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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学字〔2019〕78 号 

 

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 
关于公布第二届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征集 

推广活动研议入选名单的通知 
 

各申报单位，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

会，各图书馆：： 

为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创新驱动发展、开展文化

创意工作等精神，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于 2019 年 2

月起举办第二届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征集推广活动，得到了众多

公共图书馆和相关机构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经组建专家小组

在线研议和现场研议，最终入选案例一等 30篇、二等 44篇、三

等 56篇，共计 130篇。入选名单见附件。 

希望各公共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者，以入选作品为榜样，认

真学习借鉴相关做法。同时，希望入选单位和个人总结经验、认

真准备，在接下来的交流推广活动中发挥示范作用，继续为推动

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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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一等案例入选名单 

2.二等案例入选名单 

3.三等案例入选名单 

 

 

                    

 

 

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 

                              （代  章） 

                            2019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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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等案例入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角楼图书馆：新时代的文化空间 
北京市东城区 

第二图书馆 

左堃、马宁、杨巍、张亚楠、 

周也非 

手机扫码借书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

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金红亚、严霞、戴斌、梁永平 

厦门市图书馆集美馆区室内蓝

牙导航系统 
厦门市图书馆 张肖回、林少杰、裴丽香 

“阅天下·邂逅图书馆之美”游

学案例 
长沙市图书馆 王自洋、张军、陈冀宏、唐晓甜 

发挥文化资源优势 帮助农村电

商发展——广西桂林图书馆文

化扶贫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图书馆 
钟琼、蒋丽、黄萍 

格林童话之夜 重庆图书馆 
张冰梅、许尧尧、吴虹洁、刘晓景、

严轩 

触摸金陵脉搏——“诗游南京”

文旅融合阅读推广新模式 
金陵图书馆 

杨峥、孙振强、张俊、赵晴、 

李灵杰 

同心·悦读之“和来自星星的孩

子一起阅读” 
阜新市图书馆 薄楠、付超、宋唐龙 

“阅读水滴”项目 
江苏省苏州市 

姑苏区图书馆 

沈文虹、王黎艳、朱鸣、黄晋琦、

芦佳良 

“百场讲书读荆楚”系列活动 湖北省图书馆 
郝敏、曹星月、刘泉、李丹、 

刘林玲 

《典籍背后有故事》微纪录片 河北省图书馆 
张沫、苏文珠、张美林、魏静、 

杨莉 

图书馆“第一课” 嘉兴市图书馆 许大文、郑昀、胡萍、陆艳芳 

锦州市图书馆微信专栏《诗说锦

州》 
锦州市图书馆 郭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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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天一约书”信用借阅服务创新

案例 
宁波市图书馆 

徐益波、陆艳、毛婕、李倩、胡冰

迎彦 

研究茶文献 振兴茶产业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图书馆 

尹杰、邓继琼、王蓉、徐小笔、 

王秀青 

我嘉书房“今天我值日”志愿服

务 

菊园新区文化体育

服务中心、菊园新区

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马慧怡、王烨、鲁敏、朱敏敏、 

朱雯 

社交阅读语境下的公共图书馆

资源营销实践——“佛山领读

者”项目 

佛山市图书馆 
蔡畯、汤佳薇、胡威、顾月、 

张玉婉 

“敖包书屋”亲子阅读主题系列

活动 
包头市图书馆 温雯杰、张新、陈丽莎、齐东鸿 

江城读书节 武汉图书馆 李静霞、肖捷、蔡卫萍 

雅室研经卷，学林诠高作——广

州图书馆研究型信息服务平台 
广州图书馆 林静、严泽欣、曾令飞、于慧慧 

阅读在路上 晋中市图书馆 胡萍、王媛、许阳、王伶姝、王班 

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 湖南图书馆 
雷树德、蔡璐、徐凯、王晓峰、 

何慧超 

“与人民同心 奏时代旋律”图

书馆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

略案例 

石屏县图书馆  孙艳萍、张财、黎菀、何洁、胡洁 

“海疆数字文化长廊”暨“海疆 

书香”工程建设案例 
山东省图书馆 孙振东、周浩 

全民参与、合作共赢——浙江图

书馆 2018年度“阅读锦鲤”活

动分析 

浙江图书馆 史梦琳、姜申、胡洋 

移动增强现实技术与广州少年

儿童 

图书馆综合导览系统建设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

馆 
吴翠红、陶丽珍 

文化雅集——推广优秀传统文

化新实践 
辽宁省图书馆 姚杰、孟志丹、李光媛 

让地图“开口说话”——利用新

媒体重读“南京保卫战” 
南京图书馆 程赟徽、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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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朋友圈里的图书馆视觉冲击： 

“发现金图”创意海报行动 

南京图策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 
杨峥、马骥、汪然、张婕、庄文越 

图书馆构建社交平台的创新实

践——佛山市图书馆“读者圈”

系统 

佛山市图书馆 陈艳、张玉婉、曾思敏、卢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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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二等案例入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长沙图书馆新三角创客空间 长沙市图书馆 龙耀华、罗倩倩 

海珠区图书馆 STEM科普系列活动 广州市海珠区图书馆 陈鸿、郑茵、张娟娟 

吉林省图书馆“诺亚方舟系列 

活动” 

吉林省图书馆（吉林省

少年儿童图书馆） 

宋艳、郝天晓、王桂敏、高鹏、

刘思光 

“阅读·温暖”——佛山视障读 

者关爱行动 
佛山市图书馆 

庞建民、廖菲、刘容超、 

陈嘉媛、郭振 

阅读存银行 书香传万家 四川省资阳市图书馆 韩晓瑛、周惠、李貌 

新时代文明实践——丹东市图书

馆市民业余学习大讲堂 
丹东市图书馆 

刘晓辉、曹阳、徐子冰、孙琪、

于洋 

片纸闲墨讲述“图林”故事—— 

“图林文华”系列产品开发案例 
丹东市图书馆 

曹阳、时新、杨佳鹏、葛欣、

姜江 

“让文字活起来”经典文学作品 

读演俱乐部 
长沙市图书馆 

龙耀华、罗倩倩、刘艺、 

吴喆昊 

“同读一本书 共圆中国梦”—— 

习近平经典著作在线诵读活动 

通辽市科尔沁区 

图书馆 

王黎、孙童妹、王艳萍、魏军、

温丹丹 

智绘书 厦门市翔安区图书馆 张胜峰、叶水德 

翔安红色记忆——挖掘革命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厦门市翔安区图书馆 张胜峰、林琳 

温岭文旅图书馆走进“民宿、景

点、公园”为游客带来文化的芳

香 

温岭市图书馆 
杨仲芝、陈海量、袁金菲、 

林君丽、阮方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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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创新引领未来——大连市少儿 

图书馆创客空间 

大连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 

林红宣、赵长英、张宇琢、 

梁雪 

泰州市图书馆“读藏书 品名城” 

活动 
泰州市图书馆 沈俊、沈嵘、章素梅、陆炜 

科学工场——我的图书馆科学启

蒙乐园 
石家庄市图书馆 

刘海军、张昀华、吴超楠、 

张晓磊 

双盲家庭亲子阅读 厦门市图书馆 付虹、池莲香、李茜、陈素真 

“千家万户”阅暖工程—— 

邻里图书馆 
佛山市图书馆 

陈艳、黄佩芳、伍于科、 

朱瑞芹、孙燕纯 

“用生命影响生命”——“活”

了的邯郸真人图书馆 
邯郸市图书馆 

安卫华、冀海燕、田苗、 

任丽光、闫宇 

图书馆会议资源服务的开发与利

用 ——“中国学术会议报道”移

动端服务探索与建设 

上海图书馆 
韩春磊、吴佩娟、杨敏、 

张宏玲、徐卓韵 

“夕阳红 e族”信息素养培训，

缩小城乡老年人数字鸿沟 
嘉兴市图书馆 汤益飞、郭云峰、吕炜、杨柳 

“新零售”时代的图书馆文化阅

读服务创新——长图“惠阅▪文化 
菜单”服务案例 

长春市图书馆 
谢群、朱亚玲、常盛、李菲、

刘劲节 

“阅动全家 书香嘉兴”学龄前儿

童阅读推广体系建设 
嘉兴市图书馆 

沈红梅、许大文、鲁祎、孙云

倩、胡萍 

三合一玩转绘本---“台上台下”

亲子阅读高效涨粉 
杭州市萧山图书馆 邵欢欢、孙燕、谢立红、陈萍 

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的创新与

实践——佛山阅读联盟建设 
佛山市图书馆 

温树凡、蔡畯、贾磊、汤佳薇、

张晨 

特色阅读品牌助力创建国家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南京

市江宁图书馆“书香江宁”阅读

推广项目实践与探索 

南京市江宁区图书馆 
陈英、曹明芳、经莉、赵鹏、

宋丹丹 

“同在一片蓝天下”城中村儿童

阅读推广公益项目 
厦门市图书馆 付虹、苏华、曾玉娇 

基于公共图书馆多媒体资源推广

的特色人文空间构建——佛山市

图书馆音乐馆项目案例 

佛山市图书馆 温树凡、蔡畯、罗舒乔、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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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创新合作模式 彰显城市文化 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 刘晓柯、刘姗姗 

金桥书吧 武汉市江汉区图书馆 裴晋侠、周琼 

科学妈妈、科学爸爸 ——少儿科

普阅读推广创新实践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

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

略研究所） 

黄国强、高智英、吴俏艺、 

曾观凤、黄璇熙 

“项目立馆”：改革管理机制，

激发创新活力 
佛山市图书馆 

陈艳、孙燕纯、黄佩芳、 

朱瑞芹、陈燕莉 

诗画“二十四节气”系列活动 唐山市图书馆 
张姗姗、赵金磊、刘小菲、 

李彤、孙东悦 

“为地球朗读”全民阅读公益活

动 
杭州图书馆 

应晖、汪春麟、曾林源、傅群、

冯继强 

播撒“悦”读种子·静待一路花

开——唐山市图书馆精准化、立

体化服务少数民族儿童 

唐山市图书馆 王淑敏、周玮、刘小菲、刘岩 

《图书馆史话》音频节目 河北省图书馆 吕鹏、郝春柳、田宏瑞 

告别手机控，不做低头族——丰

南图书馆暑期学子“特工营”专

项阅读推广活动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图

书馆 

宋亚、宋建新、胡大翠、 

宋婉青 

让“诗和远方”走在一起 秦皇岛图书馆 赵鹏、王丹、刘莹 

琴台知音读书会 武汉市汉阳区图书馆 丁勇兰、应吉平、刘焱 

“依托多样馆藏资源，开展立体 

宣传推广”——江阴市图书馆地

方文献征集、整理和推广活动 

江阴市图书馆 
宫昌俊、周天、曹磊、陆新强、

方洪 

“这！就是作家”阅读推广方案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何奇、陆沁舒、陈莹、钟文清、

陈佳倩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AR故事剧场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吴翠红、陶丽珍 

知识共享时代下图书馆人性化服

务创新——“共享文化管家”创

意方案 

佛山市图书馆 罗舒乔、温树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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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图书馆的“点单外送”时代——

长图基于生态进化的“去中心化” 

服务模式 

长春市图书馆 
谢群、朱亚玲、常盛、王嘉雷、

于洪洋 

杭州图书馆主导杭州民间阅读组

织推动全民阅读工作 
杭州图书馆 

应晖、张玉娥、张红霞、王冠

男、方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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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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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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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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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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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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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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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庆伟、汪宇彤、姜秋、江丘、 

吴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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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参与人 

沈阳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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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