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等奖论文：
论  文  题  目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图书馆QQ群服务模式探析 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图书馆学刊》编辑部 白兴勇

众包——图书馆的新动力 湖南省怀化市图书馆 闭小梅 邓长群

郑州大学读书达人秀活动的阅读推广实践 郑州大学图书馆 曹炳霞

做好公共图书馆新闻策划的几点思考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 曹海英 朱彦荣

公共图书馆志愿者管理的激励机制研究 金陵图书馆 曹远芳 孙雨

“大学文化超市”——高校图书馆文化服务新模式 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 陈灏 李晓赤 柳建华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营销手段探析 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陈鹂

美国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服务的现状、分析与思考 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 陈魏玮

基于48份导读书目的青少年阅读推广思考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陈欣

为亲子阅读点一盏明灯 河北省沧州市图书馆 陈颖 燕春莹 陈静

基于调研的工程硕士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探讨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邓要武

微博在图书馆营销中的应用初探 沧州市图书馆 董艳丽

云阅读环境下图书馆阅读推广探讨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杜瑾 杨志萍

科学知识在公共图书馆中的分享与传播——公共图书馆现代科普的使命与职责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付爽

农村母亲信息阅读素养及其对图书馆需求情况的调查报告——以辽宁省海城市牌楼镇北铁
村为例

鞍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高小序 路红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文献研究成就述评 兰州大学图书馆 关楠楠

导读是图书馆员的重要使命——以导读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例 苏州戏曲博物馆 郭腊梅

图书馆对阅读障碍者的阅读协助——基于IFLA会议及报告的调研 南通大学图书馆 黄丹俞

“日本侵华时期图书损失”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 江南大学图书馆 黄红

让读者为你的服务着迷——关于《基于“效率”与“公平”共生的图书馆服务能力提升战
略取向》一文与徐享王商榷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黄华

论“过期罚款”与“过期免责” 南通市图书馆 季玲

我国法学院图书馆现状调查报告——以图书馆网站为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法学分馆 蒋隽

中文网络信息资源长期保存策略研究 辽宁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金涛 戴建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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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图书馆学员信息素质教育新模式探析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图书馆 李丹浓

新疆开展“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的思考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 李华伟 陈明

中国公共图书馆学前儿童阅读推广及其多元合作策略研究 辽宁省图书馆 李佳

阅读推广：全民阅读时代图书馆新的服务着力点 湖南图书馆 李婷

浅谈公共图书馆中央空调系统节电与舒适度的关系 西安图书馆 李源 王东文 安锦峰

公共图书馆公益性价值实现的障碍与策略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梁光德 许军林 余敏

古籍线装书书眼最优定位法——一种文献修复技术微创新 湖南文理学院图书馆 廖爱姣 汪文勇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员专业阅读与专业能力的关联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 刘春丽 徐跃权

基于Human Library的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模式创新 辽宁省图书馆 刘芳

数字故事：图书馆保存分享的社区记忆 青岛市图书馆 刘佳 黄文冰

论学科导航与共享空间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刘锦山

基于“工具理性”思维的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策略研究 天津图书馆数字资源部 刘丽艳

公共图书馆现代科普的职责与使命 黑龙江省图书馆 刘伟华

高校图书馆阅读营销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刘秀华 文小明

美国州图书馆法经费保障之借鉴——以伊利诺伊州为例 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刘璇 冯佳

地方文献视域下的公共图书馆核心服务能力 甘肃省图书馆 刘瑛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法制保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 重庆图书馆 龙滔

关于发展馆员专业阅读的探讨 上海浦东图书馆 卢娅

高校图书馆信息智库的构建研究——以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为例 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 吕长红 陈伟炯 梁伟波

社会多元合作下的少年儿童阅读推广 安徽省委党校图书馆 毛丹 李祝启

国外信息查寻行为研究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浙江大学图书馆 毛一国 陈剑光

对公共图书馆开展婴幼儿早期阅读推广服务的创新思考 青岛市图书馆 彭云 汉琴

营造书香校园：寻找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最佳切入点——兼谈阅读的多样性与读者用户
服务的创新转型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祁兴兰

关于大众阅览图书区建设的思考--以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阅览区为例 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 乔磊 王蕊 赵文革

阅读阅经典 助力中国梦——以南京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实践为例 南京图书馆 秦志华

大阅读视阈下阅读方式的生态分析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任福兵



基于读者阅读行为研究高职图书馆服务策略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邵莉娟 陈夏

建筑类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中招投标组织方式的创新与实践——以北京建筑大学图书馆“
开卷”读书活动为例

北京建筑大学图书馆 沈茜

提升中小学图书馆员职业素养策略浅析 福建省南安市侨光中学 苏燕斌

“一号多刊”的出版现象对图书馆采访工作的影响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 孙保珍 刘峥 曾勇新

公共图书馆开展游戏服务的可行性与对策分析 广州图书馆 谭绣文

基于语义的个性化关联检索模型构建研究——以“楚辞研究数据库”的实现为例 南通大学图书馆、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 涂中群 端木艺

色彩心理视角下的少儿阅览室环境设计——以金陵图书馆为例 金陵图书馆 王蓓

图书馆孤儿作品数字化的著作权解决方案——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背景 大连海洋大学图书馆 王本欣 曲红

多元合作 引领阅读——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服务的思考 南京图书馆 王菁菁

图书馆寻路地图的相关理论及设计研究 嘉定区图书馆信息部 王庆稳

少儿阅读推广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韦璐娉

中小型图书馆专题数据库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汶川地震专题数据库”为例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图书馆 魏太亮 施静

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古籍整理与保护研究进展计量分析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 魏晓峰

全民阅读：目的、路径与图书馆责任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图书馆 吴才唤

基于问题解决的体验式教学设计研究——以信息素质课程为例 江西上饶师范学院图书馆 吴慧华

找差距，调措施，进一步深抓社区儿童阅读水平的提高 贵州省图书馆 吴捷

英国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中志愿者的使用与个人思考 湘潭大学知识资源管理系 吴绍龙

少年儿童图书馆对未成年人志愿者的岗位设置和培育模式研究 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吴小蕊

从信息用户到信息人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肖勇 张沅哲 朱远姣

基于SoLoMo的阅读服务实证研究 江苏理工学院图书馆 熊太纯

在农村未成年人中开展科普阅读推广活动的实践与启示——以朝阳县图书馆为例 辽宁省朝阳县图书馆 徐辉

从“手机挑战课堂”谈大学教育中的阅读问题 九江学院图书馆 徐军英 张康华

东亚雕版印刷在世界史上的价值 南京图书馆 徐忆农

论图书馆的口述历史工作 湖南图书馆 徐志 夏雨雨

基于地方文献特色资源的图书馆核心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湖南图书馆 许志云

多维度文献检索课程专题案例的建构及其教学推演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严素梅 唐永林



高校图书馆员职业阅读调查与思考 郑州大学图书馆 杨俊丽

基于阅读多样性的图书馆服务策略体系研究 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杨倩 周鑫

传统阅读的挑战：真人图书馆推广新探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杨彦嫦

遵循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开展贫困地区农村阅读推广 贵阳学院图书馆 杨允仙

籍名家影响推广期刊阅读的实践研究 复旦大学医科图书馆 叶琦 周月琴

浅谈多元合作与少年儿童阅读推广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曾丽春

网络书评的大众化现象分析 厦门市图书馆 曾舒怡

基于无锡市图书馆“太湖读书月”活动情况的调查分析 无锡市图书馆 曾媛

电子图书与电子借阅权——数字和网络时代“首次销售原则”的困惑与出路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翟建雄 邓茜

提升服务境界 推动全民阅读——基于重庆主城九区阅读现状实证调查 重庆图书馆 张冰梅 王兆辉

新时期高校图书馆服务发展特点与趋势分析 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张发亮

英文图书核心出版社分析方法研究 上海图书馆 张建亮

合作式信息素质教育活动系统及其教学活动设计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 张莉

从YALSA的“青少年阅读周”看青少年阅读推广的多元合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张丽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问题及策略——与公共图书馆网站的内容对比分析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张淼

读者桌面虚拟化助力全媒体时代的数字阅读 宁夏图书馆 张任跃

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微博应用及发展策略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 张新宇

新形势下国家图书馆接受缴送情况的深度分析与解决思路 国家图书馆国有资产管理处 张鑫 杨静 杨金奇

我国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回顾与反思 桂林理工大学图书馆 张兴旺 张雄 秦晓珠

“微时代”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微模式”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张英敏 董绘丽 刘颖

甘肃民族地区公共信息服务的瓶颈及发展路向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赵国忠

高校图书馆应全面对社会开放促进全民阅读 大连工业大学图书馆 赵莉

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与大众阅读 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 周立黎

残疾人阅读服务的实践与启迪——基于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的典型案例分析 金陵图书馆 周樱格

基于古籍保护调研的比较研究 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 周园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华经典导读”系列讲座的设计、实施及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朱立红

开放存取驱动下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转型与发展 浙江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 朱玉奴



新城市公共图书馆建筑空间多元化研究 宁夏大学图书馆 庄青 刘志军

基于元数据仓储的图书馆数据整合实践——以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项目为例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 李鹏云

（获二等奖、三等奖论文名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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