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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 2017 第二次会议在杭召开

2017 年 9月 8日，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杭召

开。会议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晓清主持。副主任潘

杏梅、褚树青、章云兰、赵继海、王云娣、毛旭、童庆松等出席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以下六项议程：

一、审议 2017 年省学会申报课题并立项。2017 年度省学会共有 45

项申报课题，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等 10项获准为立项资助课题，《桐庐县公共图书进民宿的构建与运

行》等 10项为立项不资助课题。

二、审议 2017 年省学会第七次优秀学术论文并评奖。2017 年度省学

会共有 79篇优秀论文参与评审，评选出一等奖 5名，二等奖 14名，

三等奖 20名。

三、审议 2017 年省学会学术年会征文并评奖。2017 年度省学会共有

23篇论文参与评审。评选出一等奖空缺，二等奖 2名，三等奖 4 名。

四、讨论中图学会青年论坛发言代表人选，决定推荐浙江图书馆金敏

捷为本次论坛发言代表。

五、讨论下半年召开的 2017 年年会方案。

六、审议通过三项历年课题结题申请：

1. Ztx2015A-3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推进镇（街）图书馆

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研究--以嘉兴市本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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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tx2016A-4 《宁波地区农村公共阅读服务发展现状及长效机制

构建研究》；

3. Ztx2016B-2 《社会力量参与城市书房建设及运维研究》。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杭召开

2017 年 9 月学会课题结题申请通过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完成情况

Ztx2015A-3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推进镇（街）图书馆公共服

务标准化均等化研究--以嘉兴市本级为例

完成

Ztx2016A-4 宁波地区农村公共阅读服务发展现状及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完成

Ztx2016B-2 社会力量参与城市书房建设及运维研究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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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医院图书馆基础业务知识培训班圆满举行

近年来我省各医院图书馆新进人员较多，且大部分非图书馆学相

关专业。为促使新进人员更好地开展图书馆服务工作，浙江省图书馆

学会医院图书馆委员会于2017年9月22日在杭州采荷大酒店举办基

础业务培训课程。来自全省的 38位医院图书馆从业人员参加了这次

培训，课上大家热烈交流，受益匪浅。

培训课程共有三节。第一节课是孙璐老师介绍信息化时代医院图

书馆的馆藏建设与用户服务，重点介绍了现阶段医院图书馆怎样进行

馆藏建设以及拓展用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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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璐 ▲邢美园 ▲蒋萍萍

第二节课是邢美园老师讲述医学信息检索课程，主要介绍了初级

检索的方法与技巧，如何利用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数据

库来进行中文文献的检索，以及如何利用数据库开展院内科研产出的

统计与分析；

第三节课是蒋萍萍老师带来图书分类与编目初级课程，重点讲述

如何用中图法第五版进行图书分类工作，以及如何进行计算机编目。

本次培训班主要针对医院图书馆新进人员开展，目的是让他们了

解到医院图书馆的工作流程有哪些，业务范围有哪些，需要掌握哪些

技能，可以开展哪些服务。内容非常实用，学员们也都学到不少知识。

希望他们能够热爱图书馆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做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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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创新与效能——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五次

（2017）学术年会在浙江丽水召开

秋高气爽，满城桂香。2017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2日，浙江省

图书馆学会第十五次（2017）学术年会在浙江丽水举行。来自浙江省

公共、高校、科研三大系统图书馆的代表，福建省图书馆代表和国内

知名图书馆界专家约 250 人济济一堂，以“图书馆服务创新与效能”

为主题，立足全国图书馆界，就近年来在图书馆领域的发展与实践经

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

本次会议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主办，丽水学院、丽水市图书馆

学会共同承办。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五次学术年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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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徐晓军主持，丽水学院院长

肖刚、丽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书记叶锦伟分别致辞。浙江省文化

厅副巡视员任群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浙江省图书馆学会近年来的变

化和发展，同时对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学会工作成效的体现等方面

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

焕文，浙江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处长倪巍，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

长刘晓清，福建省图书馆副馆长叶建勤等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对获得第七届优秀学术论文评选、

第十五次学术年会征文评选、优秀图书馆服务品牌评选、读者最喜爱

的乡镇（街道）图书馆等荣誉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和颁发证书。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五次学术年会颁奖仪式

年会组织安排三场主旨报告，四个分会场和一次年会展览。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程焕文，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所副馆（所）长、研究馆员周德明，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教育培训

师资库成员、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蒯大申分别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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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新目标新使命：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路向》《公共图书

馆服务效能及实现》《从公共性看公共服务发展趋势》的主旨报告。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五次学术年会主旨报告

程焕文教授从图书馆百年历史为源头，阐述了图书馆从哪来，

发展到如今中国图书馆的现状，以及未来该如何发展。中国图书馆界

的发展已经从最早向日本、欧美学习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并走向迈向世

界，引领潮流的发展方向。

周德明结合第六次全国等级评估，围绕“持证人数（率）、借

阅册次（率）、到馆人次（率）、（移动）网络服务量”四个最能体

现图书馆服务效能的重要指标，以上海图书馆一个个举措以及创新的



9

案例，为我们解答了图书馆如何提升服务效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

实指导意义。

蒯大申所长从公共性与文化的公共性的定义，公共性从无到有、

由强到弱的历史趋势，从私人物品短缺到公共物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和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趋势四个方面阐述了从公共性看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趋势。

分论坛分四个分会场，分别是用户服务与研究分委会主办“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城市书房）建设经验交流会”的分会场；古籍整理

与文献保护分委会主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古籍保护利

用”论坛；资源描述与编目分委会主办“数字资源发现与组织管理研

讨会”；《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主办“学术论文写作与投稿专

题研讨会”既有专家主旨报告、实践经验分享，又有理论阐述、互动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分论坛期间，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和宁

波市图书馆为大力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在丽水学院图书馆举办“最美

阅读空间”摄影大赛优秀作品展，展示优美的图书馆建筑和舒适的阅

读环境。之后，展览将在各图书馆举行。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五次学术年会展览



10

在一天半的主旨报告和分会场讨论中，参会代表与专家围绕大

会主题进行了观点碰撞和充分交流，现场气氛热烈。此次大会对于今

后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在拓展服务、开展学术研究和促进学术交流平台

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017 第三届浙闽论坛--欠发达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

在丽水景宁成功举办

2017 第三届浙闽论坛于 11月 2-3 日在美丽的畲族之乡景宁举

办。本届论坛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和福建省图书馆学会主办、丽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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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会和景宁畲族自治县图书馆承办。浙江图书馆刘晓清副馆

长、福建省图书馆叶建勤副馆长共同主持论坛，景宁县副县长余晓军

致欢迎词，介绍了中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的民族风情、历史人文。景

宁县文广新局林旭虹局长介绍了景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特别是图书

馆服务取得的新成就、新进展。特邀嘉宾上海社科院蒯大申教授、黑

龙江省图书馆毕洪秋研究馆员，以及来自浙闽两省的图书馆工作者代

表 50余名参与本次论坛。

丽水市图书馆季彤曦馆长、福建省三明市图书馆黄泽民馆长作主

题发言，分别介绍了各自图书馆在办馆条件相对困难的情况下，如何

充分挖掘潜力、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图书馆服务体系建

设、创新办馆思维、拓展服务内容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成绩。

▲丽水市图书馆季彤曦馆长 ▲福建省三明市图书馆黄泽民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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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省图书馆代表围绕论坛主题积极发言、分享经验，热烈互动，

并对今后工作重点、努力的方向进行了探讨。两位专家进行了点评，

蒯大申教授认为，图书馆发展到今天，将在更大范围内对公共文化资

源进行整合，成为更广阔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浙闽论坛这种不同背

景不同思路的交流与碰撞，实效明显，极有意义。

党的十九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次论坛结合学习领会十九大报告精神，围绕欠发

达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这一主题，就如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加快欠发达地区事业发展进行了充分研讨，对今后工作的开展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赴景宁县图书馆、大均文化礼堂、农家书

屋进行现场体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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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通知◆

关于公布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七次优秀学术论文、

第十五次（2017）学术年会征文评选结果的通知

浙图学发〔2017〕28 号

各市图书馆学（协）会、各会员：

浙江省 图书馆学会 第七次优秀学术论文 和 第十五

次（2017）学术年会征文经学会学术委员会评审并经公示，

现将结果予以公布(附件一、附件二)。

专此通知

附件一：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七次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名单

附件二：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五次学术年会征文获奖名单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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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七次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5 名)

编号 篇名 论文出处 作者 单位

YX 2017-09
MOOC 背景下的学科服务

探讨

《图书馆杂志》2015 年

第 3 期，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图书馆学情报学》

2015 年第 7 期

何立芳
杭州师范大学

图书馆

YX 2017-43
基于微观点的产品评论

微摘要研究

《情报学报》2015 年第

9 期
刘柏嵩

宁波大学图书

馆与信息中心

YX 2017-65

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探

索研究——以杭州图书

馆“作家公社”为例

《图书馆建设》2016 年

第 4期
陶琳 杭州图书馆

YX 2017-73

英美 7所大学图书馆战

略规划关键领域的演变

及新策略

《图书情报工作》2016

年 5 月刊，全文转载于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图

书馆学情报学》2016 年

第 8期

张焕敏
浙江大学

图书馆

YX 2017-79
国外高校图书馆同伴教

育的进展研究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6 年第 3 期
蒋一平

浙江工业大学

图书馆

二等奖(14 名)

编号 篇名 论文出处 作者 单位

YX 2017-03
浙江女性藏书史

（1127-1949）

《图书馆论坛》2015 年

第 2期
凌冬梅 嘉兴学院

YX 2017-08
图书馆领域社交网络应

用研究述评与展望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 年第 6 期
刘璇

杭州师范大学

图书馆

YX 2017-14

清代杭州爱日轩刻书考：

兼补《中国古籍总目》之

失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5 年第 3 期
彭喜双 杭州图书馆

YX 2017-22

一种基于专利引证网络

的知识流提取方法：随机

行走中的聚合效应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5 第 12 期
许琦

台州职业技术

学院

YX 2017-26
虚拟形象代言在图书馆

中的应用研究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5 年第 3 期
周频

湖州师范学院

图书馆

YX 2017-30
高校记忆工程框架体系

构建与实施研究

《浙江档案》2016 年 1

期
周群芳 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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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 2017-32
姚宏《剡川姚氏本战国

策》版本流传述略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核心）2015 年第 8 期
俞慧君 嵊州市图书馆

YX 2017-34
构建图书馆未成年人设

施安全标准框架

《新世纪图书馆》2016

年第 5 期
陈琦 杭州图书馆

YX 2017-37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

台互动性对用户满意的

影响研究:感知价值的中

介效应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6 年第 6 期
刘晓莉

浙江工商大学

图书馆

YX 2017-39
中文版信息安全自我效

能量表的修订与校验

《图书情报工作》2015

年第 7 期
王彩虹

浙江科技学院

图书馆

YX 2017-47

发亮、发声：引导大学图

书馆发展新理念――以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的

探索为例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5 年第 1 期
胡益芳

浙江师范大学

图书馆

YX 2017-70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总集

类善本题跋辑释
《文献》2015 年第 2 期 高明

浙江大学

图书馆

YX 2017-71
基于关联数据的政府信

息聚合研究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图

书馆学情报学》2015 第

10 期

丁楠
浙江大学

图书馆

YX 2017-72

也谈以按次付费方式采

购论文——对《美国大学

图书馆按量付费期刊采

购案例分析及思考》一文

的补充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5 年第 3 期
刘军

浙江大学

图书馆

三等奖(20 名)

编号 篇名 论文出处 作者 单位

YX 2017-01
基于导生制的混合式新

生入馆教育模式探究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5 年第 9 期
周频

湖州师范学院

图书馆

YX 2017-05
衢州流动图书馆服务标

准化的实践与研究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6 年第 2 期
周利红 衢州市图书馆

YX 2017-11

基于"学科馆员—临床"

的中医药院校嵌入式学

科服务现状分析与发展

策略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2016

年第 16 期
郑红月

浙江省中医药

大学图书馆

YX 2017-15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第五版）"B22 先秦哲

学"类目指瑕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6 年第 11 期
周雨华 衢州学院

YX 2017-27

《中国法》（第五版）"B98

其它宗教"的类目设置探

讨

《图书馆研究》

2016 年第 6 期
周雨华 衢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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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 2017-35

浅议新媒体环境下网络

视频在少儿图书馆服务

中的运用——以温州市

少年儿童图书馆“九色

鹿”少儿演播室为例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5 年 11 期
任东升

温州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

YX 2017-41
全球学科知识库发展现

状扫描

《图书馆》2015 年第 4

期
董文鸳

嘉兴学院

图书馆

YX 2017-44

《MOOC 环境下我国高校

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模

式研究》

《现代情报》2015 年第

12 期
邓 佳

浙江中医药大

学图书馆

YX 2017-45
我国真人图书馆活动本

土化实践的理性思考

《新世纪图书馆》2016

年第 1 期
潘欣

浙江师范大学

图书馆

YX 2017-51
学术数据库微信公众号

运营现状调查与评析

《出版科学》2016 年第

4 期
陈维

浙江传媒学院

图书馆

YX 2017-52

基于家庭因素的青少年

网络阅读两极化现象分

析——以浙江省在校青

少年为例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6 期
史雯

浙江传媒学院

图书馆

YX 2017-54

公共服务均等化视域下

农村基层图书馆服务创

新路径探析——以杭州

市萧山区图书馆为例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5 年第 6 期
周菁齐

浙江传媒学院

图书馆

YX 2017-59

协同视角下面向中医药

特色学科的嵌入式情报

服务路径分析及服务模

式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2016

年第 23 期
张曼

浙江中医药大

学图书馆

YX 2017-62

“浙西之冠”传朴堂——

平湖葛氏家族藏书源流

与特色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5 年第 1 期

史宁、陈

心蓉

嘉兴学院

图书馆

YX 2017-64
CC协议中SA授权要素之

分析研究

《图书馆杂志》2016 年

第 5期
傅蓉

浙江理工大学

图书馆

YX 2017-67

试析书店、民间公益图书

馆对公共图书馆的发展

启示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6 年第 6 期
叶丹 杭州图书馆

YX 2017-68
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弱势

群体服务策略比较研究

《图书馆建设》2015 年

第 7期
吴宇琳 杭州图书馆

YX 2017-74
2000-2014 年《四库全书

总目》研究综述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6 年第 3 期

程惠新

陈东辉

浙江大学

图书馆

YX 2017-76

高校图书馆微信服务平

台的设计与实现—以浙

江工业大学图书馆为例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16 年第 7/8 期
佘静涛

浙江工业大学

图书馆

YX 2017-77

基于科研生命周期理论

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

机制探索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6 年第 5 期
褚叶褀

浙江工业大学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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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五次学术年会征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0 名)

二等奖(2 名)

编号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单位

9
基于原创图文的图书馆微信内容建设分析—

—以宁波图书馆为例
陈莹 宁波图书馆

22 继承和发展: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 陈斌 杭州图书馆

三等奖(4 名)

编号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单位

2
新阅读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少儿影视品读活动

的实践与思考
刘紫丹

温州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

7
文化传承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古籍资源建设的

创意探究——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

孙巧云

胡燕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

馆；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图书馆

15
“文化浙江”语境下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提升

探究

郭闻钧

邵雪诗
舟山市图书馆

23
嵌入现代书院制育人平台的大学生阅读指导

实践研究

周群芳

韦乐平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

学院,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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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度学术研究

课题立项的通知

浙图学发〔2017〕29 号

各市图书馆学（协）会、各会员：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度学术研究课题，已经学会学术委员

会评审并经公示，现将立项课题予以公布 （附件） 。本年度课题完

成时间为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一年。请项目管理单位和项目负责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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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此通知。

附件：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度学术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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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度学术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1.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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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XH20

17A-01

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图书馆

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江康 杭州师范大学图

书馆

论文

ZTXH20

17A-02

基于网站调查的浙江省图书

馆数字阅读推广服务研究

胡益芳 浙江师范大学图

书馆

论文

ZTXH20

17A-03

面向语义WEB的林业知识共享

本体论构建研究

刘勇 浙江农林大学图

书馆

论文

ZTXH20

17A-04

高校图书馆创客教育的路径

研究

薛彩芳 湖州师范学院图

书馆

论文

ZTXH20

17A-05

《夜纺授经图》研究 凌冬梅 嘉兴学院 论文

ZTXH20

17A-06

建立中国音乐图书馆服务联

盟的构想与实现路径研究
王恺华 杭州图书馆 调研报告

ZTXH20

17A-07

“双一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

决策咨询信息服务模式研究

——以浙江大学为例

李懿 浙江大学

图书馆

研究报告

ZTXH20

17A-08

国内外图书馆基于社交媒体

的阅读推广评价研究

禇叶祺 浙江工业大学图

书馆

论文

ZTXH20

17A-09

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

体系中的玩具服务初探——

以嘉兴市图书馆为例

郑昀 嘉兴市图书馆 论文

ZTXH20

17A-10

图书馆开展情报服务的实践

探索——以职业教育情报服

务为例

张建君 宁波大学园区图

书馆

论文

2.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度立项不资助学术研究课题(共 10 项)

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单位 研究成果

ZTXH20

17B-01

桐庐县公共图书进民宿的构

建与运行

程建宇 桐庐县图书馆 结题报告

ZTXH20

17B-02

“三社联动”视角下促进基层

“阅读推广人”团队培育调研

王丽霞 海宁市图书馆 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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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XH20

17B-03

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的问题

与策略研究

卫芸 杭州师范大学图

书馆

论文

ZTXH20

17B-04

高校图书馆基于用户体验提

升微信公众平台持续使用意

愿机理研究

刘晓莉 浙江工商大学图

书馆

论文

ZTXH20

17B-05

舟山家谱中的耕读世家寻踪 郭闻钧 舟山市图书馆 论文

ZTXH20

17B-06

面向智能制造企业的图书馆

信息服务研究

朱兼白 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图书馆

论文

ZTXH20

17B-07

基于读者阅读行为的品牌化

阅读推广路径研究

逄淑美 嘉兴学院 论文

ZTXH20

17B-08

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化挖掘

和传承中的方法创新研究—

—以“杭州匠人”项目为例

柴玲姬 杭州少年儿童图

书馆

研究报告

ZTXH20

17B-09

浙江省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

服务模式探究——以科技成

果保护与转化为视角

张雅群 浙江大学图书馆 研究报告

ZTXH20

17B-10

高校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拓

展方向研究

舒 珊 浙江工业大学图

书馆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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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浙江省全民共读活动的通知

浙图学发〔2017〕31 号

各市图书馆学（协）会、各图书馆、各会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在发生

变化，数字阅读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为了

进一步推动浙江省数字阅读推广活动，提高数字阅读质量，浙江省图

书馆学会在全省组织开展“浙江全民共读”大型数字阅读活动。本次

活动采取线上活动的方式。根据最后每个参与者完成活动任务的程度

给予相应的奖励，最终评选出个人奖项和组织奖。 活动具体安排通

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浙江全民共读”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承办单位：各市图书馆学（协）会、各图书馆

支持单位：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三、活动时间

2017 年 10 月 1 日－12 月 30 日

四、参与对象

本次活动是在全省范围内展开的大型活动。全省图书馆馆员、广

大读者均可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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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参与方式（见附件）

六、活动内容

“浙江全民共读”活动，参与者可选择其中的一本或者几本图书

进行共读，并参与线上“读书打卡”、“我最喜欢的书摘”及“读书

心得”的任务活动，参与每项活动可得相应积分。

七、活动规则

“读书打卡”每天可签到 1 次，得 1 个积分；同时每日签到的

读者有机会获得随机红包。

“我最喜欢的书摘”发布 1 条得 3 个积分；

“读书心得”发布 1 条得 5 个积分。

最后统计读者个人总积分进行排名，（按照积分由高到低）；

八、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奖项设置分个人奖和组织奖。

个人奖 160 名，对积极参与的馆员、读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奖

励形式为学习通红包（可提现），由积分从高到低取。

一等奖 10 名：888 元（学习通红包）

二等奖 20 名：300 元（学习通红包）

三等奖 30 名：100 元（学习通红包）

鼓励奖 100 名：50 元（学习通红包）

单位组织奖： 请各市学（协）会、图书馆积极组织馆员、读者

参与活动，通过图书馆门户网站、微信、微博公众账号等新媒体（条

件允许可联系当地的电视、报纸媒体、广播等大众媒体或车载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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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线上活动宣传；也可采用海报、宣传单页等形式进行线下宣传（有

关活动宣传海报等资料，可向活动咨询联系人李玉珠索取）。对组织

活动效果良好的学会、图书馆颁发最佳组织奖证书（若干个）。

九、活动、技术咨询：

超星集团：李玉珠 182 6832 3206

秘书处联系方式

电话：0571－87986701、87988595

邮箱：xuehui@zjlib.cn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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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通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移动客户端的通知

浙图学发〔2017〕32 号

各市图书馆学（协）会、各会员：

为使广大会员及时掌握了解学会信息，方便会员交流和

学习，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借助超星“学习通”构建移动客户

端，现开通试用。请广大会员积极使用,并上传个人学术成

果，在使用过程中，如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随时向学会秘

书处反映，以便改进和完善。

专此通知。

学会秘书处：电话：0571－87986701、87988595

技术咨询：超星集团 李玉珠 182 6832 3206

附件：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客户端使用手册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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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客户端使用手册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移动端是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借助超星“学习通”打造

的掌上知识中心，注重阅读与学习，资源检索与利用，以及学会的会议活动等信

息汇聚，为广大会员用户提供多元化知识服务体验。多终端的学术交流，以小组

讨论、发消息等方式及时沟通思想，此外，移动端里的专题支持转发，轻松实现

知识的流转，将优质专题不断推荐给更多会员，使知识得到有效的传播。

一、下载安装

（1）在应用市场搜索和下载安装【学习通】APP

（2）或扫描二维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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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

1. 点击左上角小人图像，出现登录界面。

2. 登录界面，选择“注册新用户”，

填写相关信息并根据提示注册。

三、登录

1. 所在单位（图书馆）已开通学习通的会员：

输入已注册的帐号、密码登录学习通。

（1）点击“单位账号”

（2）输入所持证单位“学校/机构码”（输入单位名称即可：如浙江图书馆）

（3）输入个人的学号/借书证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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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位未开通学习通的会员

输入已注册的帐号、密码登录学习通。点击左上角，进入账号管

理，完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须真实有效。在“姓名”后请加上所在

单位名称。

四、进入“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域

点击右上角 “邀请码”，输入邀请码：zjstsg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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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中心

海量期刊资源，尽在其中，可在手机上实现自适应阅读体验。图

书馆情报期刊为学会各行各业的会员提供教育学习。

学术成果

学术成果集聚会员个人各种学术研究成果，方便会员自行管理

和会员之间交流。学会鼓励会员积极上传自己的学术成果，把此

平台建成会员的学习与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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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上传和管理

上传学术成果须通过 PC 端，访问地址：http://zjlibssp.dayainfo.com/

1. 输入您的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此账号与“学习通”不通用，须单独向

学会申请开通）

2. 登录后，点击“个人后台”进入个人成果管理后台

http://zjlibssp.daya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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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左侧的“用户基本信息”，可以对自己的头像、简介、研究方向等信息

进行修改，修改后，点击最下面的保存。

4. 点击左侧的“机构知识库信息管理-个人成果”，可以查看自己的成果（图 1）

点击“删除”即可删掉某条成果

点击“修改”，即可修改某篇期刊论文的收录数据库

点击“全文上传”，即可上传某篇文献的全文

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即可设置自己的中外文名称与任职单位，系统会根据

您填写的信息自动为您匹配成果（图 2）

点击右上角的“添加成果”，可以用过检索、批量上传、单篇上传三种方式

添加成果（图 3）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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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专题

为学会会员推荐大量关注的、热门的、流行的学术前沿专题，可

以自由、快捷地采集图书馆及本地资源，随时订阅专题、查看专题、

记录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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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荐

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推荐的热门图书、专题图书、可点击直接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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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小组

优质精品课程在线学习推荐。

优秀笔记精选和推荐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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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书房

进入【书房】查看资源，还可以对资源进行退订、移动、转发和

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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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优秀图书馆服务品牌
评选结果的通知

浙图学发〔2017〕36 号

各市图书馆学（协）会、各图书馆：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优秀图书馆服务品牌评选活

动，经评审专家组评选，评选出“综合奖”9 个、“卓越影

响奖”8 个、“最佳创意奖”6 个、“新技术应用奖”1 个。

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附件)。

专此通知

附件一：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优秀图书馆服务品牌名

单获奖名单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 10 月 26 日



36

附件：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优秀图书馆服务品牌

获奖名单

一、综合奖（排名不分先后）

编号 品牌名称 获奖单位

1 之江读书节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图书馆

2 大学生读书节 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3 “童萌汇”小书坊 台州市图书馆

4 天一约读 宁波市图书馆

5 杭州市民合唱学院 杭州图书馆

6 文澜讲坛 浙江图书馆

7 涵芬品牌服务 张元济图书馆

8 悦读伴你成长 宁波市北仑区图书馆

9 快乐课堂 舟山市图书馆

二、卓越影响奖（排名不分先后）

编号 品牌名称 获奖单位

1 春泥计划 瑞安市图书馆

2 三北讲坛 慈溪市图书馆

3 考研阅览专项特色服务 宁波大学图书馆与信息中心

4 幸福小书包 瑞安市图书馆

5 木玩阅读 云和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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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与参考》 绍兴图书馆

7 树袋熊 宁波市镇海区图书馆

8 光明行动 衢州市图书馆

三、最佳创意奖（排名不分先后）

编号 品牌名称 获奖单位

1 戏享童年 泰顺县图书馆

2 英为绘爱 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3 留学生特色化服务 浙江科技学院图书馆

4 “美丽洲”故事会 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

5 阅读“地球村” 海宁市图书馆工作者协会

6 叶子姐姐讲故事 宁波市图书馆

四、新技术应用奖（排名不分先后）

编号 品牌名称 获奖单位

1 慢读书单 舟山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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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源建设新技术·新理念·新常态与方位学术研讨会通知

浙图学发〔2017〕37 号

各市图书馆学（协）会、各会员：

针对图书馆技术环境、阅读需求和资源形态的变化，及时探讨新

技术发展对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思路、理念、模式等一系列问题所带来

的影响，理性思考文献资源建设的新常态、新方位和新趋势具有重要

意义。经浙江省图书馆学会资源建设与共享分委会和浙江省高等学校

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期刊专业委员会研究，定于2017年11月15-17

日在浙江嘉兴召开文献资源建设“新技术•新理念•新常态与新方位”

学术研讨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浙江省图书馆学会资源建设与共享分委会

浙江省高校图情工委期刊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嘉兴市图书馆

协办单位：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时间、地点

报道时间：11月 15 日下午

会议住宿、报道地点：嘉兴月河客栈

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同乐路 118 号

离会时间：11月 17 日

三、会议费用

食宿统一安排，交通、餐宿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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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人

孙云倩 办公室电话：0573-82535026 手机：18868346031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资源建设与共享分委会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关于公布浙江省阅读推广活动创意策划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浙图学发〔2017〕40 号

各图书馆：

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浙江图书馆主办，浙江省图书馆

学会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播分委会、宁波市图书馆承办的浙江

省阅读推广活动创意策划大赛于 11 月 6 日在浙江宁波成功

举办，来自全省公共、高校系统的 33 家图书馆代表团队以

“4.23 世界读书日”为主题策划了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的阅

读推广活动，大赛现场组织专家组对参赛作品进行了评比，

并以微信投票＋市民投票＋专家投票的形式，对大赛海报作

品进行了评选。现将大赛获奖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一：浙江省阅读推广活动创意策划大赛获奖名单

附件二：浙江省阅读推广活动创意策划大赛海报作品获

奖名单。评选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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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浙江省阅读推广活动创意策划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浙江海洋大学图书馆、海宁市图书馆、杭州图书馆

二等奖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景宁畲族自

治县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绍兴市

越城区图书馆、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信息中心

三等奖

舟山市定海区图书馆、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图书馆、温州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宁波市北仑区图书馆、义乌市图书馆、

宁波市奉化区图书馆、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绍兴图书

馆、江山市图书馆、淳安县图书馆、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

优秀奖

湖州市图书馆、长兴县图书馆、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图书

馆、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温州市洞头区图书馆、缙云县图

书馆、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嘉兴学院图书馆、龙泉市图书

馆、云和县图书馆、湖州市南浔区图书馆

最具人气方案奖

浙江海洋大学图书馆、海宁市图书馆、龙泉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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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浙江省阅读推广活动创意策划大赛

海报作品获奖名单

一等奖：

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

二等奖：

江山市图书馆、宁波市北仑区图书馆

三等奖：

杭州图书馆、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龙泉市图书馆

创意海报奖：

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江山市图书馆

市民喜爱的海报奖：

宁波市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宁波市北仑区图书馆

人气海报奖：

杭州图书馆、龙泉市图书馆、宁波市北仑区图书馆、浙江师

范大学图书馆、浙江海洋大学图书馆、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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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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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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