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三等案例入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河北记忆”口述历史项目 ——

河北省图书馆社会合作创新案例 
河北省图书馆 冉华、苏文珠、张楠 

“双向延伸 借书 e得”——打造

纸本图书线上全流程服务体系 
深圳图书馆 

李卫珊、张贺、王军武、万娜、 

蔡子聪 

融合发展 跨界创新：公私藏书互

动模式的实践与思考——以燕赵

红色记忆馆为例 

河北省图书馆 郭巧玲、彭春恒、金炜、徐坤 

绘本的分类排架方法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

馆 
何奇、陆沁舒、陈莹 

“旋律大图”——大连图书馆探

索音乐图书馆阅读服务创新案例 
大连市图书馆 

赵喜红、单克迪、赵兵、于晓凌、

闫威 

桌面云虚拟化在宁夏图书馆的应

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

书馆 
邱勇、孙戈、丁宁宁、刘欢、马慧 

图书馆面向弱势群体服务的创新

——图书馆、NGO、企业协同合作 

北京市西城区 

第一图书馆 
樊亚玲、崔月强、于洋 

给孩子“安”一颗书香的种子：

“书香孟津” 阅读推广团队 

河南省孟津县图书

馆 
陈雅利 

彩云服务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

馆 
李晓秋、张树杰、张耀天、李春阳 

“游花海 品书香”阅读+活动 
北京市顺义区图书

馆 
史红艳、李毅、田怡 

为生活注入书香 让阅读成为时尚

——无锡市图书馆创新特色分馆

建设新模式 

无锡市图书馆 
钱菲菲、殷洪、蒋凌、沈洁洁、陆

樱 

图书馆里的阅读课 
天津市东丽区图书

馆 
张广明、岳立春、高德茹、吴树卿 



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感受 Library，让我们共同经历

——辽宁省图书馆“阅·历

library”图书馆少儿研学系列活

动 

辽宁省图书馆 胡海燕、孙意、赵瑞 

安徽省长丰县图书馆流通、活动

服务外包 
长丰县图书馆 

蔡慧慧、俞清、孔英、庞余良、 

李传敏 

乡村“四点半学堂”里的图书馆

分馆 
恩施州图书馆 

谭华梅、李光炼、杨献忠、兰芳、

黄坤 

阅读之美，美在四季阅读夜——

青岛市图书馆家庭夜读模式阅读

活动案例 

青岛市图书馆 刘燕、乔福坤 

文化志愿服务助力大连少儿图书

馆阅读推广活动案例 

大连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 

林红宣、陶俊岩、阎光霞、王萌、

栾舒羽 

为未成年人开启遇见世界的大门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图书馆

“让我们在阅读中健康成长”未

成年人系列活动创新案例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

区图书馆 
周改珠 

凝聚与传承——深圳图书馆“深

圳记忆”项目案例解析 
深圳图书馆 张森、肖更浩 

长春星火阅读计划 长春市图书馆 

姚淑慧、谢彦君、刘怡君、许皓

涵、 

刘姝旭 

咸阳图书馆“三免”服务案例 陕西省咸阳图书馆 安静、胡喜梅、郭旭晔、何发团 

巧用“设计思维”，培育“创新

土壤”——让阅读推广“动”起

来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 

陈剑晖、文利情、陈佩湘、李银

珠、 

游锦媛 

“书香暖山区”援建爱心阅览室

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 

李毅萍、黄小华、李文红、陈剑

晖、 

唐雪利 

吉林省图书馆“科技咨询服务” 

吉林省图书馆（吉

林省少年儿童图书

馆） 

张勇、张素敏、刘秉宇、武英杰、

张净 

水下古城家谱的收集整理——淳

安县图书馆数字化收藏老家谱项

目 

淳安县图书馆 

余韶军、吴金淳、唐巧进、宋蔚

蔚、 

余荣娜 



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蛟湖书声》项目创新案例 
江西财经大学图书

馆 

邹传教、周子剑、宋苹、陈香珠、

吴晓波 

广州图书馆“I（爱）•捐书”微公

益行动 

广州图书馆 刘双喜、张希慧、伍晓燕、陈颖 

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图书馆公益讲

座的创新发展——以图书馆讲坛

与培训专业委员会网站“荟·讲

座”为例 

佛山市图书馆 张晨、屈义华、蔡畯、贾磊 

“诗文咏传”传统文化推广活动 厦门市图书馆 付虹、苏华、方静 

书香伴读·聆听你我 湖北省图书馆 谢春枝、王炼、谢娟、黄晓玉 

“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图书

馆里的创造力”——以杭州市创

客节为例 

杭州图书馆 
应晖、冯继强、李玲丽、傅群、 

曾林源 

“相伴共读 书香润德”家庭亲子

阅读 

江西省资溪县图书

馆 

林楠、杨媛英、何昀、陆小娣、 

徐牡娥 

太图“城市之光”系列活动——

温暖城市你我，传播大爱无疆 
太原市图书馆 

郭欣萍、陈钦安、夏亮、侯丽娟、

刘迪 

中国—东盟特色资源库 南宁市图书馆 
江锦才、陆庆、王翔、梁洁、 

杨粒彬 

曲图灯谜管理平台 曲靖市图书馆 陈昆琼、浦仕杰、李小兵、温山 

“吴门缥缃”传统文化推广活动 苏州图书馆 
沈黎、卿朝晖、王璐、姜雨婷、 

张晞 

创新馆校合作模式 推进书香校园

建设 
苏州图书馆 金德政 

让图书馆“抖”起来—— 

石家庄市图书馆创意方案 
石家庄市图书馆 王哲慧、裴郁、吴超楠、杨舒涵 

“印象唐山”：打造地方特色数

字资源新地标 
唐山市图书馆 

吴宇、李彤、赵金磊、张姗姗、 

陈建英 

安全出行 快乐阅读 包头市图书馆 金伟 

“球知少年”文体融合主题活动 
南京图策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 
马骥、张婕、汪然、孙雨、甘旭扬 

“科技类图书采购志愿者”团队 江阴市图书馆 宫昌俊、胡光、吴燕、陆薇 



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走·读 里运河 淮安市图书馆 
谭进、张何、吴珩、方伟伟、 

范俐丽 

构建沈阳地区图书馆多层次文化

供给侧服务平台 

沈阳市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沈阳市文

化演艺中心）——

沈阳市图书馆 

郑庆伟、汪宇彤、姜秋、江丘、 

吴文慧 

立足“文化茅台”建设，创办国

内一流的酒类文献馆藏资源 

茅台学院图书信息

中心 

胡玉智、齐守玉、潘峰、梁瑞霞、

徐同伟 

佛山市图书馆·遇见阅读项目策

划方案 
佛山市图书馆 汤佳薇、蔡畯 

开启“1+n+1”全域服务新模式 

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

设 

唐山市图书馆 
穆桂苹、刘子微、郝楠、刘聚斌、

林峙峰 

“光影流年•书香满溢”书影共赏

活动 

唐山市图书馆 周玮、刘聚斌、魏文静 

“书服到家”--南京共享图书馆

信用网借平台 
金陵图书馆 

方炜、王承冠、张恺、邱爱萍、 

管婷婷 

基于叙事医学理念的图书馆读书

会的设计与实践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图书馆 

胡鸿、秦方、侯胜超 

e路书香——数字阅读推广自媒

体平台 
辽宁省图书馆 邢军、王彦君、亢月、南晓凡 

图书馆融合非公企业创新公共文

化服务——打造非公企业党建创

新示范基地和非公企业党群服务

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东胜区图书

馆 

王芳、杭霞、金亦珂 

“金优计划” 考评优化 —— 

金陵图书馆员工队伍管理创新方

案 

金陵图书馆 
焦翔、张磊、顾敏、王亦淇、 

朱晓雯 

小小智慧树成长计划 
广东惠州慈云图书

馆 
周芬芬、周琼芳、李惠 

杭州图书馆“YUE杭图”品牌建

设 
杭州图书馆 

应晖、吴一舟、阮立、王丽荣、 

陶琳 

文化行走 诗意研学 ——太图少

儿传统文化研学营 
太原市图书馆 

郭欣萍、陈钦安、夏亮、侯丽娟、 

上官啸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