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等名单： 

标题 作者 单位 

金陵邓氏家族及其家风家训文化研究 潘健 金陵图书馆 

《柳氏家训》和柳氏家风文化 汪青云 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 

地方文献“家文化”参与文化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研究 王彬 湖南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弘扬“家文化”的路径探究 刘瑞忍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家文化”与“地方文献”的联结 刘瑛 甘肃省图书馆 

新时代文化环境下中小学图书馆资源建设 郑巧妙 福建省厦门市第三中学 

专业课设置视角下的中文图书建设效果探析 王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强化县级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的策略探讨 陆新强 江阴市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面向未成年人群体的 PDA 策略研究 邓伟富,戚敏仪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多源数据驱动的馆藏图书绩效评估研究 王利君,刘微 中南大学图书馆 

民国时期参与图书馆事业的社会精英群体构成与分析 韦庆媛,董琳 清华大学图书馆 

甘肃古代藏书脉流考略 岳庆艳,陈军,尹琼 甘肃省图书馆 

四库七阁碑刻的内容梳理与南北差异分析及原因初探 王雨潇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灾难中少儿图书馆开展儿童心理危机干预框架下的读者服务 程延宏 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疫情期我国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线上服务调研 殷宏淼 国家图书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省级公共图书馆应急服务研究 杨向明 河南省图书馆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提升应急服务能力研究 杨庆怀 湖南图书馆 

新形势下国内公共图书馆科技咨询服务的现状调查分析与策略研究 李玲丽,杨敏 杭州图书馆，太原科技大学图书



标题 作者 单位 

馆 

突发“疫情”情景下图书馆用户焦虑生成因素研究 李昊远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机制构建研究 赖璨,陈雅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公共图书馆应急服务能力模型构建 窦玉萌 首都图书馆 

基于电商营销的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线上移植研究 谢春枝,饶曦 湖北省图书馆 

基于信息韧性的突发事件信息预警与应急机制研究 司蒙蒙,陈雅 南京大学 

突发公共事件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公民应急素养教育工作探析 王瑜心 丹东市图书馆 

以用户为中心的高校图书馆应急信息化服务机制研究 沈冯春,罗征,赵海亮,张县 西安欧亚学院 

后疫情时期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研究 王霞 贵州省图书馆 

图书馆文创工作与延伸服务实证研究 王妍 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 

藏经洞千年的守候 跨越时空与你相遇——敦煌莲花包设计实践研

究 
刘仲瑄 国家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文创工作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刘斐 山东省图书馆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建设与发展思考 李楠 国家图书馆 

作为阅读推广行为的古代女性抄书 杨敏 阜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高校元素养教育模式研究与创新 常青 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 

城市夜经济发展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夜间阅读推广活动研究 乔福坤 青岛市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服务案例研究 陈世莉 贵州民族大学 

场景式阅读的价值、反思与启示 刘艳 江西省图书馆 

坚守与关注：公共图书馆女性阅读推广服务路径探析 王雪超 辽宁社会科学院 

疫情时期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新方式的探索实践—以湖北省图书馆

“我拆你思”直播为例 
曹锐,汪敏 湖北省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英文阅读推广的实践和策略——以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

馆为例 
黄莲莲,雷静 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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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以“邯来书往”读书会为例 张剑,刘海燕 邯郸市图书馆 

基于大学生群体“数字阅读”行为的高校图书馆多元化服务模式研

究 
李雅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图书馆在 BILIBILI平台上的营销推广可行性研究 吴梦菲 金陵图书馆 

全媒体时代基于电子书阅读器的阅读推广服务探析 周瑞莺,陈黄焱 福建省图书馆 

全媒体时代公共图书馆视听阅读推广的社会合作实践与思考——以

国家图书馆为例 
李蓓 国家图书馆 

全媒体时代公共图书馆抖音营销与合作发展策略研究 汪然 金陵图书馆 

中外“图书馆中的女性”比较研究及启示 刘菡 中山大学 

国内女性图书馆员职业发展研究进展(1996-2019) 张学福 重庆市渝中区图书馆 

新时代下女性图书馆员职业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黎玲 来宾市图书馆 

国家深度贫困地区文化援疆的策略与研究 朱纯琳 南京图书馆 

文旅融合视域下的公共图书馆精准文化扶贫路径研究 王欢 大庆市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文化精准扶贫服务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陈凤娟,孙雨 金陵图书馆 

中华典籍创造性转化的实践与思考——以河北省图书馆《典籍背后

有故事》项目为例 
张沫 河北省图书馆 

新时代背景下地方文献活力再生研究——以《李超琼日记》发掘整

理为例 
王海鲁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 

智能合约技术在数字图书馆平台建设中的应用 张立说 潍坊市图书馆 

高职图书馆知识服务智慧化探索 许冠军,齐静芬,徐恭旭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浅析面向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图书馆就业信息咨询服务——基于 ELO

等级分制度的系统建构 
李岑,杨梓涵 

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贵州轻工

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学生图书馆利用与学业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丁建峰,徐捷,蔡金君,洪素兰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关于少儿图书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研究——以湖北省少儿图书 杨媛 湖北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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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国学童趣馆” 

中学图书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实践研究 张楠 天津市南开中学 

少儿图书馆创建阅读推广品牌促进传统文化传播的实践研究 刘芹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在疫情大考中提升决策信息支撑能力——以国家图书馆为例 徐燕 国家图书馆 

图书馆建筑设计任务书作用、内容及其反思 喻至勇 江西省图书馆 

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空间研究 亢丽芸 连云港市图书馆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参与学习分析的探究 鲁丹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古籍图像汉字切分方式融合研究 倪劼 南京图书馆 

国内公共图书馆社会化管理现状分析及思考 薛蕾,李木子 首都图书馆 

美国公共图书馆中心馆-分馆体系发展路径及启示研究 李海燕 金陵图书馆 

从 L2R到 R2R 图书馆服务模式转变的新视角 张振康 济南市图书馆 

媒体融合时代国内高校信息检索课教材调研与分析 胡胜男,乔姗姗,施燕斌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 

述珍稀善本《两笈姑存》：明王若之被禁毁著作的新发现 姜妮 陕西省图书馆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的编纂思考 朱青青 国家图书馆 

游戏服务“翻转”经典阅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华传统文化

典籍阅读活动创新实践 

文利情,谭翔尹,游锦媛,黄小

华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服务助力科研  科研提升临床——以“健康中国”为目标的南京医

科大学图书馆面向附属 

杨晓雯,陈勇,刘烜贞,王云峰,

宗张建,王玲玲,刘丹 
南京医科大学 

在成风化人中强健文化服务自觉的战略“筋骨”—— “望远”读书

会社会教育案例 
丁轶 本溪市图书馆 

促文化繁荣 打造书香九原 布和毕力格 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图书馆 

书香首图 悦读阅美——首都图书馆落实中小学社会大课堂实践活

动课程开发案例 
左娜 首都图书馆 

四川师范大学践行社会教育的窗口“狮语堂” 崔紫媛,唐琼,廖辰刚,何以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与档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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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科普学习圈智慧 文旅融合新探索——“蓝松鼠”科普之星少儿科普

知识比赛 
伍艺华,覃翠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从科学视角探寻草木智慧——宁波图书馆“草木笔记”活动 刘燕,冯若楠,彭佳 宁波图书馆 

积微成著 博物洽闻——金陵图书馆科普联盟“V博学堂”系列活动 徐昊丰,王丹,朱静 金陵图书馆 

阅读推广中科普图书推荐书目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实证研究 张泽华,杨秀丹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大

学 

湖北省图书馆“书说荆楚”讲书人培育案例 曹星月,刘泉 湖北省图书馆 

“智朗团”，智囊团——大朗镇“智朗团”阅读推广案例 梁丹婷,钟晓婷 
东莞市大朗镇文化广播电视服

务中心 

长春星火  阅读燎原——“长春星火阅读计划”领读者阅读推广项

目案例 
姚淑慧,刘怡君,李超,许皓涵 长春市图书馆 

深圳图书馆家庭阅读服务创新实践 肖容梅,戴晓颖,王海涛 深圳图书馆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职院校图书馆助力思政课教学特色服务实践

案例 
李高峰,董雪,程远 南昌职业大学图书馆 

“三全育人”视域下的图书馆精准营销服务  胡赛,丁亚玲,谢丁立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图书馆红色文化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秀芬,丁洪霞,綦晓卿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郴州市图书馆儿童阅读空间建设与服务案例 李鹏举,郭华丽,王成东,李野 郴州市图书馆 

江西省图书馆少年儿童区域空间建设与服务案例 李晓君 江西省图书馆 

让空间插上想像的翅膀——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绘本阅读空间的建

设与服务 
吴翠红,卢静仪,张淑文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等、三等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