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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乡镇社区分委会赴缙云县 

考察调研 

 

6 月 6 日－8 日,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乡镇社区分委会全部一行 11

人由分委会主任梁亮带队赴浙江省缙云县调研乡镇社区图书馆建设,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刘晓清参加调研。 

壶镇镇是缙云县的工业重镇,是常住人口超 10 万小城市培育试

点镇。分委会调研小组重点考察了缙云县图书馆在该镇设立的三个分

馆：镇文化站图书分馆,在前国民党将军赵荻故居建立的益明图书馆,

以及在工业区建立的工业分馆。          

分委会调研小组还考察

了湖川村、南顿村农家书屋。

委员们与上述分馆与农家书

屋的管理人员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探讨，围绕基层图书馆

（室）如何建立长效运行机

制充分交换意见。 

分委会在缙云县召开了专题研讨会，总结本次调研的成果，讨论

分委会 2016 年的工作安排，决定将农家书屋的整合提升与社会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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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兴办乡镇图书馆作为今年的关注重点，并对各成员馆与委员们提出

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分委会还参加了缙云县图书馆文化志愿者协会成立仪式，分委会

委员绍兴图书馆那艳、永康市图书馆徐关元、温州鳌江镇图书馆姜云

分别介绍了各馆开展志愿者服务的情况。委员们对新成立的缙云县图

书馆文化志愿者协会的管理和运行提出了许多建议。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

2016 年工作会议在绍兴图书馆召开 

  

6 月 22 日下午，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图书馆建筑与环

境分委会 2016 年工作会议在绍兴图书馆召开。绍兴图书馆、丽水市

图书馆、玉环县图书馆、镇海区图书馆等省内多个公共图书馆的馆长、

副馆长作为分委

会成员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浙江

省图书馆学会学

术委员会图书馆

建筑与环境分委

会主任、宁波市图书馆馆长徐益波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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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首项议题是确定分委会 2016 年的工作重点，在省内

各图书馆进行“图书馆视觉空间”展览的巡回展。随后，分委会拟定

将举办“最美阅读空间”摄影大赛，各分委会成员就“最美阅读空间”

摄影征稿活动方案进行了研讨。最后，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童庆

松对此次会议作了充分肯定，并对分委会的工作提出几条建议，希望

大家能利用分委会这个平台，促进公共图书馆的各项工作。 

 

 

问道图情砥砺奋进 激情播扬共创明天 

浙江省医院协会情报图书管理专业委员会 

暨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医院图书馆委员会学术年会纪实 

相诺着 2015 海宁的约定，2016 的浙江医图人相聚于初夏的

新昌。6 月 24 日浙江省医院协会情报图书管理专业委员会暨浙江

省图书馆学会医院图书馆委员会学术年会如约在绍兴市新昌县

举行。 

一年一度的聚首，100

多位浙江医图人又一次交

流了学术的成绩，分享了

工作的点滴，收获了团聚

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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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童庆松秘书长致辞。他盛赞此

次年会组织到位，内容丰富。厚厚的会议资料和满满的议程显示

出本次年会经验分享接地气、学术交流显水平，特别是针对医院

图书馆生存现状的调研分析，为大数据时代面临转型升级的医院

图书馆提供了详实的参考依据。他鼓励浙江医图人积极参与省学

会的活动和课题申报，期盼浙江医图人能在服务临床和科学研究

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定位，并祝愿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新昌县人民医院吕银祥院长用热情洋溢的祝词欢迎全省医

图人的到来。他谦逊地邀请与会老师对新昌人民医院的信息化和

图书馆建设提供指导，也从医院领导的视角提出了医院决策层对

图书馆的关注和期待。 

精进不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邢美园馆长代表浙江

省医院协会情报图书管理专业委员会和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医院

图书馆委员会作年度总结报告。一直以来，两会合体秉承着精进

不息的信念带领着浙江医图人在医院图书馆的发展中迎难而上。

应对发展的挑战压力，2015 年至今医图人又有了新的收获。有在

艰苦的基层自强不息的代表，有致力于展现图书馆最美面貌的案

例，还有在探索科研的路上孜孜以求的同道。在对两会领导下的

医图人取得的成绩津津乐道的同时，邢馆长也公布了对浙江医院

图书馆现状的调查报告。掌握了问卷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加以

深度的专业研究分析，邢馆长公布了一系列详实的数据。她指出



5 

 

浙江省医院图书馆的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她代表两会的专业委

员表示学会将结合调查分析结果，围绕提升服务能力，强化培训

学习交流，推进科研广度深度，为浙江省医院图书馆的发展作出

更大的贡献，她也由衷地希望全省的医图人齐心协力共谋发展。 

他山之石 

图书馆的发展需要图书馆人精益求精的努力，也需要“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的借鉴。特邀来讲授品管圈知识的浙医一院急

诊科王海苹护士长，用现代管理工具为图书馆人培养团队意识，

运用现代管理学成果开拓了视野。 

  循循善诱 

已被浙江医图人熟悉的领域专家——浙江大学图书馆医学

分馆陈益君馆长再次以循循善诱启迪了与会者的思维。针对两会

专委提出的发展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陈馆长系统地介绍了科研

选题和论文写作的详细步骤和具体方法，为与会者从事学科研究

和论文撰写提供了专业化的辅导。 

释悦恬然 

本次年会的经验交流让普通图书馆人的释悦恬然感染了每

一位与会者。带着恬淡而羞涩的笑容，绍兴二院的夏丽芬为大家

展示了她心中最美的图书馆。精心放置的绿植、窗明几净的馆舍

折射出平凡的工作人员对职业的热爱，平淡的工作也因这份热爱

变得不凡。性格开朗的文学家叶秋文介绍了她所在的文成医院图

书馆开展的读书活动。身兼文人和图书馆员双重身份，她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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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使国学传播与阅读活动相得益彰，也是与会者感受到诗词

歌赋与医院图书馆结合后的别有洞天。 

  人才济济 

浙江医图的年轻人从不缺乏进取的热情，浙江医图的明天也

因人才济济而充满希望与活力。年会的优秀论文作者是五位好学

的青年。在论文交流中，一等奖作者浙医一院的陈小清比较了学

术迹等前沿评价指标，专业的知识让与会者耳目一新； 

二等奖作

者浙医妇院的

程晶晶用 Bico

mb 和 gCLUTO

R 工具对 Scopu

s 的文献计量学

研究文献进行

了可视化分析，显示了深厚的信息学功底；三等奖作者浙医一院

的刘丽、湖州市妇幼保健院的闵司晨和宁波市第九医院的邹丽红

也分别从医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平台的现状、医院科研成果内容

管理系统的构建和微媒体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应用研究等方

面展开了独到的论述。 

   激情播扬 

庄重而严谨的年会因为会务组精心组织的“图书馆员大联欢”

活动而增添了令人久久难忘的精彩。一天聚精会神的学习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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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者齐聚“唐诗之路”会议厅。大家起初的矜持被暖场的猜词游

戏瞬时化解。深情的配乐诗朗诵、甜美的女生小组唱，图书馆人

的激情被层层点燃。陈益君馆长的一首即兴诗作，继而引吭高歌，

大家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情感。当全场响起欢快的兔子舞曲，已

经没有人能再端坐一旁，男女老少排起队搭起肩，不在乎舞姿，

此时的医图人只想尽情倾泻心中的欢快。亲如一家的同道，或许

这一刻唯有载歌载舞才足以表达内心想对这个大家庭发出的呼

喊。响起难忘今宵的乐曲，大家心潮澎湃，正像邢美园主委所说

的那样，今天的欢聚刻骨铭心，这种团圆的亲情多年以后回味一

定仍然历久弥新。 

砥砺奋进 

相聚总觉短暂，相约更具期盼。回赴各地，大家又将在医院

图书情报的发展之路上，走下深深浅浅的足迹。砥砺奋进中，每

一个人都会记得在新昌激情播扬的相聚，每一个人都会将这份激

情带到相约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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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2016 年第二期台州市公共图书馆馆员业务培训班召开。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由台州市图书馆、台州市图书馆学会主办的 2016 年

第二期台州市公共图书馆馆员业务培训班在台州市图书馆召开。台州

市 9 个县市区馆长和馆员共计 100 余人参加了培训。浙江图书馆副馆

长刘晓清出席开班仪式。 本次培训主要围绕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

在公共图书馆运用、以及互联网+图书馆借阅服务和数字资源建设新

模式，展开了专家授课、工作交流。主办方精心组织了 7 场专题讲座、

2 次现场体验。其中国内三大 RFID 技术厂家深圳海恒、上海阿法迪、

宁波远望谷介绍本企业 RFID 新技术，做了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领域运

用的案列产品分析；南京图书馆力博软件公司讲解台州公共图书馆管

理系统新模块和手机力博系统新功能；上海上业科技有限公司布置了

基于 VR+3D 技术智慧图书馆空间并提供了现场体验，以及相关数字资

源专家提供产品介绍和案例分享。会议同时通过下发台州市市民书吧

建设标准文件、会中安排参观台州经济开发区景隆公馆书民书吧，使

台州公共图书馆馆员充分了解 RFID 新技术在台州的实施情况，并掌

握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新的建设方向，从而为今后公共图书馆参与台

州市市民书吧建设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供稿:台州市图书馆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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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图书馆学会召开理事会。6 月 30 日上午，宁波市图书馆

学会理事会在宁波市图书馆四楼会议室召开，23位理事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学会理事长徐益波主持。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六项议题：一、审

议通过学会部分理事的变更。原理事孙建中、鲁兴启、胡碧丰、张建

华、韩包海、王平尧六位同志因职务变动等原因，不再担任学会理事，

经理事单位提出变更申请，会议审议，调整为由王珍文、陈仲委、林

肖锦、王雨芬、朱如龙、戚音担任六届理事会理事。二、审议确定宁

波市图书馆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第七届理事会理

事候选人分配原则及选举办法。三、审议确定宁波市图书馆学会章程

建议修改稿、会费标准建议修改稿。四、审议确定今年 9 月下旬召开

宁波市图书馆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并对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会

议议程进行了协商确定。(供稿:宁波市图书馆学会) 

 

 

 

◆通 知◆ 

 

关于举办浙江省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 
暨研讨会的通知 

 

各图书馆： 

近年来，在推动全民阅读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大潮中，我

省各级各类图书馆不断创新阅读推广的形式和内容，涌现出很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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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做法。为倡导全民阅读服务新理念，交流全民阅读服务的好经

验，宣传全民阅读服务的最佳实践，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浙江省

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播分委会、宁波市图书馆和宁波市图书

馆学会拟于2016年11月联合举办主题为“全民阅读与社会公共文化

服务融合”的“浙江省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暨研讨会”。为做好

会议筹备工作，现决定面向全省征集阅读推广优秀案例。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大赛暨研讨会主题 

全民阅读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融合 

二、案例征集时间 

2016 年 6 月 1 日—9 月 30 日 

三、参加对象 

1.浙江省各级各类图书馆 

2.每馆可报 1-2 个参赛案例 

四、申报要求 

1.案例应当基于各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实践，与本次征集主题

相契合，所反映的问题明确、具体。 

2.案例须具有真实性和持续性，不是项目策划，须已开展服务半

年以上。 

3.案例须具有可普及性，便于在业内推广。 

4.由于阅读推广服务具有集体性特点，本次征集是以单位名义投

稿，个人或单位内部门提交的案例应当经本单位同意方可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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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材料报送 

各馆将案例申报表电子版以电子邮件附件形式发送到：

1525133572@qq.com(胡冰迎彦老师)和 397856700@qq.com（朱巧兰老

师），附件名以“案例名称（单位名称）-提交人姓名”命名，邮件主

题注明“浙江省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字样。 

六、案例评选和表彰 

会议组委会将成立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案例进行受理和审核，通过

初评和终评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并颁发奖品证书。

获奖的优秀案例，将安排在会议举办期间进行展示和交流。 

七、联系咨询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季鸿斌     电话：0579-82298705 

宁波市图书馆          胡冰迎彦   电话：0574-87362346 

请各图书馆接到本通知后，及时、广泛地进行宣传，积极做好组

织申报工作。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播分委会 

宁波市图书馆     宁波市图书馆学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 

 

 

附件：浙江省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申报表 

（下载地址：www.zpsl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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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浙江省“最美阅读空间”摄影大赛的通知 
 

各图书馆： 

近年来，浙江省许多图书馆新馆建筑跃然而起，为图书馆界和建

筑界均增添一抹亮色。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大力推进书香社会的建

设，同时展示建筑美感，以及布局舒适合理的阅读空间，浙江省图书

馆学会图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宁波市图书馆和宁波市图书馆学会

拟于 2016 年 7-9 月举办“最美阅读空间”征集活动，公开征集原创

作品。 

一、活动名称 

“最美阅读空间”摄影大赛 

二、征集时间 

2016 年 7 月 1 日——9 月 30 日 

三、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须为数码电子稿件，需原创作品，且未曾在其他摄

影比赛中获得奖项。 

2、参赛作品的题材、风格不限，需能体现阅读空间的建筑美、

结构美、布局美，如图书馆外观、内景；也可以是书店、私人书房等

造型、内景，黑白彩照均可。可单照或组照投稿，每组照 4－8 幅。 

3、参赛作品应有作品简介，字数限 200 字以内，并附上作者联

系方式,请另附 word 文档，与摄影电子稿一起递交。 

4、作品要求： 

（1）手机作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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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作品为手机一次性拍成的原始照片，仅可在手机上作亮度、

对比度、色彩饱和度、裁剪、像素压缩等简单处理，不接受全景、拼

接作品，禁止用电脑软件深度加工制作。 

参赛作品大小为 1M 以上，使用外接镜头等手机附件请在作品介

绍中注明。 

（2）相机作品要求 

参赛作品内容须真实，允许运用摄影技术手段进行艺术创作。在

不改变照片内容的前提下，可以对照片的锐度、饱和度、对比度、曝

光曲线、白平衡和色彩平衡等作适度调整。 

参赛作品须为 JPG 格式，每幅作品文件长边 3000 像素以上；请

作者保留好原始文件，如参赛作品入选，主办单位将在规定时间内请

作者提交原始数据文件。 

5、本次征集请参赛者将摄影作品（jpg 格式）和参赛表格统一

上交图书馆,由各图书馆统一报送。 

四、投稿作品报送 

各馆将摄影作品（jpg 格式）和参赛表以附件形式打包发送到：

81969797@qq.com(何东凝老师)，附件名以“单位名称-作品数量-联

系人”命名，如：杭州图书馆-10 幅-张明。邮件主题请注明“最美

阅读空间”字样。 

五、案例评选和表彰 

本分委会将成立评审委员会，将投稿作品分为手机组和相机组，

并进行整理和审核，通过初评和终评最终评出各组别一、二、三等奖

及优秀奖，以及优秀组织奖若干并颁发奖品证书。获奖的优秀作品，

将安排在各图书馆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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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咨询 

宁波市图书馆    何东凝   电话：0574-87362346 

请各图书馆接到本通知后，及时、广泛地进行宣传，积极做好组

织报送工作。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 

宁波市图书馆     宁波市图书馆学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浙江省“最美阅读空间”摄影大赛参赛表 

（下载地址：www.zpsls.cn） 

 

 

关于征集“图书馆视觉空间”展览作品的通知 

 

各图书馆： 

近年来，浙江省新馆建筑跃然而起，为图书馆界和建筑界增添了

一抹亮色。为充分展示近年来我省各图书馆在新馆建设、环境和空间

布局方面取得的成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建筑与环境分委会继续面向

全省图书馆开展“图书馆视觉空间”展览照片和图书馆介绍的征集活

动，并拟在全省图书馆组织开展巡展活动，从而为业界提供参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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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图书馆设计的主要特征及设计要素，帮助增进了解图书馆建筑功能

的划分、环境绿化的布局，以及对建筑设计的空间尺度感知。 

一、征集时间 

2016 年 6 月 23 日——9 月 30 日 

二、征集范围 

2010 年以后开馆的新建图书馆，包括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 

三、作品要求 

图书馆特色建筑照片 3-8 张，例如图书馆建筑外观、图书馆内景

布置等场景，并请随照片附上图书馆简介，尤其是建筑功能、布局、

环境绿化及设计说明。照片要求为 JPG 格式，大小在 2M 以上。 

四、作品报送 

请各图书馆接到通知后，及时、广泛地进行宣传，并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将照片及图书馆简介以电子版形式报送至浙江省图书馆

学会图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 

联系人：何东凝     电子邮箱：81969797@qq.com 

联系电话：0574—87362346，18069155022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 

                                         2016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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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阅读刊物的阅读推广实例”征集活动 

的通知 

中图学字〔2016〕46 号 

各图书馆： 

随着我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图书馆积极践行阅读

推广的重要使命，在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阅读

刊物作为图书馆参与和促进社会阅读推广的重要手段，受到越来越多

图书馆的关注与重视。图书馆如何以阅读刊物为平台来更好地进行社

会阅读推广、传播书香文化？如何提高阅读刊物的办刊水准、推广效

果来凝聚更多阅读群体？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馆与

社会阅读专业委员会将开展“阅读刊物的阅读推广实例”征集活动，

旨在加强工作交流，进一步提高阅读刊物的编辑、宣传、推广能力，

发挥图书馆引导阅读、组织阅读的作用，促进社会阅读活动深入持久

地开展。征集事项详见：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

06/03/news_9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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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信息时代数字未来 

——2016 年数字图书馆业务技能竞赛”的通知 
 

中图学字〔2016〕47 号 

 

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会，各单位会员，

各图书馆： 

为响应党和政府“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号召，

加强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各级各类图书馆的

服务能力与水平，中国图书馆学会将于 2016 年 6 月至 10 月面向全国

各级各类图书馆举办“信息时代数字未来——2016 年数字图书馆业

务技能竞赛（以下简称竞赛）”。 

本次竞赛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

馆学（协）会协办，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以“数字图书馆业务技能”为核心，面向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人员，

设立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采取网上竞赛与现场竞赛相结合的

方式举行。具体通知详见：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

6-06/15/news_9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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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第二届全国图书馆 

未成年人服务论坛的通知 
 

中图学字〔2016〕5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会，各图书馆： 

全民阅读是立足中国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与竞争力的重要

举措，近两年来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今年召开的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民阅

读”。可见，广泛而深入地开展阅读活动已经成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

各界关注的重点和共识。为倡导儿童阅读服务新理念，交流儿童阅读

服务的好经验，宣传儿童阅读服务的最佳实践，提升全国图书馆界的

未成年人服务水平，中国图书馆学会将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主题为“阅读与成长”的“第二届全国图书馆

未成年人服务论坛”。有关事项通知详见：http://www.lsc.org.cn

/c/cn/news/2016-06/17/news_91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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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科普阅读推广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 
 

中图学字〔2016〕54 号 

各图书馆： 

近年来，在推动全民阅读的背景下，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纷纷

加大了对科普阅读出版物的推广力度，涌现出很多好的理念和做法。

为倡导科普阅读推广新理念，交流、宣传科普阅读推广的好经验，提

升服务效能与水平，现面向全国征集科普阅读推广优秀案例。征集要

求详见：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6/22/news_915

5.html 

 

 

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阅读推广人” 

培育行动第五期培训班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会，各会员单位，

各图书馆： 

继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明

确表示要着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之后，李克强总理连续两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要求，把读

书作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依托。“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正是

中国图书馆学会在长期从事阅读推广工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孕育而

成的。为培养一批具有一定资质，可以开展阅读指导、提升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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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和阅读能力的专业与业余人士，中国图书馆学会搭建了继续教育

体系，作为本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图书馆学会决定举办以数字

阅读推广为专题的“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第五期培训班。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6/30/ne

ws_9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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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址：www.zpsls.cn 

联系电话:(0571)87986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