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图学字〔2018〕104号 

 

 

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会，各图书

馆： 

为充分调动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

会和广大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积极性，经研议，25 个单

位进入“全民阅读示范基地”名单，21 个单位进入“2017 年全

民阅读优秀组织”名单，58 个单位进入“2017 年全民阅读先进

单位”名单，53个项目进入“2017 年阅读推广优秀项目”名单，

产生了阅读推广公益行动“扫码看书，百城共读”活动“优秀单

位”“优秀读者”“优秀馆员”名单。本次进入系列名单的有关单

位和个人在年度全民阅读工作中，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

广活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是我国图书馆界推动全民阅

读的典型代表。 



我会号召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

会，各图书馆和全国广大会员及图书馆工作者，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向进入名

单的单位和个人学习，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优势，不断创新

阅读推广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努力提升全民阅读工作的层次和水

平，共同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贡献力量。 

 

附件：2017年全民阅读工作有关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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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以单位首字拼音排列） 

 

一、全民阅读示范基地（25个）： 

包头医学院图书馆 

北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市平谷区图书馆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 

重庆市北碚图书馆 

甘州区图书馆 

哈尔滨市香坊区图书馆 

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开封市图书馆 

昆明市图书馆 

昆山市图书馆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柳州市图书馆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南宁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宁波市鄞州区图书馆 

秦皇岛图书馆 

曲阜市图书馆 

三明学院图书馆 

三亚市图书馆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天津市和平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 

延安市图书馆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

学院）图书馆

  

二、2017年全民阅读优秀组织（21 个）： 

宝鸡市图书馆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 

昌吉回族自治州图书馆 

大连图书馆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图书馆 

福州市闽侯县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合肥市图书馆 

河北省图书馆学会 

红河州图书馆学会 

湖州德清县图书馆 

兰州市图书馆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 

松原市图书馆 

遂宁市图书馆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图书馆 

武汉工商学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石河子市图书馆 

邢台市图书馆 

枣庄市图书馆学会 

 

三、2017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58 个）： 

北京市石景山区图书馆 

长春工程学院图书馆 

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长沙县图书馆 

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大庆市图书馆 

邓州市图书馆 

敦煌市图书馆 

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图书馆 

佛山市图书馆 

阜宁县图书馆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图书馆 

海安县图书馆 

邯郸市图书馆 

呼伦贝尔市图书馆 

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 

吉首大学图书馆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图书馆 

晋城市图书馆 

军事科学院图书馆 

克拉玛依市图书馆 

库尔勒市图书馆 

丽江市图书馆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泸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南昌市图书馆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平顶山市图书馆 

钦州市图书馆 

全椒县图书馆 

三河市图书馆 

厦门市翔安区图书馆 

山西大学图书馆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上海市杨浦区图书馆 

上海市长宁区图书馆 

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 

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石屏县图书馆 

四会市图书馆 

苏州市姑苏区图书馆 

苏州市职业大学图书馆 

腾冲市和顺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铁力市图书馆 

通辽市科尔沁区图书馆 

铜陵学院图书馆 

温州乐清市图书馆 

乌鲁木齐市图书馆 

武汉科技大学图书馆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图书馆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咸阳图书馆 

烟台市莱山区图书馆 

烟台图书馆 

浙江省长兴县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四、2017年阅读推广优秀项目（53 个）： 

项目名称 参评单位 项目负责人 

包头市草原书屋农牧民读书节 
包头市图书馆、 

包头市图书馆学会 
高玉波 

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田----

科普绘本《谢谢你！红树林》 

阅读推广 

北海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 
姚小玲 

以参与丰富体验，以文化拓展阅读 

——图书馆文化工作坊阅读推广活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 别立谦 

“100 悦读”文化品牌建设 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丁  娜 

“家风·学行合一”系列家庭教育活

动 
北京市通州区图书馆 杨兰英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阅读体验行活动 
北京市西城区第一

图书馆 
樊亚玲 

“中国梦·沧州情——海外华文作家

看狮城”系列活动 
沧州图书馆 宋兆凯 

“助力小微 创业孵化·引领创新 筑

阅读新空间”——长图创空间建设项目 
长春市图书馆 谢  群 

“学校——学生——家庭—— 

社会”推进全民阅读 

重庆市 

长寿区图书馆 
喻  平 

大朗镇“朗”字系列阅读品牌活动 

东莞市大朗镇 

文化广播 

电视服务中心 

梁丹婷 



项目名称 参评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莞城社区图书馆志愿馆长项目 东莞市莞城图书馆 王柏全 

青少年数字阅读夏令营 东莞图书馆 奚惠娟 

新媒体时代的深度阅读推广 

——佛山市“领读者”项目 
佛山市图书馆 屈义华 

“与作者共读新书”阅读推广 

系列活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图书馆 
孔晓明 

“谷雨诗会”：吟赞经典，诗韵流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图书馆 
曹  旻 

沙盘游戏 引领阅读 哈尔滨市图书馆 李冬梅 

“大湖名城悦读合肥”绘本故事 

表演比赛 

合肥市图书馆、合

肥市少年宫、合肥

市阅趣馆、合肥悠

贝亲子图书馆 

王晴文 

共筑校地图书馆，共园百姓阅读梦 

——校地共建全民阅读阵地推广 

项目 

河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洛阳市文广新局 
雷 方 

拓宽新思路 推出新举措 努力为视障

读者精神文化需求提供服务新项目

——黑龙江省图书馆无障碍服务中

心积极开展“心幕影院”活动 

黑龙江省图书馆 高文华 

汇聚经典文献  打造新型阅读空间—

—湖北大学琴园文献中心 
湖北大学图书馆 刘  刚 



项目名称 参评单位 项目负责人 

湖北省高校“学术搜索挑战赛” 

湖北省高校学校数

字图书馆、武汉大

学图书馆 

刘  霞 

湖北省演诵大赛暨“十佳演诵之星”

评选 
湖北省图书馆 贺定安 

第四届“书香校园·星星图书漂流屋”

图书共享读书活动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湖南网络工程 

职业学院）图书馆 

唐旭君 

“书香湖南﹒红星闪闪耀童心”2017

年湖南省少年儿童系列读书活动 

湖南省少年儿童 

图书馆 
金铁龙 

“黑土地上流动的讲堂”——吉林省

图书馆“扶贫大讲堂” 

吉林省图书馆 

（吉林省少年儿童

图书馆） 

赵瑞军 

金职院图书馆“两岸共读一本书” 

活动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 
郑丽仙 

晋江市少儿“一生阅读计划推广” 晋江市图书馆 郑君平 

“阅”动港城 书香筑梦—— 

“连图·全城共读”大型全市联动 

阅读推广项目 

连云港市图书馆 沈军军 

基于青年空间 APP 阅读推广新模式 

实践创新 

南京理工大学 

图书馆 
段  梅 

最是书香能致远——2017 江苏大学

生书偶创意设计作品大赛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设计学院 
夏媛媛 



项目名称 参评单位 项目负责人 

南京邮电大学“邮谊桥”中外文化交流

活动 
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杜  昊 

“大山雀自然学堂”阅读推广项目 宁波市图书馆 贺宇红 

最美时光妈妈团 

南昌市青山湖区 

图书馆、最美时光 

妈妈团（文化志愿者

团队） 

卢  冰 

《清华大学荐读书目》的修订出版与

阅读推广 
清华大学图书馆 胡显章 

厦门文史沙龙 厦门市图书馆 付  虹 

“书音”系列讲座——请原著者 

讲述自己的作品 
上海市宝山区图书馆 江  晔 

跟名师读名著 深圳南山图书馆 朱淑华 

海洋文化阅读系列活动 深圳市盐田区图书馆 尹丽棠 

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 
深圳市社会科学

院、深圳图书馆 
张  岩 

倾听您的声音，改进我们的服务之

《馆长接待日》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 
安  娜 

“手抄地方文献”阅读推广活动 朔州市图书馆 张  猛 

“爱阅 · 家”—幸福从家庭阅读开始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

湖图书馆 
李春梅 



项目名称 参评单位 项目负责人 

书香美院 经典阅读之时光邮局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

技术学院图书馆 
杨桂兰 

悦读宝贝计划 苏州图书馆 张  岚 

书香雅集——弘扬传统文化复兴 

民族经典 
太原市图书馆 郭欣萍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盲人阅读推广与

社会教育示范应用”项目 
天津图书馆 董  娜 

《自然课堂》系列公益阅读推广 

项目 
潍坊市图书馆 宫昌利 

“妈妈课堂”家庭成长项目 
苏州市吴江区 

图书馆 
杨  阳 

武汉工程大学图书馆“周五影院” 

武汉工程大学图书馆、

武汉工程大学图书馆 

学生管理委员会 

叶仙娥 

讲述长安故事，感知丝路文化 西安理工大学图书馆 王  浩 

帐篷书屋 西乌珠穆沁旗图书馆 孟根其其格 

阅经典·悦经典——以云南大学图书

馆阅读推广系列活动为例 
云南大学图书馆 杜宇芳 

“书香郑浓”——校园阅读分享 

微信平台 
郑州大学图书馆 曹炳霞 

 



五、“扫码看书，百城共读”活动 

优秀单位（25 个） 

长春市宽城区图书馆 

德清县图书馆 

德阳市旌阳区图书馆 

东莞市塘厦图书馆 

济南市图书馆 

金陵图书馆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临汾市尧都区图书馆 

临沂市图书馆 

内蒙古凉城县图书馆 

汕头市图书馆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遂宁市图书馆 

太原市图书馆 

通化县图书馆 

武汉图书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西安图书馆 

西平县图书馆 

新乐市图书馆 

新乡学院图书馆 

邢台市图书馆 

兴义市图书馆 

许昌市图书馆 

许昌学院图书馆

 

优秀读者（6 名） 

姓名 推荐单位 

蒋小峰 金陵图书馆 

祝馨怡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李嘉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袁玉萍 新乡学院图书馆 

袁有江 东莞图书馆 

张微微 许昌学院图书馆 



12 

 

优秀馆员（26 名） 

姓名 推荐单位 

王艳聪 长春市宽城区图书馆 

莫雪芬 德清县图书馆 

段玲 德阳市旌阳区图书馆 

罗春梅 东莞市塘厦图书馆 

王君英 济南市图书馆 

马小翠 金陵图书馆 

刘海涛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赵丽 临汾市尧都区图书馆 

王东 临沂市图书馆 

许利平 内蒙古凉城县图书馆 

叶紫菡 汕头市图书馆 

宫平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邹琳 遂宁市图书馆 

安春媚 太原市图书馆 

王志新 通化县图书馆 

李红涛 武汉图书馆 

张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但静修 西安图书馆 

张焱 西平县图书馆 

盖建丽 新乐市图书馆 

石红芳 新乡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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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推荐单位 

魏亨 邢台市图书馆 

贺静 兴义市图书馆 

党炜 许昌市图书馆 

刘涵 许昌学院图书馆 

方嘉瑶 东莞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