�� 中国

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中国图书馆学报》�0�� 年全 � 期



���

国家图书馆年鉴�0��

（二）《国家图书馆学刊》

《国家图书馆学刊》是由文化

部主管、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内

外公开发行的图书情报专业学术刊

物，主要面向国内外图书馆、大专

院校及科研单位的广大图书情报专

业工作者。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

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入

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

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

AMI’核心期刊”“复印报刊资料

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0�� 年，《国家图书馆学刊》全年来稿 ��00 多篇，刊发 �� 篇，另刊登“业界动态”�� 条。

主要栏目有“专题研究”“政策与法规研究”“管理与服务”“资源建设”“信息组织”“技术应用”

“文献保护”“图书馆史研究”等。为充分反映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事业发展重点，本年度围绕

“图书馆普通员工职业胜任力研究”“图书馆阅读研究与实践”“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新阅

读、新推广”“公共图书馆法”等组织专栏进行探讨和研究。

（三）《文献》

《文献》创刊于 ���� 年，是文化部主管、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国家一级学术性刊物。内容以披

露国家图书馆的丰富馆藏与其他公私家典藏的、国内外新发现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各种古、近代

文献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为主。着重发表古文献学及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

辑佚学等研究论文，重视海外汉

学研究进展。�0�� 年，《文献》共

出版 � 期，刊发各类稿件 �0� 篇。

《文献》利用“古文献学微刊”

“古代小说网”等多个较为成熟的

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献》各期目

录和内容摘要，成效显著，有更

多学者对已刊发文章给予高度关

注。另外，《文献》在本年度继续

加强栏目集中化的运作，力求每

期成规模地揭示同类文献，更好

地为学术界服务。因此，在 �0��

《国家图书馆学刊》�0�� 年全 � 期

《文献》�0�� 年全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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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 期开设 � 个栏目、第 � 期开设 � 个栏目，集中刊发“域外汉籍”“中外文化交流”“信札整

理”等研究文章，方便学者阅读利用。

五、年鉴编辑出版

（一）《中国图书馆年鉴》

《中国图书馆年鉴 �0��》全面反映 �0�� 年中国图书馆

事业发展状况。正文采用分类编辑法。设立纪事、专文、

图书馆事业、学术研究与活动、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

专业文献、统计资料、年度大事记、图书馆活动图辑、索

引 �0 个栏目。其中“纪事”栏目重点反映《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颁布、《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

发展规划》发布、《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

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中国文化中心数字图书馆上线、

高校图书馆助力“双一流”建设开展活动等年度内在全国

图书馆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专文”栏目重点登载图书

馆空间再造与创客空间建设、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热点等

年度热点问题。

�0�� 卷共收到原始稿件 ��0 万字，图片 ��� 幅；最终定稿 ��0 万字，图片 ��� 幅。

（二）《国家图书馆年鉴》

《国家图书馆年鉴 �0��》全面记录国家图书馆在 �0��

年的工作全貌，系统、准确地反映国家图书馆 �0�� 年各项

事业的发展情况，为读者了解和研究国家图书馆提供基础

数据和资料。全书共分为综述、特别记载、基础业务工作、

服务工作、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重点文化工程、文献整

理与开发、学术与科研、编辑与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

机构与人员、设施建设与安全保卫、党建与群团活动、统

计资料、重要文件选编、媒体报道、年度大事记、综合索

引 �� 个栏目。�0�� 卷全书共计 �� 万字，图片 ��� 幅，统

计表 �� 个。

《中国图书馆年鉴 �0��》

《国家图书馆年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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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文献编辑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0�� 年度出书 ��� 种，比去年同期增长 ��.�%。其中：新版书 ��� 种，比

去年同期增长 �.�%；重印书 ��0 种，比去年同期增长 ��.��%。全年销售额收入稳步增长，发货

码洋 ����� 万元（不含《中华再造善本》），比去年同期增长 �%。

（一）重点图书的出版

�0�� 年，《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 �0 部图书出版（参见“特别记载”之“《中华传统

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图书出版”）；《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出版启动（参见“重点文化工程及项目”

之“《鲁迅手稿全集》编撰项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出版《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

目录》《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等 �� 种目录；策划申报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出

版项目中，《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正式启动，《孔府档案》开始编纂，《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出版

《宋本说文解字》等 �� 种 ��� 册，重印《宋本论语集注》等 � 种 �� 册，走进北京大学、天津师范

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策划、申报并承担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

划项目 �� 种，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第二辑》《东亚同文书

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等 �� 种 ��0 册；《中华再造善本续编 · 总目提要》正式出版；“中国

珍贵典籍史话丛书”出版《〈广舆图〉史话》等 � 种。出版“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 种（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卷、保定市图书馆卷）、《著名图书馆藏稀见书志

书目丛刊》� 种（国家图书馆卷、南京图书馆卷）；出版“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京剧百部经典外译丛书》�� 种（第三辑、第四辑）；出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图书馆情报学

概论》《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出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

本书目》《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历代赋学文献辑刊》；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图书馆史》（参见“特别记载”之“《中国图书馆史》发布座谈会”）《知识学研究》。

（二）申报项目和参评奖项

�. 申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

获得批准 � 项：《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料丛编（���0—����）》《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清代进士传录》《日本藏中文古籍总目》。

�. 申报其他重点项目

申报 �0��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获得批准 � 项：《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第一、二辑）》《图书馆情报学概论》。

�0��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 � 个项目获得资助：《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永乐大

典〉》《古本戏曲丛刊七集》《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 · 圆明园卷续编》《清代家集丛刊续编》。

《中国京剧百部经典外译系列（第五辑、第六辑典藏版）》申报入选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

程（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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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学研究》《纳博科夫文艺理论与当代西方文论》获 �0��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

版安排。

数字出版项目获奖资助 � 项：“地方历史文献数字出版资源整合与平台建设”入选 �0�� 年度

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项目并获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珍贵古籍的全面整理与开发”申

报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目并获资金支持。

�. 优秀图书评奖

《文献为证：钓鱼岛图籍录》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国家图书馆藏样式

雷图档 · 圆明园卷初编》荣获 �0�� 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古本戏曲丛刊六集》

《续藏书纪事诗》获二等奖；《国图绘本花园 · 你看见我的蛋了吗》入选科技部 �0�� 年全国优

秀科普作品；《国图日历 ·�0��· 修身养德》获第三届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博览会“优秀

文化产品传承奖”。

《古本戏曲丛刊六集》《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

圆明园卷初编》

《续藏书纪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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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中国记忆项目出版《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0�� 年 � 月，作为“中国记忆口述史”丛书的新成员，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一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

版。该书为著名文史学家冯其庸先生口述，由国家图书馆中

国记忆项目中心访问整理，经冯先生 � 次修改最终定稿，并

附大量图片。该书文笔生动，深入浅出，图文并茂，是一部

韵味悠长的口述自传，更是一幅真实再现中国近百年社会变

迁的历史长卷。本书以口述自传的形式，简明而生动地叙述

冯其庸先生 �0 多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他所开辟的学术道

路。冯先生不仅是主持校订《红楼梦》而为一代红学大家，

而且还创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提出“大国学”新概念，

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穿越米兰、罗布泊、楼兰、龙

城、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

最后路段。他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做

定论。这一颇有心得的学术路径在其口述自传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该书获得 �0�� 年 � 月中国图书

评论学会“中国好书”、�0�� 年度中国出版集团“中版好书”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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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年 � 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

救性记录十讲》正式出版。�0��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培训班，该书以此次培

训班 �0 位授课专家的讲稿为基础编辑而成。这些讲稿从传

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中的学术要求、操作规程、文献收集、

文稿编辑、成果整理和编目等各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内容

涵盖非遗学、影像人类学、口述史学、文献学、电影学等多

个学科，既有理论上的指导，又有实际的操作方法，具有较

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资料采集和口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抢救性记录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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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史工作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孔府档案编纂研讨会在曲阜召开】

� 月 ��—�� 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曲阜市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孔府档案编纂研讨会”在

曲阜开幕，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山东省档案局副局长苏东亮，

曲阜市领导刘晓林、杨晓东及文物部门有关领导以及来自全国文献档案和编辑出版领域的专家 �0

余人参会。与会专家、领导到孔府文物档案馆实地查看曲阜市所藏的孔府档案。围绕孔府档案的

整理挖掘、编目著录、档案数字化及研究开发展开讨论，旨在集思广益，绘好蓝图，共同推进孔

府档案编纂工作，全面提升孔府档案整体保护利用水平。

孔府档案现存 �000 余卷，近 �0 万件，数量浩瀚、内容丰富、文体繁多、年代持续、体系完

整，堪称中国文献档案的典范。孔府档案按时间顺序分为明代档案、清代档案和民国档案，来源

确切、内容真实，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族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全面记述衍圣公

府这一世袭贵族兴亡的历史概况，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0��

年，孔府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其价值在世界范围得到认可。在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地”在曲阜挂牌，

孔府文献保护利用有了战略框架，

包括孔府档案在内的孔府文献全

面纳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更是将战略推

向行动的一次有益实践，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和曲阜市文物局将在

孔府文献的出版利用方面展开紧

密合作，计划利用 � 年多时间，

科学、合理、高效地影印出版全

套孔府档案。

【《古本戏曲丛刊七集》编纂启动】

� 月 ��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联合召开

《古本戏曲丛刊七集》编纂座谈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方自金、副社长殷梦霞，社科院文学所

所长刘跃进，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典藏部暨古籍部主任俞冰，祝晓风、

吴书荫、郭英德、郑志良、李玫、李芳、戴云等专家学者出席。方自金首先介绍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的出版情况。刘跃进提出这套丛书至九集为止，希望在 �0�� 年完成项目。吴书荫指出郑振铎先

生生前本是有庞大的出版计划，在做完《古本戏曲丛刊》这个项目外，还有清代杂剧、戏曲选本

的出版计划。郭英德指出古籍整理工作是没有穷尽的，六集留下来的遗憾，七集要尽量补齐。李

玫、戴云、刘祯、郑志良、俞冰也发表自己的看法。殷梦霞最后总结此次会议形成的意见。

孔府档案编纂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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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数字出版博览会“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享分论坛”举行】

� 月 �� 日上午，第七届数字出版博览会“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享分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

心第二会议厅举行。此次分论坛以“挑战与创新：互联网时代下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为主题，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出席分论坛

并致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社长谢炜主持此次分论坛。分论坛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数字出

版部副主任李强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历史文献数字化的探索与实践”的主题演讲，以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已上线的“中华再造

善本数据库”“民国图书数据库”

“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资源库”为背

景，介绍数据库资源建设的相关

情况，并总结建设过程中的经验

教训。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Balis 中心主任刘春鸿，国家图书

馆中文数字资源采访组组长冷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数字出版分

社数字编辑刘姝等依次做相关主

题的演讲。

【地方文献整理与出版研讨会在四川召开】

� 月 � 日，乐山师范学院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地方文献整理与出版研讨会”在

四川省乐山市召开。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金陵图书

馆、嘉兴市图书馆、肇庆市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

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等高校图书馆，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安阳师

范学院、衢州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近 �0 人参加会议。乐山师范学院副院长杜学元、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殷梦霞代表主办方致辞，并希望与会专家就《嘉州文献丛书》的编纂制

作问题建言献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社长葛艳聪主持会议。会议围绕“地方文献整理开发与出

版”主题展开，与会专家进行深入讨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建设与全民阅读推广研讨会在甘肃张掖召开】

� 月 �0 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张掖市图书馆、甘州区图书馆共同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资源建设与全民阅读推广研讨会”在甘肃省张掖市召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

田，全国重点图书馆、博物馆、阅读推广领域的专家学者、当地文化名人及学者共 �0 余人参加会

议。张掖市甘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洪清主持会议。林世田，甘州区委副书记、区长王韶华

分别致辞。林世田和殷梦霞向张掖市图书馆捐赠图书，包括《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在内，总价 �0

余万元。开幕式结束后，宁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胡玉冰教授做题为“经典阅读与传承”的主旨报

第七届数字出版博览会“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享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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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会议围绕“地方文献资源抢救保护与整理出版”“全民阅读与少儿绘本推广”两个主题进行研

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社长葛艳聪主持会议。

【《畿辅通志》《雄安新区旧志集成》《保定旧志集成》3套志书发布】

� 月 �� 日上午，《畿辅通志》

《雄安新区旧志集成》《保定旧志

集成》出版发布会暨地方文献整

理研讨会在河北省保定市举行。

会议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保定

市地方志办公室、保定市新莲池

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

室、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

省社会科学院、天津图书馆、河

北省图书馆、河北大学等单位的

�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保定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地方志指导委员会主任马誉峰出席会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辑总监廖生

训、保定市新莲池书院院长郑新芳做主旨报告。

� 套志书共包含 �� 部地方志。其中，《畿辅通志》记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雄安

新区旧志集成》记录雄安新区的历史文脉；《保定旧志集成》囊括《保定府志》和各县《县志》，

是保定历史的缩影。� 套志书的出版，标志着保定市旧志整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将为整个河

北省的相关工作起到引领作用。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获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100强”】

� 月 �� 日，在第 ��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0��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发布会”

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荣膺“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 �00 强”称号，排名从去年的第 �� 位

上升至第 �� 位，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品种数高达 ��� 种。

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外国语大学 · 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 · 国际新闻与传

播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从 �0�� 年开始已连续发布 � 届。报告

坚持以海外图书馆系统收藏中文图书的书目数据为基础，追踪以汉语言为载体，包含中国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的中文出版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传播范围。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坚持专业出版方向，整理影印中文古籍等各种稀见历史文献，编辑出版图书馆

学和信息管理科学著译作以及出版各种书目索引等中文工具书，编辑出版各种文史著作和传统文

化普及读物。此次获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 �00 强”，说明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产品也获得认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图书馆出

《畿辅通志》《雄安新区旧志集成》《保定旧志集成》� 套志

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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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事业的重要参与者。

【《民国时期话剧杂志汇编》首发式在上海举行】

�� 月 � 日，《民国时期话剧杂

志汇编》首发式在上海举行。来自

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戏剧学院、

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澳门大学、台湾艺术大学，以

及日本、加拿大等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海内外学者 �00 余人参加会议。

《民国时期话剧杂志汇编》由中国

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本相先生担纲

主编，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图书馆共同编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为纪念中国话剧诞生

��0 周年推出的大型话剧文献汇编。收录民国时期（兼清末）具有重要价值的话剧杂志 ��� 种，影

印出版。该书的出版，为百年话剧相关课题研究提供资料支撑，是话剧诞生 ��0 周年的重要礼物，

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出版】

�� 月 �� 日，《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出版座谈会在南京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大学、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的 �0 多位专家学者参会。该续编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

平教授编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是 �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全书

�0� 册，遴选 ��� 种较为重要的清代家集，进一步丰富清代家族文学和家族文化研究的数据，供

学者研究使用。全书以中国现行行政区划编排，各省市之下，大致按成书时间排序。为便于读者

了解和检索，专门编制 � 册索引，与徐雁平教授撰写的提要合为 � 册。

家集是家族性文学总集，有时也收录少量集部以外的著述，在目录著录中通常收入集部的总

集类，或者收入单列的丛书类。主编徐雁平教授长期关注清代文学与文化及清代文献学，并于

�0�� 年与张剑研究员合作主编出版《清代家集丛刊》�0� 册。

《民国时期话剧杂志汇编》首发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