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第二届优秀学术成果获奖名单（著作类） 

 

序号 姓名 单 位 成果名称 奖项 

1 姜  珊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创业服务研究 二等奖 

2 
胡艳玲 

董娅丽 
长春市图书馆 图书馆学概论 二等奖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第二届优秀学术成果获奖名单（课题类） 

 

一等奖 2项，二等奖 6项，三等奖 7 项。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课题 

负责人 
单 位 课题名称 奖项 

1 刘  岩 
长春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 

吉林省图书情报机构服务智库功能与能

力研究 
一等奖 

2 常  盛 长春市图书馆 
5G 时代基于“信息生态”语境下的图书

馆全媒体服务框架构建与研究 
一等奖 

3 尹桂平 
吉林医药学院 

图书馆 

基于阅读疗法面向高校教师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的实践研究 
二等奖 

4 刘秉宇 吉林省图书馆 萨满文献资源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 二等奖 

5 刘建平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图书馆 

泛在知识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学习共享空

间的构建研究 
二等奖 

6 李  燕 延边图书馆 
全民阅读环境下中国朝鲜文出版物发展

研究 
二等奖 

7 张蕴娣 
长春工程学院 

图书馆 

大数据背景下吉林省图书馆用户信息素

养教育模式研究 
二等奖 

8 潘炜志 
吉林农业大学 

图书馆 
数字模式下农业文献信息服务模式研究 二等奖 

9 王海月 
吉林农业大学 

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与教学改革的分析

与研究 

三等奖 

10 刘姝旭 长春市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3.0 时代少儿创客空间研究 三等奖 

11 刘  瑜 吉林体育学院 
基于高校图书馆大数据的学生信息素养

教育研究 
三等奖 

12 岳凌云 
长春工程学院 

图书馆 

交互式信息检索评价指标构建及应用研

究 
三等奖 

13 高  颖 白城师范学院 
转型发展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重点学

科文献资源保障研究 
三等奖 



14 郭  山 吉林省图书馆 

新媒体融合视域下公共图书馆综合传播

力提升研究——基于 5G 时代“三微一端”

营销策略 

三等奖 

15 蔚晓慧 
吉林医药学院 

图书馆 

基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图书馆

服务模式研究 
三等奖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第二届优秀学术成果获奖名单（论文类） 

 

一等奖 7项，二等奖 20项，三等奖 36项。各等奖项按姓名笔划排序。 

一等奖 7项（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姓名 单 位 论文题目 

1 王春蕾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美国图书馆数字徽章认证学习服务及其启

示 

2 杨明秋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吉林省高校图书馆阅

读推广现状调研 

3 杨贺晴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5R 视角下 CASHL 学科用户调研及营销策略

研究——以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4 何宝亮 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智慧型知识服务系统

研究 

5 邵玉河 吉林外国语大学 
高校图书馆在线信息素养教育调查与分析

———以 42 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例 

6 胡  莹 吉林省图书馆 
吉林省公共图书馆农民工子女阅读推广服

务研究 

7 康  英 北华大学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阅读推广的关键影

像因素识别研究 

二等奖 20 项（按姓氏笔划排序） 

8 王英华 长春市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策略研究—

—以长春市图书馆示范分馆和阅书房建设

为例 

9 卢冬岩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图书馆传统戏剧文献资源建设与文化传播

研究 

10 吉万明 长春财经学院图书馆 高校智慧图书馆构建与服务模式探析 

11 朱亚玲 长春市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的融合服务与创新 

 —以长春市图书馆“城市阅读书网”为例 

12 刘劲节 长春市图书馆 
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社

会合作模式——以长春市图书馆为例 

13 刘建平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智能+”时代高校智慧图书馆用户服务体

系创新研究 

14 刘晓华 长春财经学院图书馆 
面向网络空间治理的社交网络信息交流协

同创新机制分析 

15 刘  路 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基于机器学习的数字图书馆智能化服务模

式创新 



16 刘  静 长春大学图书馆 
非遗视角下高校图书馆 

戏剧文化保护与传承策略研究 

17 杨  坤 长春市图书馆 
文旅融合时代城市图书馆服务感知模式的

重塑——以长春市图书馆为例 

18 杨威娜 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图书馆绘本阅读推广对儿童阅读行为影响

实证研究——以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为

例 

19 肖喆光 吉林师范大学 
高校图书馆对东北二人转文化保护与传承

策略研究 

20 吴  闯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基于 CRExplorer 文献影响力类型分析的海

量文献学习策略研究——以脑机接口领域

为例 

21 张  彤 吉林省图书馆 

后疫情时代公共图书馆数字创意服务模式

研究——以黑吉辽三所省级公共图书馆为

例 

22 
周秀霞 

李巍等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基于“双一流”建设的世界级信息资源服

务体系构建研究 

23 赵丹妮 吉林工商学院 
5G 时代基于创客空间高校图书馆进行创新

素养教育的新举措 

24 郝天晓 吉林省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少儿志愿服务工作探析——以

省图书馆亲子图书管理员志愿服务项目为

例 

25 高  源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和读者活动的探索与

实践 

26 郭  山 吉林省图书馆 
基于 SIR 模型的公共图书馆“三微一端”营

销策略研究 

27 常  盛 长春市图书馆 5G 时代图书馆信息生态服务框架构建研究 

三等奖 36 项（按姓氏笔划排序） 

28 丁文伍 长春市图书馆 
公共文化空间运行机制的实证探索——以

长春城市书网为例 

29 王  丹 吉林医药学院图书馆 
基于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医学文献检索教

学改革探索 

30 王志岩 长春光华学院 

《新时代民办高校图书馆队伍建设现状与

对策》——以吉林省民办本科院校图书馆

为例 

31 王塞楠 敦化市图书馆 
探索公共图书馆在文旅融合时代如何创新

服务 

32 尹桂平 吉林医药学院图书馆 
阅读疗法提升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个案研

究 

33 邓  芳 长春人文学院图书馆 疫情期间民办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浅析 

34 冯昕杰 吉林省图书馆 
基于采编工作一体化模式的采编工作改革

研究 



35 曲丹秋 长春财经学院图书馆 
疫情背景下智慧图书馆应急管理与服务能

力提升路径研究 

36 刘姝旭 长春市图书馆 

关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图书馆

应急信息服务的研究与思考——以长春市

图书馆为例 

37 李  丹 吉林省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空间再造与服务

创新 

38 李  萌 吉林省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实践与思

考——以吉林省图书馆为例 

39 何淑梅 和龙市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与旅游融合的模式研究 

40 何  毅 吉林建筑大学 自闭症贴吧中文本聚类结果的可视化研究 

41 邹  梅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智媒时代高校多校区图书馆管理模式探索 

42 宋雪飞 辽源市图书馆 
新媒体时代公共图书馆青少年阅读推广策

略研究 

43 张  戈 吉林省图书馆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图书馆信息服务建设

的启示 

44 张  净 吉林省图书馆 
地方文献阅览室服务模式与管理制度改革

初探 

45 陈冬冬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探究 

46 陈垚宇 吉林省图书馆 

符号互动论视角下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

广活动研究——以吉林省图书馆少儿活动

为例 

47 陈登科 长春理工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在高校思想宣传中的独特作用 

48 金仙花 延边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助推全民阅读探析---以延边地

区公共图书馆为例 

49 金凇卉 延边图书馆 
跨界合作视域下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以延边图书馆为例 

50 周  琳 长春市图书馆 
创新阅读空间 联结人与城市——长春市

图书馆“阅书房”建设探索与实践 

51 赵秀敏 吉林社会科学院 
微信平台在地方社科院图书馆阅读服务中

的应用 

52 荣宏伟 长春人文学院图书馆 
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图书馆远程读者服务探

索 

53 胡艳玲 长春市图书馆 
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系统研

究 

54 姜  瑛 延边图书馆 

民族特色文献开发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研究——简述延边馆的民族文献建

设 



55 秦大勇 敦化市图书馆 县级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服务创新 

56 徐  波 白城市图书馆 基于内部支存储的图书馆数据存储探讨 

57 展  博 长春人文学院图书馆 后疫情时期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探讨 

58 崔美善 延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少儿图书馆的品牌推广 

59 温  泉 吉林省图书馆 谈谈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三去一降一补” 

60 蔡艺玲 延边大学图书馆 探讨数字信息环境下的图书情报服务 

61 蔚晓慧 吉林医药学院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服务策略

探讨 

62 潘炜志 
吉林农业大学 

图书馆 
以文献强度为基础的文献推荐系统 

63 濮  伟 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浅析少儿图书馆如何让传统家文化散发出

新的时代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