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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图林羊城嘉年华，浙军岭南呈精彩 

           ——中国图书馆年会在广州隆重举行 

 

2015 年 12 月 14-18 日，由文化部、中国图书馆学会、广州市

人民政府等联合主办的中国图书馆年会在广州隆重举行，本次年会以

“图书馆：社会进步的力量”为主题，分工作会议、学术会议和展览

会三个板块。来自美国、德国、韩国等海外嘉宾以及全国图书馆界

2500 多名代表共襄盛会。浙江省各系统图书馆代表 200 多人参加。 

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年会开幕，广州市市

长陈建华作题为《发展图书馆事业，聚集社会推动力》的嘉宾演讲。

在开幕式上还颁发了 “2015 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 10 位）和 

“2015 年最美基层图书馆”（10 家）的奖项，我省推送的湖州市德

清县图书馆当选“最美基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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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期间，文化部组织召开了全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效能建设有关批示

精神，总结了“十二五”以来全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交流了各

地做法经验，并对下一步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文化部

副部长杨志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期间还介绍了全国文化共享工程、

公共电子阅览室、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建设推进情况及下一步工作

思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 5 个地方代表介绍了各自公共数字文化

建设的经验。我省文化厅副厅长柳河、浙江图书馆馆长徐晓军，杭州

图书馆馆长褚树青、宁波市图书馆馆长徐益波以及我省第一、二、三

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文化局局长等与会。 

学术会议围绕“图书馆：社会进步的力量”这一主题，开展一系

列的学术研讨和成果展示，让政府、图书馆工作者、社会大众加深对

图书馆价值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图书馆在“十三五”规划中的作用。

学术会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 2 场会前会、4 个主题论坛、21

个分会场和 1 场会后会。浙江图书馆界同仁积极参与，活跃在各会场，

亮点纷呈。 

 12 月 14 日，在东莞举行的主题为“信息技术助推图书馆社会化”

的年会会前会上，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刘晓清研究馆员做了《图书

馆开放互联：技术与壁垒》的专题报告。他提出互联网+为图书馆

带来新机遇，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整合与开发，打破图书馆系统的

壁垒，实现图书馆各系统开放互联，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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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题论坛“迈向权利保障时代——公共图书馆发展与广州实

践”,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研究馆员、嘉兴市图书馆馆长章明丽

研究馆员被邀对话嘉宾，参与激烈讨论。 

 

  
 

 “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未来”分会场，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

院方卫平教授做了“中国大陆原创图画书发展报告”的发言。 同

时进行了“2015 年全国少年儿童主题阅读年系列活动”总结、表

彰会，我省杭州少儿图书馆等 8 家图书馆获组织奖。 “用声音传

播经典”大赛中，浙江省获得一等奖的 7 个，二等奖 14 个，三等

奖 23 个。 

 



 

4 

 

 

 

 《脑力激荡——少儿阅读推广中若干问题的是与非》分会场，以

辩论邀请赛的形式，摆开擂台，激辩图书馆界关于少儿阅读推广

的困惑与思考。我省温州市图书馆苏鲜女等 2 人参加了辩论赛，

苏鲜女获得最佳辩手。   

   
 

 “MOOC 与信息素养教育”分会场，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红

教授主持了信息检索与信息素养教材的研讨和 MOOC 互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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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保护与现代科技”分会场，举行了 2015 年“我与中华古籍”

摄影大赛优秀摄影作品巡展活动总结表彰，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

进、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等领导为 9 家获奖单位颁奖。浙江省图

书馆学会和浙江图书馆因浙江站活动的组织得力荣获优秀组织奖。 

  

 

同时，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晓军就

《图书馆古籍库房标准化实践——浙江省小微古籍书库规范及实

施》作专题发言，他从本省的实际工作出发，介绍了浙江省在改

造各市县图书馆书库方面的经验，为全国小微书库的建设提供了

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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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图书馆承办了“图书采访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模式”分

会场，浙江图书馆副馆长贾晓东主持了该会场的活动，绍兴图书

馆馆长赵任飞就该馆图书采访创新的总体情况进行了介绍，绍兴

图书馆副馆长廖晓飞做了题为“互联网+时代图书采访从封闭走向

开放”的主题报告。 

  

 

展览会的展区面积有 7000 多平方米，在展览现场，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的展位上浙江图书馆的“浙江省小微估计书库标准化建

设”模型展和杭州图书馆承办的“公共图书馆城市的第三文化空

间”的活动也吸引广大同行和市民们的参观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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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晚，广州图书馆别出心裁营造了一场别致、有趣的交流和分

享会：“图书馆之夜”，用思想、文字、音乐和舞蹈让图书馆的人与环

境、人与书本、人与阅读、书与书、人与人的微妙关系产生新的发现

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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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闭幕上，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

先生作了一场题为“从未来看现在——图书馆下一个十年（2015-- 

2025）”的精彩演讲，带给每一位图书馆员对图书馆现在与未来的深

入思考。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副司长陈彬斌宣布下届图书馆年会（201

6）将在安徽铜陵举行。闭幕式上还举行了 2015 中图年会征文活动奖

和 2014 全民阅读基地、阅读优秀组织奖和阅读先进单位等颁奖仪式。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组织论文参加 2015 中图年会征文活动，共获

得一等奖 5 篇，二等奖 6 篇，三等奖 8 篇。 

我省台州市图书馆、温州少儿图书馆荣获 2014 全民阅读基地,

嘉兴市图书馆和宁波市鄞州区图书馆荣获 2014 全民阅读优秀组织奖,

嵊州市图书馆、临安市图书馆和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荣获 2014 全民

阅读先进单位。 

 年会结束后，我省宁波地区图书馆、台州、德清等图书馆参观了

广东省部分公共图书馆。（省学会秘书处  吴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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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最美基层图书馆 

 

----德清县图书馆 

         

2015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组委会

授予最美基层图书馆的颁奖词是: 

伫立在天空和大地之间，连接着

乡土文明和现代文明，她们以亲

切、平等、开放的姿态，向基层

群众、向所有人全方位地打开自

己。她们散发着书籍的清香，以

优美的环境、丰富的资源吸引人

们走进，以多彩的活动和数字化

的服务让人们广泛、便捷地参与，

以人本化和特色化的服务满足着

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她们不断更新着现代阅读的概念，

引领着社会风尚，提升着人们的

生活品质和心灵品质，推动着社

会的进步。

 

为宣传和推广基层图书馆的最佳实践和成功案例，促进我国现

代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中国图书馆学会从 2014 年开始首

次面向全国县级（含县级）以下各类型图书馆开展“最美基层图书馆”

的评选和颁奖活动,在 2014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海宁市图书馆

荣获 “2014 年最美基层图书馆”的称号。2015 年，全国共有 3500

多家基层图书馆参加此次评选活动，经过层层选拔，德清县图书馆上

榜全国 10 家“2015 年最美基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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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图书馆学会五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缙云召开 
 

12 月 1-2 日，丽水市图书馆学会五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缙云

召开，会议由学会理事长龚亚民主持，来自全市各公共图书馆和高校

图书馆的理事以及丽水市文广新局许卫东副局长和缙云县文广新局

杜新南局长等 25 人参加本次会议。 

王玉英秘书长向与会人员汇报了市学会 2015 年开展的五方面主

要工作：开展学术研究交流、加强培训辅导、组织开展主题活动、加

强与社科联合作及学会日常事务工作，并就学会 2016 年工作计划做

了重点说明。各学会理事就开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做了汇报，围绕数

字阅读服务做了重点交流探讨。会议通过投票选举方式，增选徐晓红、

朱涌河、王少军、盛勇为学会第五届理事。 

许卫东副局长认真听取了汇报，对学会工作提出了四方面要求：

一要立足现状，有所作为；二要因地制宜，提高效率；三要创新思维，

拓展功能；四要活动牵引，推动阅读。他指出，学会工作要进行科学

管理，各会员馆要立足当下，围绕全民阅读的目标，多动脑筋，对服

务现状进行可研性分析，采取数字化、智能化服务管理模式，推动全

市阅读工作。要积极发挥学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它作为推动“全民

阅读、书香丽水”建设的力量，在服务成效上有着进一步推进。(丽

水市图书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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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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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技术环境下的图书馆个性阅读机制研究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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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Ztx2014 B-8 论现代基层图书馆服务模式转型 完成 

Ztx2011 B-3 网络舆情的甄别、疏导、管理机制研究 完成 

 

 

◆简 讯◆ 
 

浙江图书馆理事会成立。12 月 21 日下午，浙江图书馆首届理事

会成立仪式在浙图举行。省政府副秘书长李云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唐中祥，省文化厅厅长金兴盛，副厅长杨越光、柳河，省级有关部门

负责人、全体理事、浙江图书馆全体职工等参加了仪式。据悉，这在

浙江省级公共文化机构中尚属首例。2014 年初，省文化厅确定浙江

图书馆等 6 家单位为省级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2014 年 9 月，浙

江图书馆被文化部列为全国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浙江图书馆首届理事会正式组建。浙江图书馆理事会是浙江图书

馆的决策与监督机构。本届理事会由 13 位理事组成。在 21 日下午举

行的理事会预备会议上，经过全体理事选举，确定由钟桂松担任理事

长。（http://www.zjwh.gov.cn/dtxx/zjwh/2015-12-22/193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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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湾区图书馆 12 月 15 日试开馆。12 月 15 日上午，龙湾区图书

馆新馆迎来试开放的首日。龙湾区图书馆新馆于 2009 年动工建设，

建址于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康路 89 号，共有四层，总面积达 1.2 万平

方米，馆藏从原有的 5 万余册增长至 17 万余册，增设了少儿借阅区、

视障阅览室、24 小时城市书房等借阅区，还新增了展览厅、自修区、

报告厅、培训室等功能区，可提供图书借阅、多媒体视听、无线上网、

培训、讲座、展览等多项服务与功能，基本保证图书馆主体业务的运

转和延伸服务的开展。焕然一新的龙湾区图书馆，在试开放首日便吸

引了 1500 余人次的到馆读者，办理读者证 500 余张。（http://www.

lwts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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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址：www.zpsls.cn 

联系电话:(0571)87986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