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省 图 书 馆 学 会 工 作 通 讯      
2015 年第 8 期 

（总第 61 期）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处编                        2015年 9月 30日 

 

目       录 

 

学会动态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 2015 年第二次主任会议 

在杭召开                                             01 

 

 简    讯 

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宁波举办现代图书馆与科技融合研讨班   01        

全省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技能竞赛在德清举行             02                

 

通    知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关于召开第十四次（2015）学术年会 

的通知                                               04 

2015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 

图书馆展览会”报名参会通知                           06   

2015 年公共图书馆高峰论坛征文通知                    07                     



 

1 

 

◆学会动态◆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 2015 年第二次 

主任会议在杭召开 
 

9 月 16 日下午,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 2015 年第二次主

任会议在浙江图书馆召开。会议由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晓清主持，

省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潘杏梅、章云兰、赵继海、王云娣、童庆松

出席会议，省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吴荇列席会议。 

会议首先进行了省学会第六届优秀学术论文的终评，主任们根据

初评结果从 137 篇参评论文中评选出一等奖 2 篇，二等奖 13 篇，三

等奖 30 篇，获奖具体名单将在省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年会上公布并颁

奖。第二项议程则审议了历年课题《木制玩具与儿童阅读推广研究》

（课题编号：Ztx2014 A-6）的结题申请，经主任们的认真评审,同意

结题。会上,主任们就省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年会的具体细节等进行了

讨论和交流。

 

 

◆简 讯◆ 

 

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现代图书馆与科技融合研讨班。9月 15日，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宁波市图书馆和宁波市图书馆学会承办的现

代图书馆与科技融合研讨班在宁波市图书馆举办，来自全国各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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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200 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武汉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院长方卿，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孙玉强，国家

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任曹宁出席了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宁波市图书

馆馆长徐益波主持，孙玉强、徐晓军和方卿先后致辞。研讨班邀请了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任曹宁讲授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合与

揭示，德国不来梅市图书馆 IT 和数字服务部主任丹尼尔·特普讲授

不来梅市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服务，同时上海市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研

究员王世伟系统介绍了智慧图书馆的最新发展，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

炜从图书馆环境扫描、走向移动、空间再造和服务升级等四个方面，

对走向智慧图书馆进行了全面论述，宁波市图书馆馆长徐益波讲解了

 “互联网+”背景下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探索。本次研讨班是在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

见》的背景下举办的，结合“宽带中国”、“智慧城市”等国家重大

信息工程建设，重点围绕移动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及新技术在图书馆

应用等内容深入开展研讨，对于满足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科技

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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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来源：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09/23/news_8385.html） 
 

 

全省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技能竞赛在德清举行。9 月 22 日，浙

江省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技能竞赛暨第二期读者服务工作培训班在

德清举行。本次大赛由省文化厅主办，浙江图书馆承办，德清县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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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协办。全省各地区公共图书馆组织 11 个代表队参加服务技能竞赛，

共 100 余人参加本次活动。本次读者服务技能竞赛分为服务形象展示、

知识竞答、电脑操作与分书排架四个环节，综合考察参赛队员的专业

素质与服务能力。服务形象展示环节中，各支代表队分别以情景剧、

诗剧、朗诵、快板、三句半等多种形式展示具有当地特色的图书馆服

务，展现图书馆员的日常工作状态与职业精神；知识竞答、电脑操作

与分书排架环节考察参赛队员的图书馆专业知识水平和实际业务操

作能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根据得分决出个人优胜奖两名，团体一

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团体优胜奖五名。同时，本次

技能竞赛全程通过浙江网络图书馆进行网络直播，全省观众可以参与

到活动中来，实时领略馆员们的风采。本次技能竞赛的举办为各馆提

供了一次检验自身服务能力的机会，对加深地区间业界交流，进一步

加强公共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提升馆员服务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来源：http://www.zjwh.gov.cn/publish/content.php/19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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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关于召开第十四次（2015） 

学术年会的通知 
 

_______________图书馆：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四次（2015）学术年会将于 10 月 20-22

日在海宁市图书馆召开。本次年会以“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为主题，

安排有主旨报告、分会场和展览，届时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和同行共聚交流，共同探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议程： 

10 月 20 日上午报到，下午主旨报告 

10 月 21 日上午主旨报告、浙闽论坛，下午分会场活动 

10 月 22 日上午参观展览，下午离会 

二、 报到地点：海宁海洲大饭店 

(海宁海州西路 199 号， 0573-87288888) 

三、 会议费用：不收取会务费，交通住宿费用自理 

四、 参会代表： 

1. 省学会学术委员会正副主任、各分委会主任 
 

2. 第六届优秀论文一、二等奖获得者 
 

3. 其它参会代表 

五、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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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会议接待能力的限制，除以上 1、2 项代表外，每馆

限报 1－2 名，以报名先后为序，额满为止，报名截止日为 10

月 10 日，之后不再接受报名。 

2.本次年会仅接受会员单位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单位

统一汇总参会名单后将回执报至学会邮箱，省学会确认后通知

所在单位。请各会员单位做好会前的组织汇总工作，尽早报名。 

3.如不能全程参加会议，仅参加 21 日下午某一分会场活

动的，请在报名回执“备注”栏内注明。 

六、 省学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E_mail：xuehui@zjlib.cn 

电  话：0571-87986701、87988595、87213772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2015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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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

中国图书馆展览会”报名参会通知 

 

各分支机构、专门工作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

会，各图书馆、各会员单位及全体会员： 

由文化部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等单位承办的“2015 年中国图

书馆年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图书馆展览会”，将于 12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本次年会以“图书馆：社会进

步的力量”为主题，分为工作会议、学术会议和展览会三大板块，是

全国图书馆界的年度盛会，也是图书馆事业和相关产业交流合作的平

台。特邀请广大会员、全国图书馆及相关行业或机构工作者、专家学

者等参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图书馆：社会进步的力量 

二、会议时间及安排 

时  间 内  容 

12 月 15 日 报  到 

12 月 16 日 

上午 开幕式  展览会 

下午 学术会议  工作会议  展览会 

晚上 “图书馆之夜”系列活动 

12 月 17 日 

上午 学术会议  展览会 

下午 学术会议  展览会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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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 离  会 

三、会议报到地点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3 号楼一层大堂 

地  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1039-1045 号 

电  话：020-88800888 

四、注册报名详见：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09/08/news_8354.html 

 

 

2015 年公共图书馆高峰论坛征文通知 

各图书馆： 

为进一步推动公共图书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探索，加强图书

馆间的联系与交流，拟于 2015 年 12 月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2015

年公共图书馆高峰论坛”。现特向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及关心图书馆建

设和发展的各界人士征集学术论文，以提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促进公共图书馆的全面发展。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四川省文化厅 

承办单位：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四川省中心图

书馆委员会办公室 

二、征文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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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管理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图书馆学研究

者以及关心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各界人士。 

三、征文主题 

（一）公共图书馆服务 

1.图书馆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2.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与服务创新 

3.图书馆品牌与读者活动成功案例 

4.公共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在社会发展中的创新与变异 

5.公共图书馆与儿童阅读推广 

6.民族图书馆的社会服务与可持续发展 

7.社区、乡镇图书馆服务模式研究 

8.公共图书馆服务特殊人群、弱势人群探讨 

（二）图书馆管理 

1.公共图书馆立法研究 

2.图书馆法规政策与标准规范研究 

3.公共图书馆制度创新与法人治理 

4.区域图书馆联盟与总分馆建设研究 

5.图书馆的跨界合作 

6.图书馆绩效评估 

7.图书馆员阅读与专业能力构建 

8.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 

（三）新技术运用与资源建设 



 

9 

 

1.数字图书馆建设现状及前景研究 

2.新媒体与移动阅读 

3.基层公共图书馆（室）的资源整合 

4.地方文献与特色数据库 

5.古籍文献的保护与利用 

（四）其他 

四、征文要求详见：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09/15/news_8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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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