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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组获奖名单 

（一）一等奖 10名 

（二）二等奖 20名 
作品标题 作者 工作单位 报送单位 

小朋友学老手艺——

2013年六一少儿馆活

动 卢芳玉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阳光与文字 任汾忠 仪丰古籍修复工作室   

造纸文化 1 劳韧 北京华宝斋书院 华宝斋 

造纸文化 2 劳韧 北京华宝斋书院 华宝斋 

古籍修复显身手 纪鸣 首都图书馆 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 

读古籍写医书——我的退休

生活 李士骧 退休（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藏经,印经,沾墨,晾

经，熏陶 周虹 中央党校图书馆   

我与古籍之读者活动

-记者会 匿名 首都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古籍宣传推广活动-

北京站 匿名 首都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练习 杨红友 重庆图书馆   

老师也来当学生 张珊珊 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中山大学图书馆 

体验 匿名 河北省图书馆 河北省图书馆 

一缕阳光，映射辉煌 

刘卫民  李

永全 保定市图书馆 保定市图书馆 

责任在肩 李惠生 退休干部   

作品标题 作者 工作单位 报送单位 
古老修复技艺的年轻传人 石梅 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 

古·孕 张超 甘肃省图书馆   

见微知著 刘卫民 王丽丽 保定市图书馆 保定市图书馆 

传承组照 周建勇 河北省图书馆 河北省图书馆 

古籍保护，组照 杨文龙 山西省祁县图书馆 山西省祁县图书馆 

古籍保护，组照 杨文龙 山西省祁县图书馆 山西省祁县图书馆 

传拓 冯永宁 山西省隰县图书馆   

教化 王 华 阳泉市图书馆 阳泉市图书馆 

书库掠影 林桦 上海图书馆   

为了古籍的重生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古籍保护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 



2 

 

拯救文化遗产 李秀狮 湖南师大图书馆   

传承 王 华 阳泉市图书馆 阳泉市图书馆 

大义壮歌（组图） 

王海英 雷登

攀 王华 阳泉市图书馆 阳泉市图书馆 

专注 孙同超 陕西省岐山县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岐山县读书馆 

素手与书叶 古籍部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静默者的双手 蔡鑫 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   

 

（三）三等奖 30名 
作品名 作者 工作地点 报送单位 

缩微阅读保护古籍 索奎桓 国家图书馆   

古籍保护 

崔月强 林毅 

周园 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   

古籍数字化工作一瞥 王萌 首都图书馆 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 

学写甲骨文 潘汶 国家图书馆   

专心致志读古籍 盛芳芳 国家图书馆   

瞧瞧我们的样书 张珊珊 

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

复中心 中山大学图书馆 

课堂 林明 

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

复中心 中山大学图书馆 

古籍的魅力 黄慧雯 江门市新会区景堂图书馆 江门市新会区景堂图书馆 

小时光 覃铭添 广西艺术学院图书馆 广西艺术学院图书馆 

《传承》组照 周建勇 河北省图书馆   

责任在肩 李惠生 退休干部   

封面中的惊喜 丁峰 南京图书馆   

江西省古籍修复工作

纪实 戴翔 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古今一瞬 艾少光 江西省金溪县国家税务局   

我找到了“旧学山房”

刻书 艾少光 江西省金溪县国家税务局   

甲骨文之魅力 马全运 大连市科协科干院   

温古求新 马全运 大连市科协科干院   

修复师 

山西省图书

馆 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拓碑观摩体验 程小利 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曝书 张志鹏 陕西省图书馆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碑帖修复特写 唐维铭 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素手与书叶 古籍部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熏陶 周虹 中央党校图书馆   

石屏图书馆古籍普查

故事——修复 

石屏县图书

馆 石屏县图书馆 云南省石屏县图书馆 

石屏图书馆古籍普查 石屏县图书 石屏县图书馆 云南省石屏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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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探讨 馆 

古籍修复在云南 杨敏仙 云南省图书馆   

阅读古籍 盛芳芳 国家图书馆 

 书巢 艾少光 江西省金溪县国家税务局   

专注 杨红友 重庆图书馆   

《耄耋老人的百年守

望》 李晶莹  首都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四）优秀奖 50名 
作品标题 作者 工作单位 报送单位 

古籍保护宣传推广-

展览培训班 匿名     

传拓古碑不知累 姚佳成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国家图书馆 

凝神静气 袁玉红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国家图书馆 

拓 潘汶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公众参观国家图书馆

古籍修复 李晓晨 国企   

图书馆内感受古籍魅

力 王玥琳 首都图书馆 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 

历史长卷 潘汶 国家图书馆   

专家讲解古籍修复 盛芳芳 国家图书馆   

苦中作乐 苏看天 永昌县博物馆   

七镜斋 张超 甘肃省图书馆   

求教 殷世鹏 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甘肃中医药大学 

观摩 殷世鹏 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甘肃中医药大学 

新煮意 肖晓梅 

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级古籍

修复中心 中山大学图书馆 

古籍修复中心的一天 肖奕 中山大学   

巧手 肖晓梅 

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级古籍

修复中心 中山大学图书馆 

京族古籍 程敏 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 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 

古籍修复 乔会生 武安市图书馆 武安市图书馆 

省级专家古籍鉴定 乔会生 武安市图书馆 武安市图书馆 

敬业（黑白） 龚晓林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入迷瞬间 吴曙光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雕版印刷 沈国伟 梅堰中心小学 吴江区图书馆 

纸浆滴补技艺 沈斌 吴江区图书馆 吴江区图书馆 

纸浆滴补技艺 沈斌 吴江区图书馆 吴江区图书馆 

徐州市图书馆宋版《四

书章句集注》鉴定的故

事 王仁同 徐州市图书馆   

黎花砚社 叶乾卿 新时代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区图书馆 

沈阳线装书展现汪精 周晓繁 辽宁水利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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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组获奖名单 

（一）一等奖 4名 

（二）二等奖 6名 

卫藏书 

古籍普查——古籍 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乐在其中 辛明堂 郭建瑛 盂县图书馆   

伙伴 辛明堂 郭建瑛 盂县图书馆   

专家在山西 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古籍普查工作照 何骥 陕西省图书馆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碑帖修复中 唐维铭 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我与古籍 姚晨刚 王枫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信息中心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信息中心 

刻下的时光 王晨敏 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对中华文化深感兴趣

的老外饶有兴致地查

看中国家谱 唐维铭 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专注工作 向宇 四川省广汉市图书馆   

古籍讲解 向宇 四川省广汉市图书馆   

礼物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古籍保护

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 

文化援疆   专家助

力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古籍保护

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 

《中华再造善本》展

览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古籍保护

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 

拯救文化遗产 李秀狮 湖南师大图书馆   

作品标题 作者 工作地点 报送单位 

《古籍的引力》 孟欣 国家图书馆   
这一扇窗，让我们心怀海洋 刘卫民 李永全 保定市图书馆 保定市图书馆 

古籍记忆 肖允喆 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云和图书馆：让古

籍“重生” 雷宁 丽水日报社 云和县图书馆 

作品标题 作者 工作地点 报送单位 

活到老学到老 陈凯彤 国家图书馆   

一脉相承 徐立伟 北京华宝斋书院 华宝斋 

古籍医生 李一博 新华社陕西分社   

藏文书法传承人

为小男孩书写藏 乌心怡 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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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等奖 10名 

（四）优秀奖 20名 
作品标题 作者 工作地点 报送单位 

《跨越时空的阅读》 孟欣 国家图书馆   

《古籍展示在国图》 孟欣 国家图书馆   

飞针走线 陈凯彤 国家图书馆   

言传身教 陈凯彤 国家图书馆   

专家咨询 陈凯彤 国家图书馆   

书影制作 韩春平 兰州大学图书馆   

图说 33 年与“纸

浆补书技术”之缘 邱晓刚 南京大学图书馆   

图说 33 年与“纸

浆补书技术”之缘 邱晓刚 南京大学图书馆   

《古今交流》 孟欣     

印版 石屏县图书馆 石屏县图书馆 云南省石屏县图书馆 

让古籍重生 王浩全 屏山县图书馆   

文古文字 

名家带我临名碑 赵建忠 国家图书馆   

传授 陈凯彤     

作品标题 作者 工作地点 报送单位 

专家鉴定《赵城金

藏&#8226;因明论

理门十四过类疏》 柯竹梅 河北省图书馆特藏部   

最宝贵的，我将送

你到你最渴望的

地方 刘卫民 李永全 保定市图书馆 保定市图书馆 

图说 33 年与“纸

浆补书技术”之缘 邱晓刚 南京大学图书馆   

守护文明之光 王晨敏 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名家带我临名碑 赵建忠 国家图书馆   

东巴文传承人书

写东巴古文字 乌心怡 

国家图书馆 

  

古老的东巴文字 乌心怡 国家图书馆   

西藏古籍保护中

心工作人员协助

那曲地区文化局

在那曲比如县杂

色乡普查登记私

人古籍 匿名     

学习与参观 赵建忠 国家图书馆   

云和图书馆：让古

籍“重生” 雷宁 丽水日报社 云和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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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东巴的祭

祀活动离不开东

巴古文本 乌心怡 

国家图书馆 

  

孩子们对少数民

族的古文字非常

感兴趣 乌心怡 

国家图书馆 

  

藏书文字 赵建忠 国家图书馆   

2014.7.国家典籍

博物馆落成，千年

古籍将与世人见

面了 赵建忠 

国家图书馆 

  

传播与利用 赵建忠 国家图书馆   

护卫 乌心怡     

天书 石屏县图书馆 石屏县图书馆 云南省石屏县图书馆 

专家鉴定《赵城金

藏&#8226;因明论

理门十四过类疏》 柯竹梅 河北省图书馆特藏部   

古籍纸张纤维分

析 田周玲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