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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学字„2023‟3 号 

 

 
关于公布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2 年阅读推广 

课题立项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各会员： 

为激励广大图书馆从业人员学术研究和创新，推动图书馆阅

读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于2022

年 10 月发布了《关于开展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2年阅读推广课题

申报的通知》（中图学字„2022‟73 号），得到广大图书馆工作

者的关注、支持和踊跃参与。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课题旨在倡导阅读推广实效与图

书馆专业性的分析研究，重视工作导向和研究的应用价值。目前，

阅读推广课题已完成申报、初审、专家评审等程序，共遴选出

121 项课题批准立项，其中重点课题 9项，一般课题 109 项，规

范指南类课题 3项。 

2022 年阅读推广课题立项名单，经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

广委员会审核，报学会批准予以公布，并将向立项课题负责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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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单位致立项通知书。希望各课题组合理安排项目进度，切实

保证课题质量，按时完成课题研究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2 年阅读推广课题立项名单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代  章）          

2023 年 1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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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2 年阅读推广课题 
立项名单 

 

立项编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22A01 南开大学图书馆 林红状 再发现图书馆系列研究：社会价值 重点课题 

YD2022A02 辽宁大学 宫  平 再发现图书馆系列研究：图书馆人 重点课题 

YD2022A03 杭州图书馆 刘 冬 
数字文化战略下的图书馆阅读推广 

创新研究 
重点课题 

YD2022A04 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 陈雪娟 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路径 重点课题 

YD2022A05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图书馆 
杨晓菲 

馆校合作背景下的中小学生阅读推广 

研究 
重点课题 

YD2022A06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 扎西旺姆 儿童分级阅读推广策略研究 重点课题 

YD2022A07 昆山市图书馆 文  琴 图书馆阅读推广区域联动机制研究 重点课题 

YD2022A08 三峡大学图书馆 刘  芳 
图书馆短视频阅读推广实践和策略 

优化研究 
重点课题 

YD2022A09 东莞图书馆 赵爱杰 为阅读而设计：理念与行动 重点课题 

 

YD2022B01 佛山市图书馆 蔡 畯 
“全生命周期”视角下公共图书馆终身

学习服务研究——以佛山市图书馆为例 
一般课题 

YD2022B02 上海市宝山区图书馆 曹 轶 
公共图书馆智慧化阅读推广进军营服务

架构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03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图书

馆 
曹雨佳 

数字社会背景下党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众

包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04 鹤壁市图书馆 常 丽 

面向青少年阅读推广研究——以鹤壁市

图书馆“淇水亲子故事乐园”阅读推广

活动为例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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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22B05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广东省古籍保护中

心） 

陈剑晖 
公共图书馆短视频阅读推广实践与优化

策略研兖 
一般课题 

YD2022B06 武汉工程大学图书馆 陈湘玲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图书馆短视频阅读推

广策略优化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07 长沙市图书馆 陈一诗 
数字文化战略下公共图书馆面向“Z世

代”的阅读推广创新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08 天水师范学院 程春玲 智慧图书馆环境下馆员核心能力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09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程家福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心理健康教

育职能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0 天津图书馆 丛 莹 再发现图书馆系列研究：文献资源 一般课题 

YD2022B11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图

书馆 
崔香梅 

馆校合作背景下嵌入信息素养教育的少

儿阅读推广模式研究——以内蒙古自治

区兴安盟图书馆为例 

一般课题 

YD2022B12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戴文静 

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途径探索与实践—

—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红色见学基

地为例 

一般课题 

YD2022B13 天津大学图书馆 邓泽宇 
图书馆短视频阅读推广实践和策略优化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4 贵州省图书馆 杜陈惠子 
文旅融合视阈下新媒体赋能公共图书馆

阅读推广创新实践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5 武汉轻工大学图书馆 杜桂平 
文化育人视域下思政课“品味中国”服

务平台构建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6 武汉工程大学图书馆 范玉璟 

“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党

史学习教育与红色阅读推广创新实践探

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7 青岛市图书馆 傅振国 公共图书馆音乐类阅读推广策略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8 昆山市图书馆 龚广宇 
城乡融合中老年人分类分层数字素养教

育体系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9 包头市九原区图书馆 顾 雪 
西部地区县级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策略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20 合肥市图书馆 管 霞 
守正创新的古籍工作新方向探索——以

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历史典籍馆建设为例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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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22B21 大连大学图书馆 郭方圆 
公共卫生事件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策

略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22 山西省图书馆 郭欣萍 图书馆空间光环境促进阅读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23 佛山市图书馆 郭 振 

基于共生理论的馆校合作长效机制研究

——以佛山市图书馆“馆外阅读推广基

地”为例 

一般课题 

YD2022B24 山东建筑大学图书馆 郝怀杰 
理工类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平台的生态

建构 
一般课题 

YD2022B25 
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

古籍保护中心） 
侯小云 绘本影响家庭教育的有效方法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26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图书馆 
胡明玲 阅读推广受众分析及功能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27 东莞市大岭山图书馆 黄舒连 
东莞图书馆服务体系末端读书会发展研

究 
一般课题 

YD2022B28 青岛理工大学 贾芳华 
行为主体视角下网红公共图书馆赋能阅

读推广的路径探析 
一般课题 

YD2022B29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蒋小峰 
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愈与心理健康服务调

查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30 杭州市上城区图书馆 蒋 颖 
数字文化赋能图书馆阅读推广创新设计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31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焦体霞 
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有声阅读行为特

征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32 沈阳药科大学图书馆 金 婷 
文创产品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应

用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33 河北省图书馆 金 炜 
公共图书馆面向听障读者群体的阅读推

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34 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郎林芳 
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模式

创新发展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35 开远市图书馆 李 蓓 
西部地区基层公共图书馆儿童分级阅读

推广策略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36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李春阳 
数字文化战略下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创新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37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李海瑞 
面向文化自信的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

“阅读推广+”实现路径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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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22B38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 李玲梅 
梁启超图书馆学思想的现代性诉求及其

现实性建构 
一般课题 

YD2022B39 武汉轻工大学图书馆 李诗洋 
图书馆短视频阅读推广策略研究——以

抖音为例 
一般课题 

YD2022B40 内蒙古医科大学图书馆 李淑婷 海峡两岸阅读推广人专业教育课程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41 金陵科技学院 李文文 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服务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42 西北大学图书馆 李晓源 从“沉浸式”阅读看图书馆空间改造 一般课题 

YD2022B43 
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

古籍保护中心） 
李 欣 

新时期图书馆纸电融合服务 ——“智慧

条码”阅读推广服务平台 
一般课题 

YD2022B44 山西省图书馆 李子峰 
家庭教育新时代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创

新服务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45 攀枝花学院 林 曦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家书屋阅读推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46 十堰市图书馆 刘 娟 
基于 5W视角下的阅读推广馆校合作模式

研究——以十堰市图书馆为例 
一般课题 

YD2022B47 江西省图书馆 刘 艳 基于领读人模式的阅读推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48 邯郸市图书馆 刘 洋 
短视频书评在公共图书馆的应用及发展

策略 
一般课题 

YD2022B49 佛山市顺德图书馆 卢应斌 
“星阅同行”——基于文旅融合背景的

特殊群体志愿服务创新实践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50 嘉兴市图书馆 陆艳芳 
馆院合作下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广的实践

路径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51 玉溪市图书馆 罗启元 
西部地区边远山区农村儿童阅读推广研

究 
一般课题 

YD2022B52 红河学院图书馆 马 慧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图书

馆乡村阅读推广途径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53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马 立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读推

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54 山东大学图书馆 马 赛 
基于 STP营销理论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

广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55 东莞松山湖图书馆 麦志杰 
跨界融合视角下的青少年科普阅读推广

路径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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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22B56 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 梅 花 
民族交融视野下蒙古“本子故事”文献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57 内蒙古医科大学图书馆 楠 丁 传统医学灰色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58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潘 辉 
阅读元宇宙赋能下中华古籍 VR阅读模型

构建及阅读推广策略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59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

东省科学院信息研究

所） 

庞 莉 
馆校合作背景下小学生科普阅读推广研

究 
一般课题 

YD2022B60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广东省古籍保护中

心） 

钱海钢 
基于 C2C图书共享服务模式的阅读推广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61 南京医科大学 强 薇 
留守儿童早期阅读推广联动机制与模式

构建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62 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 冉 娜 再发现图书馆系列研究：社会价值 一般课题 

YD2022B63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图书馆 
任俊霞 

红色文献资源协同的高校图书馆信息素

养教育教学课程思政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64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任奕菲 
文化传承视域下古籍短视频阅读推广效

能分析研究——以微信平台为例 
一般课题 

YD2022B65 沈阳理工大学图书馆 孙 杰 
面向中学生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路径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66 青岛市图书馆 孙晓玲 
“双减”政策下公共图书馆在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创新性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67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孙媛媛 为阅读而设计：理念与行动 一般课题 

YD2022B68 淮安市图书馆 谭 进 数字技术助力传统文化“破圈”传播 一般课题 

YD2022B69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广东省古籍保护中

心） 

谭翔尹 
基于游戏化理念的中华传统典籍阅读推

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70 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 汤小华 
“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

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71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 陶爱兰 
积极老龄化理念下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

老年服务策略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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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22B72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陶姝成 
精神富有视角下宁波市新型公共阅读空

间发展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73 杭州图书馆 汪晓仙 新时代少儿红色文化阅读推广实践探究 一般课题 

YD2022B74 吉林体育学院 王金雨 
强壮身体 灌溉心灵——高等体育院校

图书推广“心”方向 
一般课题 

YD2022B75 沈阳建筑大学 王丽娜 高校图书馆社交媒体营销评价体系构建 一般课题 

YD2022B7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王茜茹 
多元协同视域下图书馆代际阅读推广研

究 
一般课题 

YD2022B77 邯郸市图书馆 王雪峰 
公共图书馆老年群体数字阅读推广与数

字素养 
一般课题 

YD2022B78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图书

馆 
王亚平 

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阅读推广服务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79 常熟市图书馆 王忠良 儿童分级阅读推广策略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80 包头市图书馆 武咏梅 
知识下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以包头市“农牧民读书节”为例 
一般课题 

YD2022B81 东莞图书馆 奚惠娟 图书馆数字阅读体系化服务推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82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 夏 莹 
生态视角下的高校图书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阅读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83 南京图书馆 向 君 
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区域联动机制

及合作策略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一般课题 

YD2022B84 湖南图书馆 谢 姣 
文化自信视角下图书馆汉语阅读国际推

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85 成都体育学院 谢利静 
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阅

读推广构建体系探究 
一般课题 

YD2022B86 南通市图书馆 徐基田 
全域科普架构下图书馆科普阅读服务模

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87 长沙市图书馆 徐 佳 
PDCA+F 理论下的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

阅读推广应用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88 宁波图书馆 徐益波 
共同富裕背景下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推

进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一般课题 

YD2022B89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杨 华 
面向青年群体的红色资源阅读推广服务

路径创新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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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2022B90 保山学院 杨双秀 
文化数字化战略下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研

究 
一般课题 

YD2022B91 河北大学 杨秀丹 图书馆阅读推广区域联动机制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92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

报中心 
易盼盼 

弘扬科学家精神背景下图书馆阅读推广

服务创新 
一般课题 

YD2022B93 百色市图书馆 余丽花 
桂西少数民族文献阅读推广工作实践研

究 
一般课题 

YD2022B94 嘉兴市图书馆 俞亚军 

馆校合作背景下的中小学生阅读推广研

究——以嘉兴市图书馆“尚书”项目为

例 

一般课题 

YD2022B95 杭州图书馆 俞园园 
公共图书馆亚运文化特色空间的探索与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96 临沂市图书馆 岳梦宇 

“双减”教育视阈下未成年人阅读服务

研究：基于公共图书馆与社区四融合运

营模式 

一般课题 

YD2022B97 广州市白云区图书馆 张材鸿 
基层公共图书馆构建学龄前儿童阅读服

务体系实证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98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张 华 
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调查与促

进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一般课题 

YD2022B99 长沙市图书馆 张 军 
馆校合作背景下的中小学生阅读推广研

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00 金陵图书馆 张 磊 
元宇宙场域下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策略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01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张 芃 
数智驱动湖南省高校图书馆智慧阅读创

新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02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张瑞娥 
面向科研诚信教育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

广服务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03 深圳图书馆 张 森 
馆校合作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图书

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04 息烽县图书馆 郑应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公共图书馆阅读推

广与精准服务 
一般课题 

YD2022B105 南京图书馆 周立锦 
数字化传播背景下图书馆文化走读与阅

读推广深度融合的标准化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06 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周 欣 
儿童友好城市视角下少年儿童阅读空间

建设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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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2022B107 首都体育学院图书馆 朱  琳 

奥运主题图书馆文化阅读推广的实践与

思考——以首都体育学院奥运图书馆为

例 

一般课题 

YD2022B108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朱若星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短视频阅读推广

调查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09 重庆市北碚图书馆 朱燕玲 
国际比较视野下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分

级阅读推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22B110 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 常  青  真人图书阅读活动指南及实施规范 
规范指南类

课题 

YD2022B111 东莞图书馆 郭学敏 
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工具包的标准

化及体系化研究 

规范指南类

课题 

YD2022B112 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 谢洁华 
诗词阅读推广规范指南研究——以“诗

词之约”阅读推广项目为例 

规范指南类

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