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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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中的图书馆员专业化发展道路——以德国、瑞士图书馆行业调研为例 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 唐玉屏     

人力资源视角的高校图书馆外聘高层知识人员模式探析 湖南湘潭大学图书馆 姜勇峰 肖可以 王君 

高校图书馆治理与服务产品化创新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 王朗     

馆员隐性知识转移与共享项目实施方案——基于佛山市图书馆项目化管理 佛山市图书馆 张妍妍     

美国图书馆员专业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图书馆 陈剑光 毛一国   

图书馆业务外包发展趋势探讨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刘锦秀     

图书馆主体视角下推进馆员专业化发展之思考 集美大学图书馆 赖辉荣     

美国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对经费的管理研究——以纽约州图书馆理事会为例 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刘璇     

从理事会议看西方公共图书馆理事会的运作——以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公共图书馆

为例 

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秘书处 
杨岭雪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实证研究 南京图书馆 周建华     

图书馆理事会治理下的公共图书馆职业认证制度研究——以美国俄亥俄州为个案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

书馆学系 
刘小瑛 江向东   

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微博比较分析 南开大学图书馆 龚雪竹     

基于空间句法的图书馆内部空间营造模式探究 遂昌县图书馆 吴卫红 朱嘉伊   

网络社会中城市图书馆服务空间的再生产 南京图书馆 祁刚 何毅群   

辽宁地区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以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为 大连工业大学图书馆 王洪波     

论高校采访馆员的传统角色定位与转型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胡胜男 刘仁和   

信息时代资源变化与采访馆员变革 湖北工程学院图书馆 胡蓉     

音视频资源发展与国家图书馆音视频资源采访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 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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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题    目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基于案例的读者服务灰色地带研究 浙江大学图书馆 丁楠 余敏杰   

系统综述在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以 Google 学术搜索引擎引文分析功能为例 同济大学图书馆 张轶群     

解析学术图书馆的科学数据监护职能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崔雁     

基于大数据理念创新图书馆服务策略研究 天津图书馆 刘丽艳     

口述历史：地方文献亟待开展的领域 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 李肖华     

立足地方历史文化开展地方文献真人图书阅读之探索 辽宁省图书馆 王爽     

以区域文化为导向，加强地方文献的富集化建设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地方文献组 
阿不来

提·托合提 
    

在开发区域红色文化背景下，做好“新四军在盐城”特色馆藏建设 中共盐城市委党校图书馆 何飞     

创建利于少年儿童形成健全人格的优质图书文化——深化少年儿童图书馆社会功

能的研究 
天津市和平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王露明     

公共图书馆儿童读者认识新论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薛天     

图书馆儿童服务需要专业化的图书馆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张丽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员（2008--2012）学术研究分析——以贵州省新建本科院

校图书馆为例 
凯里学院图书馆 陈小玲     

基于知识单元的专业课程导读书目构建与服务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李伟     

张家港市少儿阅读现状及“亲子阅读”推广研究 江苏省张家港市图书馆 李建华     

传统与数字相结合的全方位阅读推广模式研究——以国家图书馆为例 国家图书馆信息技术部 刘术华 薛尧予   

从“每本书有其读者”谈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宋雪     

从培养“读者”到培养“师者”：师范院校图书馆如何搭建大学生读者阅读的阶梯 鞍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高小序 路红   

高校图书馆毕业季主题活动实践调研与问题思考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洪跃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研究——以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陈亚珊 杨颖 王一真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促进书香校园建设研究——以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

工作为例 
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周婷 周同 蔡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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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题    目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调查与分析 苏州市职业大学图书馆 罗金增     

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路径设计 唐山市图书馆 时金平     

老年群体阅读推广模式创新探索——以朝阳市图书馆文化养老实践为例 朝阳市图书馆 王跃中     

社区文化发展与高校图书馆社会责任的相互提升——对以阅读推广为手段的高校

图书馆社区服务的理性思考 
扬州大学图书馆 杨祖逵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读者协会与读者活动——以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的实

证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 陈茂华 陈洪滨   

我国“985工程”大学图书馆导读工作现状调查与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黄冬霞     

小题大做与大题细做——谈县级馆阅读推广活动的亮点推进法 浙江省永康市图书馆 徐关元     

虚实融合三级联动创新阅读推广活动新模式——以武汉市 24小时自助图书馆阅读

推广活动为例 
武汉图书馆 伍萍 蒋燕   

阅读·理念·推广——从阅读的特性角度谈图书馆的数字阅读推广 湖南图书馆 芦婷婷     

载籍聚珍，含英咀华：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读推广之路 南京图书馆 陈立     

在全民阅读活动背景下国内图书馆的选择 哈尔滨市图书馆 冉秀萍 熊丽华   

中国民间读书会的运作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范如霞     

0-3岁婴幼儿阅读特点及阅读推广方式初探 苏州科技学院图书馆 胡杰     

引领儿童走进原版英文图书世界——重庆明德少儿英文图书馆的实践与探索 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张蓉     

有“情”添乐趣，入“景”促成长——少儿图书馆“情景化阅读服务”探索 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任东升 刘紫丹   

阅读从兴趣开始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刘芹     

“协会+基地”阅读推广服务模式初探——以宁阳县图书馆为例 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图书馆 王文霞     

对民国时期读书运动的思考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 仝愔     

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评价体系的构建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李臻     

心理噪音对阅读的影响及其降噪策略 九江学院图书馆 张瑞英 杨缨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网络信息保存项目 OASIS 研究与启示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 马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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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题    目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4C营销理论下的图书馆微博服务——以重庆图书馆为例 重庆图书馆 任竞 王祝康   

独立学院图书馆数字资源营销实践与理念初探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图书馆 周丽     

美国图书馆电子借阅服务的现状、障碍及对策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

书馆学系 
王海霞 傅文奇   

市民移动阅读行为预测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重庆图书馆 易红 王立菲   

移动互联网时代图书馆微博与微信的信息服务模式比较研究 金陵图书馆 陈凤娟     

学习型馆员+馆员书评——图书馆阅读推广自我力量的重新审视 南京图书馆 蔡静宜 张定南   

公共图书馆辅助馆员的绩效管理方案研究——以苏州图书馆为例 苏州图书馆 孔玲燕     

期望理论在图书馆青年馆员管理中的应用思考 江西省图书馆少儿部 王丽     

浅析图书馆“三区”选派馆员的任务与使命——以玉溪市图书馆为例 云南省玉溪市图书馆 罗启元     

青年馆员工作状态调查与对策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景晶     

试论 80 后图书馆员工作现状及改善措施——以慈溪市图书馆 80 后馆员为例 浙江省慈溪市图书馆 李霞霞     

转变认识·搭建平台·创新机制·营造氛围——论当代青年图书馆员学术研究的突

围路径 
湖南图书馆 邓文池     

盲人阅读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 贵州省图书馆采编部 万雪蕾     

浅议公共图书馆对残疾人读者的服务——以苏州图书馆为例 苏州图书馆 宋萌     

逐步实现无障碍全纳服务模式的构建——免费开放下图书馆残疾人服务对策研究 重庆图书馆 王兆辉     

“十二五”时期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新发现、新成就、新问题、

新方法 
辽宁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王雪超     

“全毁书目”所载明末王若之存世作品述考 陕西省图书馆 姜妮     

试论图书馆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中的作用与功能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陈亚召 赵亚兰 周小莲 

基于 CALIS 示范馆建设的编目外包质量监控体系构建 湖南大学图书馆 周贵族     

南京图书馆的馆员距“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目标有多远 南京图书馆 王兵 李浩   

数字时代文献编目工作的变革与创新 首都图书馆采编中心 张娟 陈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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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题    目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探析多卷书著录混乱的现状及其改进建议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 孙珀 张平   

地方高校学科服务实践进展与深化-以江西省高校为例 上饶师范学院图书馆 吴慧华     

公共图书馆建筑用电节能的技术措施 宁夏图书馆 菊秋芳     

公共图书馆开展老年读者服务实践的建议及对策 南京图书馆 阮晓岚 毛晓明   

古籍修复档案的设立与研究——以《论语集注》的修复为例 金陵图书馆 潘健       

关爱空巢老人提供特色服务——公共图书馆为空巢老人提供精神文化养老服务的

探讨 
辽宁省丹东市图书馆 周思繁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文图总分馆制”的创新与实践——以重庆市大渡

口区的图书馆总分馆创建工作为例 
重庆图书馆 周铭蓉     

国内图书馆志愿者研究进展 山东省图书馆学刊编辑部 白兴勇     

国内智慧图书馆研究述评与思考 福建省图书馆 刘煦赞     

基于 CFA的图书馆馆员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研究 金陵科技学院 孔超     

基于纵向分析的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和公共图书馆机构合作研究 湖南图书馆 李佰承     

近年文化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立项分析 河南省图书馆 杨向明     

类 pinterest 模式图片数据库建设研究——以高校专家学者图片数据库为例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都平平     

联合虚拟参考咨询中隐性知识转移的博弈分析 盐城工学院图书馆 王丽华     

略论民国时期之图书馆经费 浙江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 王晓军     

美国西雅图中央图书馆建筑设计与实用功能研究 沈阳建筑大学图书馆 王丽娜 潘鑫晨   

免费环境下地区性联合编目思考 重庆图书馆 钟静     

浅谈民国时期儿童读物 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 周心婕     

谈国家图书馆标识导引系统 国家图书馆 侯宁     

天祝藏族自治县公共信息服务调查研究报告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李万梅     

图书馆文化服务摭谈 西安航空学院 张兴     

图书馆文献储备库：国外建设模式及比较分析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 翟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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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题    目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文献国际交换的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甘大明 王一杰   

我国 RDA研究进展——基于 CNKI（2006-2013）的文献计量分析 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 艾雰     

下一代图书馆搜索引擎——基于智能语义的第三代搜索引擎初探 国家图书馆 杨帆 李晓鸣 萧琛 

现代辨伪学的奠基者梁启超 郑州图书馆 李正辉     

影响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推进因素研究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丁学淑 丁振伟 马如宇 

整本图书脱酸干燥工艺的研究 南京博物院 张金萍 郑冬青 李超 

政府购买服务政策下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广东省佛山市图书馆 陈仰珊     

知网、万方、维普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比较分析研究 九江学院图书馆 李志明     

中国“古籍保护”研究：理论进路与实践指向 南京图书馆 武心群     

中美高校图书馆移动 APP服务比较研究 中山大学图书馆 郭婵 梁益铭   

 

（二等奖、三等奖论文名单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