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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广西公共图书馆“三区”人才高级研修班 

在浙江杭州举行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浙江图书馆教

育中心联合举办的“广西公共图书馆‘三区’人才高级研修班”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在浙江图书馆举行。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

图书馆和广西“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三区”

公共图书馆馆长及业务骨干共 49 人参加了本次研修培训。 

研修班邀请了六位专家为学员授课。浙江图书馆副馆长、浙江

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晓清的“互联网+图书馆技术创新与资源建设”，

讲授了当今图书馆技术创新的最新进展并介绍了浙江数字图书馆建

设的相关情况和成就。浙江图书馆副馆长、浙江省社科信息学会副理

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贾晓东的“图书馆联盟——浙江经验的启示”，

介绍了图书馆联盟的发展概况及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五大联盟建设。浙

江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童圣江的“浙江藏书文化与古籍保护”则从历

史到现在，讲解了浙江源远流长的藏书文化和当今我省古籍保护工作

的成就。浙江大学副教授、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超

平的“怎样讲一个故事——论图书馆案例撰写”，则以简明的理论和

丰富的实例讲解了图书馆案例编写的技巧。温州市图书馆馆长、浙江

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胡海荣的“图书馆法人治理与社会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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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了温州市图书馆法人治理改革的实践历程和得失，并介绍了温州

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及城市书吧建设的实践经验。杭州图书馆馆长、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

委员禇树青的“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发展新业态”，就当今国内外公共

图书馆的“公共空间”、“创客空间”、“社会教育属性”等“新业态”

进行了探讨和讲解。 

本次研修班课程专门针对参加研修学员的实际进行设置，既有

当前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新成就、新理念、新研究的介绍，更着重介

绍了我省图书馆界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除了课程讲授以外，研

修班的学员们还参观了浙江图书馆总馆与嘉业堂分馆、杭州图书馆、

海宁市图书馆。通过本次研修活动，两省（区）图书馆同行进行了亲

切热烈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相互的了解和共同发展。 

 

 

   

       开班仪式                      专家授课     结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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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图书馆员“我是快乐的阅读推广人” 

演讲比赛圆满举行 
 

2015 年 11 月 19 日，由浙江省高校图工委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

分委会和浙江省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播分委会联合举办的

高职高专图书馆员“我是快乐的阅读推广人”演讲比赛在金华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全省高职院校图书馆馆长会议代表、浙江师范大学图书

馆阅读推广部全体人员、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等共

计 100 余人参加了现场观摩活动。 

来自全省 15 所高职院校图书馆的选手参加了本次演讲比赛，参

赛选手根据抽签顺序依次上场。评委根据事先公布的评分标准现场评

分，成绩即时公布。由于各馆的重视，选手们精心准备，演讲比赛精

彩纷呈。 

经过激烈角逐，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朱窕窕获得一等奖，宁波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王艳、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何筱璐获得二等奖，浙江

旅游职业学院高飞、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楼思远和陈芝华（组合）、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江西情获得三等奖，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陈君等

九位选手获得优胜奖。(来源: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与文化传

播分委会) 

 

 

 



 

4 

 

2015 湖州市图书馆学会年会暨“赌书竞技 馆员秀艺”

业务技能比赛在安吉举行 

 

11 月 5 -11 月 6 日，为期两天的“2015 湖州市图书馆学会年会

暨‘赌书竞技 馆员秀艺’业务技能比赛”在安吉圆满结束。湖州市

图书馆、南浔区图书馆、德清县图书馆、长兴县图书馆、安吉县图书

馆、湖州师院图书馆、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湖州市委党校图书

馆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和馆员 70 余人参加了此次年会。 

5 号下午，会议代表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湖州市图书馆学会理事

长胡荻作 2015 年市图书馆学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以及学会副理事长刘

伟代表七届理事会作 2015 年度财务工作的报告。 

随后，超星集团副总经理叶艳鸣研究员应邀做了“互联网+下全

民阅读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题讲座。叶总以“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

为引子，阐述了现代人们社会价值观的涣散甚至缺失导致的少阅读甚

至无阅读现状，提出公共图书馆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倡导新时代应该

有新阅读，大数据时代下，公共图书馆资源体系应该具备信息量大、

覆盖面宽、特色化鲜明、共享程度高等四大要素。叶总列举了“互联

网+”下的全国优秀图书馆资源体系案例，分享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切

的体会。 

6 日，三项业务技能比赛如火如荼展开，7 支图书馆参赛队伍大

展身手。“业务知识竞答”中，各位馆员对读者服务基本知识、图书

分类以及数字图书馆的使用信手拈来，充分展示了图书馆人的职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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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业务能力。“重温经典”有奖竞猜活动，馆员们团结合作，尽情

在经典名著、经典电影和音乐戏曲等题目里开动大脑，回味经典。最

后的汉字听写比赛让全场安静而凝重，选手谨慎书写，观众们也低头

“自查”，边看边学。最后，长兴县图书馆荣获汉字听写大赛三等奖，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分别荣获业务知识竞答和重温经典竞猜三等奖，

德清县图书馆荣获业务知识竞答二等奖，安吉县图书馆荣获重温经典

竞猜二等奖，南浔图书馆荣获汉字听写二等奖，湖州市图书馆在三项

比赛中大获全胜，均折桂冠，以优异的成绩完美收官。 

本次年会内容丰富多样，项目精彩可圈可点。2015 年的湖州市

图书馆年会让大家在聆听知识报告中收获，在竞技较量中学习成长。

(来源:湖州市图书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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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图书馆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1 月 27 日，温州市图书馆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市图书

馆二楼报告厅隆重召开。第八届学会理事和来自公共、高校、教育、

科研等系统和乡镇、街道图书馆（室）的 183 名学会会员代表参加了

年会，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刘晓清先生、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副局长柳升高先生、温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副秘书长叶腾俊先生

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由八届学会秘书长毛薇洁女士主持。叶腾俊先生首先发表讲

话，充分肯定了八届理事会所做出的成绩，勉励广大会员立足本职，

努力工作，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为促进温州地区图书馆学研究和图

书馆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之后八届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温州市图

书馆馆长胡海荣先生从“开展各类学术活动，强化学术研究功能”“科

普、培训、辅导三箭并发，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规范学会管理，

完善学会组织建设”“四年成果荣誉”等方面向会员作了工作报告。

八届学会副理事长、温州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杨洁先生向大会

作八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新的《温州市图书

馆学会会费标准》、九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本次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办法。代表们经过认真思考，通过举手表决方式，选举产生了柳

升高等 38 位新一届学会理事会理事。 

之后在温州市图书馆七楼会议室举行了学会九届一次理事会，由

胡海荣先生主持，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学会常务理事、理事长、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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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秘书长，确定了学术部、信息协作部、中小学图书馆部、读者工

作部主任及成员，同时为了更好地推动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增设了阅

读推广部。 

新当选的学会理事长柳升高先生向大会致词，并就学会今后工作

做了简要的阐述：图书馆人应最大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善于整合各类

新技术资源，开拓进取，与时俱进，不断开创学会工作新局面，为我

市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在进行学会九届一次理事会的同时，会员代表聆听了由刘晓清

先生做的题为《互联网+与图书馆服务》的学术报告。（来源：温州市

图书馆学会） 

 

 

 

◆简 讯◆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网站正式启用。为更好地发挥平台作用，及

时传播资讯，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网站 www.zpsls.cn 于 12 月 1 日正式

启用，各位馆员可通过网站及时了解学会动态，获悉相关资讯。欢迎

各市学会和会员单位做链接。 

 

国内首家电影主题公共图书馆落户钱江新城。11 月 29 日，位

于钱塘江畔市民中心的杭州图书馆电影分馆成立并向读者开放。电影

图书馆的阅览室设有电影观摩座位 60 多个，以三种方式让读者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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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个是现有 350 个座位的报告厅，配备标准电影放映设备和银

幕，每周固定时间放映各种主题影片。第二个是以国际放映标准设置

的小影厅，主要是交流放映国内外各电影机构的影片。馆内将分隔成

三个小看片室，在超大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映“中国电影”、“外国电

影”和“纪录电影”等不同风格题材的影片，每个看片室容纳 10 人，

可以用耳机听，相互不干扰，属于小众观影。杭图电影分馆已收藏了

近 5000 部的影碟资料，读者可以通过电脑查阅馆内自建的数据库。

也可以选择喜欢的影片，戴上耳机沉浸在电影世界里。杭图电影分馆

将首次在浙江打造一个纯公益的艺术影院，重点介绍华语电影文化。

也会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邀请电影大师来馆里开讲座或工作坊。还会

策划“电影公社”，面向社会基层，鼓励人们用影像来建构表达自己

对世界的认识。（来源：http://www.zjwh.gov.cn/publish/conten

t.php/19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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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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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会员会费 

 

1.会费标准： 

个人会员会费按年收取，单位会员原则上按届收取（4 年/届）。 

 

类别 会员类型 会员金额 

个人 

会员 
个人 20 元/年 

团体 

会员 

事业单位会员 

普通单位 500 元/年 

理事单位 1000 元/年 

常务理事单位 2000 元/年 

企业单位会员 
普通单位 3000 元/年 

理事单位 6000 元/年 

 

2.会费修订说明： 

个人所在单位为团体会员单位，且已缴纳团体会费的，则免收个

人会员会费。 

3.会费缴纳方式 

可采用邮局或银行汇款方式，汇款时请在备注中注明“单位或姓

名+省会员会费”，汇款地址如下： 

①   邮局汇款 

收款人：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汇款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73 号 

邮编：3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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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银行转账 

户名：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账号：393558326779 

开户行：中国银行杭州世贸支行 

 

4.会员申请方式 

团体会员 

①普通单位团体会员：无论新、老团体会员单位都需重新申请并

填写《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事业团体会员入会登记表》，同时递交本单

位自愿入会员工的《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个人会员信息综合表》; 

②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团体会员：无需填写《浙江省图书馆

学会事业团体会员入会登记表》，每年需递交单位自愿入会员工的《浙

江省图书馆学会个人会员信息综合表》； 

③企业单位会员：需填写《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企业团体会员入会

登记表》。 

个人会员   

如单位不是团体会员，无论新、老个人会员，如自愿申请入会，

则需填写并递交《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单位已

是团体会员，则个人无需自行申请，由单位统一上报。 

以上相关表格可从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网站 www.zpsls.cn 中下载，

表格需同时递交电子版和盖章件至省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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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会费 

 

1.会费标准： 

个人会员会费按年收取，单位会员原则上按届收取（4 年/届）。 

 

类别 会员类型 会员金额 

个人 

会员 
个人 20 元/年 

团体 

会员 

常务理事单

位 
12000 元/届 

理事单位 8000 元/届 

普通事业单

位 

人员编制在 30 人及以下：2000 元/届 

人员编制在 3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

4000 元/届 

人员编制在 100 人及以上：6000 元/

届 

企业单位 24000 元/届 

 

2.会费修订说明： 

单位会员缴纳单位会费后，本单位所有符合个人会员条件的工作

人员均可自愿申请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会个人会员，并免交个人会员会

费。 

3.会费缴纳方式 

① 个人会员：由省学会秘书处代收，开具收据，缴费方式同

省学会会费缴纳方式。（单位已缴纳团体会费的则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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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团体会员:会费直接银行转账汇入中图学会账号，由中图学

会开具“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连同单位会员证书快递至

会员单位联系人。付款单位备注名称要与接收收据单位名称一致。    

      中图学会账号： 

户名：中国图书馆学会 

账号：01090303200120105049050 

开户行：北京银行魏公村支行 

4.会员申请方式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管理与服务平台”已于 2015 年 7 月正式

上线，所有新老会员需登录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首页 www.lsc.org.c

n，点击页面上方“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管理与服务平台”，进行“新

用户注册”后，分别进行“个人用户”或“机构用户”（即团体会员）

注册，新会员注册申请经管理员审批通过后，通过“申请成为会员”，

完善会员信息，缴纳会员会费。 

“机构用户”单位注册完成后，“机构用户”管理员负责将本

单位自愿入会的职工个人信息导入，同时将名单发送至省学会邮箱

（xuehui@zjlib.cn）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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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 

 

1. 因省学会会费与中图学会会费都进行了调整，费用标准、缴

费方式及入会程序等变化较大，请各单位指派一名学会工作联系人加

入省学会相应的工作 QQ 群，以方便沟通交流。 

省学会公共群：38861409   省学会高校群：234761432 

2. 会费缴纳的截止时间为：2016 年 1 月 31 日。如省学会会费

与中图学会个人会费同时汇出，请在备注中标明或将情况说明发至省

学会邮箱。 

3.省学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电话：0571-87986701 

邮箱：xuehui@zjlib.cn 

联系人：李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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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