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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关于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5 年度学术研究课题 

立项的通知 
 

各市（地）学会、各市县、各系统图书馆（室）：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5 年度学术研究课题经学术委员会组织评

审，现予公布。我省 2015 年度共有 75 项申报课题，均符合申报条件, 

其中 10 项课题获准为立项资助课题、14 项课题为立项不资助课题（名

单附后）。请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负责人按照《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

术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要求，及时认真做好项目管理和研究工作。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5 年 7 月 13 日 

 

 

 

附件 1：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5 年度立项资助学术研究课题（共 10 项）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负

责人 
单    位 研究成果 

Ztx2015 A-1 
创客空间在公共图书馆的

应用研究 
陆祝政 浙江图书馆 论文 

Ztx2015 A-2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未成年

人服务标准构建研究 
胡  芳 

杭州少年儿童

图书馆 
研究报告 

Ztx2015 A-3 

现代公共文化体系背景下

推进镇（街道）公共图书

馆均等化、标准化研究 

------以嘉兴市本级为例 

俞亚军 嘉兴市图书馆 论文 

Ztx2015 A-4 

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均等化研究——以湖州

市为例 

刘  伟 湖州市图书馆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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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x2015 A-5 

图书馆服务新空间研究—

—以温州市24小时图书馆

建设为例  

吴景裕 温州市图书馆 研究报告 

Ztx2015 A-6 
探索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

新空间的调研 
沈  兰 海宁市图书馆 研究报告 

Ztx2015 A-7 
清末民初文成县畲族民间

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周肖晓 文成县图书馆 论文 

Ztx2015 A-8 
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

务模式的研究 
郑红月 

浙江中医药大

学图书馆 
论文 

Ztx2015 A-9 
一种新的基于生物医学文

献的知识关联揭示方法 
楼海萍 

浙江省医学科

学院 
论文 

Ztx2015 A-10 
新常态下的高职图书馆阅

读推广策略研究 
何筱璐 

浙江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图书

馆 

论文 

 

附件2：浙江省图书馆学会2015年度立项不资助学术研究课题（共14项）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负

责人 
单   位 研究成果 

Ztx2015 B-1 

从“资源空间”的满足到

“影响空间”的发展――

公共图书馆书目数据应用

拓展的思考 

王婕妤 杭州图书馆 研究报告 

Ztx2015 B-2 

公共图书馆读者满意度与

图书馆员满意度互动机制

实证研究 

方  竑 杭州图书馆 论文 

Ztx2015 B-3 
情景阅读服务在少儿图书

馆应用研究 
任东升 

温州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 
论文 

Ztx2015 B-4 
衢州流动图书馆服务标准

化的实践与研究 
周利红 衢州市图书馆 研究报告 

Ztx2015 B-5 
桐庐县阅读体验馆的构建

与运行 
叶爱芳 桐庐县图书馆 研究报告 

Ztx2015 B-6 
地方名人文献资料的征集

与研究——以赵大佑为例 
陈  冰 温岭市图书馆 

论文、研究报

告 

Ztx2015 B-7 

城郊镇街图书分馆开展为

外创业子女服务研究：以

西湖区三墩镇、双浦镇为

例 

边国尧 西湖区图书馆 论文 

Ztx2015 B-8 

县级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均等化的探索和实践

——以萧山图书馆为例 

徐  草 萧山图书馆 研究报告 

Ztx2015 B-9 
灰色文献的版权保护研究

——以科技报告为例 
张  玮 

浙江省科技信

息研究院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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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x2015 B-10 词频分析工具的比较研究  左丽华 
浙江工业大学

图书馆 
论文 

Ztx2015 B-11 

浙江省高校图书馆微信平

台应用调查及影响力评价

体系研究 

周  东 
中国计量学院

图书馆 
论文 

Ztx2015 B-12 
基于知识图谱的学科领域

分析及评价 
张爱菊 

浙江科技学院

图书馆 
论文 

Ztx2015 B-13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保护中

的工作拓展与服务创新 
叶福军 

浙江传媒学院

图书馆 
论文、软件 

Ztx2015 B-14 
卫生类高职院校图书馆开

展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研究 
郑  义 

宁波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网络书香－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宣传推广项目 

（浙江站）系列活动”在舟山启动 
 

“网络书香－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宣传推广项目（浙江站）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于 2015 年７月 29 日在浙江舟山举行。本活动由文

化部公共文化司指导，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浙江省文化厅

主办，浙江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学会、舟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体育局）承办，舟山市图书馆执行承办。国家图书馆魏大威副馆长、

浙江省文化厅柳河副厅长、舟山市徐燕峰副市长、中国图书馆学会霍

瑞娟秘书长等领导出席了活动的启动仪式，来自全省公共、高校和科

研系统的图书馆馆长和业务骨干共近 200 人参加了启动仪式，并吸引

了众多的读者前来观看。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理事长

徐晓军主持了启动仪式，徐燕峰副市长向大家介绍了千岛之城舟山的

概况、舟山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特别是海洋数字图书馆建设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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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东道主向与会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预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柳河副厅长强调了省委、省政府对文化建设的支持与重视，并对办好

这次活动以及做好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魏大威副馆长代表

主办方介绍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历史以及举办本次活动重要意义，明

确了下一步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工作方向。 

      本次系列活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为期两天的“图书馆馆长与

业务骨干高级研讨班”和为期两周的“数字图书馆体验与展览”。 

      研讨班邀请了国内业界知名的四位专家授课：国家图书馆魏大

威副馆长的“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创新驱动

与发展”，阐述了国家数字图书馆宏观政策、未来远景、推广工程实

践等相关方面以及对公共数字文化创新与发展的要求。中科院文献情

报中心孙坦研究馆员的“面向语义信息环境的嵌入式图书馆服务”

则重点介绍了面向语义网络的嵌入式图书馆服务最新研究成果和前

沿技术。上海图书馆刘炜副馆长作了题为“十三五图书馆趋势前瞻”

的演讲。国家图书馆信息技术部李志尧主任助理的报告就“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的软硬件平台建设”作了详细的介绍。专家演讲专业而生

动，代表听课也是认真和投入，加之专家与代表间良好的互动，使本

次研讨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数字图书馆体验与展览”又分体验区和展览区两块。体验区以

声光电一体的现代技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取得

巨大成就，通过实际使用场景的搭建，清晰、直观地展现了当前数字

图书馆最新进展。展览板块则用了 45 块展板，充分展示了我省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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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舟山市海洋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最新成果。体验区和展

览区同时也向读者开放，向读者宣传、推广和直接接受读者的评判和

检验。 

      本次系列活动，参加人员众多、代表广泛，有来自全省不同系

统各个层级的图书馆的馆长或业务骨干，还有络绎不绝的读者来体验

和参观。系列活动由专业研讨与展览体验两部分组成，专业理论阐述

和实践环境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不同形式的系列活动，不同系统图

书馆人之间、图书馆人与读者之间起到良好的沟通和借鉴。这次活动

既是实践的总结、理论的升华、趋势的探讨，又是一次向社会的积极

宣传推广，它为我们开拓了视野，明确了未来图书馆趋势的新理念，

将积极推动我省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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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下的慕课研讨会”在舟山举行 

 

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主办、杭州慕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舟山市

图书馆协办的“互联网＋时代下的慕课研讨会”于2015年７月30-31

日在浙江舟山举行。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五位专家就互联网＋时代下慕课的相关问题

作了演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杨晓光馆长的“MY LIBRARY, MY 

DREAM”演讲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大连图书馆辛欣馆长“关于互联

网＋时代下慕课的发展方向”的报告则从历史到现实的偏远地区学

校教育的状况，阐述了互联网＋时代下慕课对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全

民素质的重要意义。国务院参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汤敏副秘书长

则通过远程演讲的方式，从“如何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培养人才”的角

度，提出慕课在培养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才，以及为公民提供终身学习

方面的实践和发展方向。超星集团副总经理张慧敏、叶艳鸣的“慕课

时代图书馆学习中心案例分享”、“互联网＋环境下的图书馆服务创

新”两个报告，则介绍了公共、高校图书馆的慕课实践的成功经验，

以及今后图书馆如何提供慕课服务，促进全民阅读等方面提出了他们

思索。 

      本次研讨会上，汤敏老师远在贺兰山脚下给大会作演讲，并同时

演示其 PPT，无论是视觉图像、还是讲话音频，均清晰流畅，且讲演

形式切合会议主题，这也是我学会首次在大型研讨会上采用这种远程

报告的形式，是一次效果良好的全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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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代表共有 230 多名。参会代表不仅来自本

省各图书馆，还有来自江西省公共、高校系统图书馆人员 90 名。这

也是我学会主办的研讨会来自省外代表最多的一次。这也极大促进了

两省图书馆人之间的学习交流、沟通借鉴。 

      慕课是新技术发展的时代产物，不仅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实践

中广泛应用，也在各级各类图书馆服务中日益普及，它为全社会各个

成员的学习提高、继续教育等各方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手段和方法，

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对图书馆慕课内容建设、服务水平提升将起到极

大的促进作用。 

 

 

◆简 讯◆ 

 

2015 年 7 月学会历年课题验收结题通过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完成情况 

Ztx2014 A-8 浙江省图书情报学基金资助现状研究 圆满完成 

Ztx2014 B-7 电视图书馆绍兴模式建设研究 圆满完成 

Ztx2014 B-15 
公共图书馆开展读书沙龙活动的实践与

对策研究 
圆满完成 

Ztx2014 A-4 

新居民学校对公共图书馆阅读需求的调

研与分析——基于嘉兴市新居民学校

的实地调查 

完成 

Ztx2014 B-6 积分机制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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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x2014 B-12 我国农机行业专利分析研究 完成 

Ztx2013 A-1 
基于 ZADL 的图书馆低利用率文献区域

性合作储存研究 
完成 

Ztx2013 A-9 
基于用户需求的图书馆微博深层次服务

策略研究 
完成 

Ztx2013 B-8 生态文明丽水地方文献的收集与研究 完成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联合发布“互联网+”行动计划。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运用大

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以及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实施意见》精神，浙江图书馆联合全省 11 个市级图书馆于本月共

同发布《开放融合，连接一切——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互联网+”行

动计划》，全省公共图书馆将确立协同一致原则，树立互联网思维，

用“互联网+”提升图书馆服务，创建适应移动互联网和用户行为习

惯的新型服务模式；运用云计算大数据提升行业管理能力和资源共建

共享能力，使条件相对落后的图书馆快速提升资源和服务能力，增强

全省公共图书馆整体服务水平，提高整体服务效能；进一步开拓创新，

全面开放，连接一切，使文化服务更加便捷普惠，打造文化服务的新

型业态，实现泛在图书馆服务。(来源:http://www.zjlib.cn) 

 

    “城市书网”公共图书馆现代服务体系列入第三批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正式公布了第三

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示范项目名单。温州市文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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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温州市图书馆组织申报的“城市书网”公共图书馆现代服务体系

项目顺利入选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温州市文广新

局、温州市图书馆申报的“城市书网”公共图书馆现代服务模式是在

倡导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在市、县、镇、社区（村）四级公共图书

馆网络基础上，按照“均等化、社会化、信息化、标准化”的目标，

组织实施的一种现代化新型城市阅读服务体系，是一个以“三城一网”

建设（城市书房、城市书站、城市书巴、城市知网）为主体、以阅读

活动推广为平台、以法人治理社会化管理为保障，集均等化、社会化、

信息化、标准化为一体的现代新型城市阅读服务体系。 

（来源：http://www.wzlib.cn/zxdt/201507/t20150731_193277.htm） 

 

 

◆通 知◆ 
 

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现代图书馆与科技融合

研讨班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会，各团体会员，

各图书馆： 

为了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

化、均等化，结合“宽带中国”、“智慧城市”等国家重大信息工程建

设，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建设，加大文化科技创新力度，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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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科技需求，发挥图书馆和科技相互促进

的作用，全面提高图书馆从业人员素质，中国图书馆学会将举办现代

图书馆与科技融合研讨班。有关事项通知详见：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07/03/news_8216.html 

 

 

关于开展浙江省’2015 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的通知 

浙社科联发〔2015〕16 号 

 

各市、县（市、区）社科联，各高校社科联，各省级学会、民办社科

研究机构，省级各社科普及基地： 

为进一步推动社科普及工作深入开展，省社科联决定 2015 年继

续举办浙江省社会科学普及周（简称“社科普及周”）活动。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

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精

神，扎实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在浙江的实践，以永

无止境的追求、要谋新篇的作为，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人文社

科知识，提高公众人文社科素养”，为加快建设“两富”“两美”浙

江集聚正能量，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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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题、名称与时间 

主题：牢记新使命  续写新篇章——社会科学助推“两富”“两

美”浙江建设 

名称：浙江省’2015 社会科学普及周 

时间：2015 年 10 月—11 月 

其他事项详见:http://www.zjskw.gov.cn/tzgg/9301.jhtml 

 

关于做好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评选申报工作的通知 

浙社科规[2015]17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激励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更好地促进理论创

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决策服务，助推“两富”“两美”现代化

浙江建设，决定开展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下

简称省十八届社科优秀成果奖）评选。现将评选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奖励类别及奖项设置 

1．省十八届社科优秀成果奖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

用理论与对策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三大类别奖。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优秀成果奖，专门奖励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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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优秀成果。应用理论与对策研究优秀成果奖，专门奖励针对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大现实问题在应用理论研究、咨询决策服务研

究和社科普及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和影响的优秀成果。基础理论研究

优秀成果奖，专门奖励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问题

和学术前沿问题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和影响的优秀成果。 

2．三类奖分别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 200 项。其中：

一、二、三等奖分别占总奖项的 15%、30%和 55%，三等奖中非正高职

称的中青年学者获奖比例不低于 50%。 

二、申报要求详见: 

http://www.zjskw.gov.cn/tzgg/9216.jhtml 

 

国家图书馆第六届全国文献采访工作研讨会征文通知 

 

“第六届全国文献采访工作研讨会”将于 2016 年 5 月召开（会

议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会议旨在推动全国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领

域内的学术研讨，促进同行业工作人员的交流，构建图书馆采访人员、

出版社和书商三者之间的交流平台，加强各级各类图书情报机构在资

源共建共享方面新的合作以及加速图书行业的国际化进程。研讨会由

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联合主办，《中国出版

传媒商报》、中国图书馆学会资源建设与共享专业委员会协办。届时，

主办方将邀请国内文献采访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专业人员参会，



 

13 

 

共同探讨文献采访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增进文献采访领域各界人

士的相互了解与交流。 

  一、征文主题 

  （一）主题：数字时代文献资源建设新思路 

  （二）分主题： 

  1.出版模式变化对文献资源建设的影响 

  2.多元化资源的协调采访 

  3.馆藏资源建设的绩效评估 

  4.政府采购相关问题   

  5.其他 

二、征文要求详见: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08/03/news_8262.html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73 号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310007 

投稿邮箱:xuehui@zjlib.cn 

联系电话:(0571)87986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