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图书馆学会文件

辽图学发 [2018] 18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召开“‘新时代·新使命·新服务’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的
通 知

各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学会定于 2018 年 12 月 6-7 日在大连召开

“‘新时代·新使命·新服务’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学术研讨

会”。欢迎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及关心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各

界人士参加此次会议。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辽宁省图书馆学会

承办单位：辽宁省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委员会

协办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学刊》编辑部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会议时间：2018 年 12 月 6-7 日



（二）报到时间：2018 年 12 月 6 日 14:00—18:00

（三）离会时间：2018 年 12 月 7 日下午

（四）报到地点：辽宁师范大学（黄河路校区）国际文

化交流中心

（五）会议地点：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三、会议内容

（一）辽宁省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委员会 2018

年工作会议；

（二）获奖论文交流；

（三）获奖征文颁奖；

（四）学术报告。

四、参会人员

（一）辽宁省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

特邀嘉宾和图书情报行业专家；

（二）获奖论文作者；

（三）图书馆工作相关机构及从业人员。

五、会议报名

（一）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会议交通、住宿费用自理，食

宿由会议统一安排。

（二）住宿费用

双人标间：350 元/间/天 单人间：350 元/间/天

（三）报名方式

请参会代表将参会回执于 12 月 3 日前发送至邮箱

tsgxllyjwyh@163.com

mailto:请参会代表将参会回执于12月3日前发送至邮箱tsgxllyjwyh@163.com
mailto:请参会代表将参会回执于12月3日前发送至邮箱tsgxllyjwyh@163.com


（四）联系人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李海瑞

电话：0411-82155558 13998572936

附件：1.参会回执

2.交通指南

3.获奖名单

辽宁省图书馆学会（代章）

2018 年 11 月 28 日



附件 1：

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手机 办公电话 E-mail

报到

时间
返程时间 住宿

□双人标间（350元/间/天）

□单人间（350元/间/天）

发票信息

单位名称：

税号：

单位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附件 2：

交通指南

报到地点：辽宁师范大学（黄河路校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飞 机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

1.出租车到辽师大西门 约 19 分钟，21元左右

2.地铁 2 号线辽师大站下，

到辽师大北门
约 34 分钟，票价 3元

火 车

大连火车站

1.出租车到辽师大西门 约 25 分钟，18元左右

2.电车 101路，到辽师大 北

门
约 45 分钟，票价 1元

3.地铁 2 号线辽师大站下，

到辽师大北门
约 37 分钟，票价 3元

大连北站

1.出租车到辽师大西门 约 32 分钟，35元左右

2.地铁 1号线转 2 号线，辽师

大站下，到辽师大北门
约 48 分钟，票价 4元

备注：以上行程时间及票价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



附件 3：

“新时代·新使命·新服务”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

获奖论文名单

一等奖（11 篇）

序号 姓名 单 位 论文题目

1 刘骁 东北大学图书馆

基于 SECI模型的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

化学术空间服务模式研究——以十所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学术空间为例

2 郑杨 沈阳药科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多元素养教育的研究

3
程罗德

白力杰

张红

大连海洋大学图书馆 AI 时代高校图书馆 VR 技术应用研究

4
黄沈涛

杨晓菲
大连市委党校图书馆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阅读推广问题

探究——以党校图书馆为例

5 李海瑞

朱慧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从版本价值角度探析民国平装书版本

信息著录——基于民国时期文献联合

目录平台

6
李妙玲

王蒙蒙

周晶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我国高校图书馆精准扶贫研究

7 梁盟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高职图书馆员职业精神的培育路径探

究——基于“优质校”建设背景

8 刘海涛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基于“阅读推广+”的高校图书馆信息

素养教育基地联盟建设研究

9 杨淑敏 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布局形态及服

务转型研究

10 丁安 辽宁工业大学图书馆
智慧推荐系统模型构建——用户需求

驱动下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创新探索

11 杨宝申 北镇市图书馆 基层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路径的选择



二等奖（17 篇）

序号 姓名 单 位 论文题目

1
陈斯斯

杨颖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

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一项阅读咨

询服务——基于表格形式书籍对接

服务

2 宫雪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
我国数字人文研究热点及合著网络

分析

3 刘纪刚 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

基于阅读倾向分析的艺术院校图书

馆阅读推广策略探究——以沈阳音

乐学院为例

4
刘丽萍

刘春丽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

角色转变：从信息素养馆员到元素养

馆员

5 刘阳 东北大学图书馆
美国公立大学图书馆捐赠服务的调

查与分析

6 马波

黄轶泽
东北大学图书馆

高校大学生移动阅读现状调查及图

书馆服务转型研究——以东北大学

为例

7 孙战彪

张红军
东北大学图书馆

区块链驱动的图书馆联盟资源协同

建设研究

8
王丽娜

王丽雅

钱晓辉

沈阳建筑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面向用户教育的价值回归研

究

9 王秀红 沈阳建筑大学图书馆
沈阳市低利用率文献合作存储体系

研究

10 姚晓春 鲁迅美术学院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空间服务现状调查与分

析

11 李晶彬 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

创新思维下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

作的升级——以我馆从“流通部”到

“学习支持部”的改革为例

12
李睿

王蒙蒙

周晶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基于群策层次分析法的机构知识库

产品评估研究——以辽宁师范大学

为例

13 马弘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CDIO 视角下基于移动端的新生入馆

自助式教育设计初探

14 吴海媛 大连大学图书馆
深化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以大

连大学图书馆为例

15 肖健民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依据

研究-以法律为视角

16 朱慧

吕元月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关于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服务的思

考——优势、难点与发展策略

17 刘晓辉 丹东市图书馆
基于心理延续模型的公共图书馆品

牌营销策略研究



三等奖（22 篇）

序号 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1
陈娜

祁宁

陈新

沈阳建筑大学图书馆 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角色定位

2
陈斯斯

韩爽

杨颖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
基于 Incites数据的信息科学、图书情

报学发文分析

3
董光芹

石磊

夏文秀

东北大学图书馆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策

略分析

4 董薇 东北大学图书馆

数字学术生态下高校图书馆服务迭

代研究——兼论高校图书馆数字化

可持续发展途径

5 黄轶泽

王政
东北大学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的推广实

践及思考——以东北大学为例

6 王洪 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

基于馆藏印的“鲁艺”校名全称考—

—兼及馆藏印开发利用对图书馆工

作创新的思考

7
汪宇彤

姜秋

郭淼

沈阳市图书馆
构建沈阳地区图书馆文化供给侧服

务平台

8 温暖 东北大学图书馆

RIA 视角下的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

—基于云舟域知识空间服务平台的

实践研究

9
杨晓莉

杨错
沈阳药科大学图书馆

创新驱动的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规

划与建设研究

10 高楠 大连市图书馆
从采访视角看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

建设创新发展

11 李树凯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辽宁省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纳入馆

藏目录现状及对策分析

12 李霞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合订题名文献著录方法分析

13 刘培旺
辽宁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

高校图书馆短视频阅读推广策略研

究

14 秦萍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图书馆
基于数字人文的高校图书馆嵌入式

服务模式研究

15 吴梦薇
辽宁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

公共图书馆突围：视觉艺术多元空间

构建之初探



16

徐凯

董文

李佳翼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从“阅读推广”到“阅读推广+”
——全民阅读视阈下“阅读推广+”
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17 徐其怀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图书馆新型管理体系的建设与评价

18 钟戈 辽宁科技大学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创新发展

研究

19 张春蕾 辽宁工业大学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员数据素养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

20 李婷 辽阳市图书馆
新形式下图书馆发展的探索——以

辽阳城市阅读联盟建设为例

21 闫莹 铁岭高等师范大学图书馆
基于智库理念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

务分析

22 李芝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

书馆

微信公众平台在高校图书馆服务中

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