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图学字〔2019〕82号 

 

 

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会，各图书

馆： 

为了发现和宣传 2018 年全民阅读工作中组织得力、成效突

出的组织、单位、个人和项目，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共同

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经研议，34 个单位进入“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名单，15个单位进入“2018 年全民阅读优秀组织”名单，

50 个单位进入“2018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名单，54个项目进

入“2018 年阅读推广优秀项目”名单。本次进入名单的有关单

位和个人在年度全民阅读工作中，积极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织策划了理念新颖、内容丰

富、品牌效应较好的阅读推广活动，对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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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通知。 

 

附件：2018年全民阅读工作有关名单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9 年 7月 31日 

 

 

 



附件 

（以单位首字拼音排列） 

 

一、全民阅读示范基地（34个）： 

宝鸡市图书馆 

北京市石景山区图书馆 

朝阳市图书馆 

重庆市南岸区图书馆 

大连市图书馆 

大庆市图书馆 

敦煌市图书馆 

福建农林大学图书馆 

赣州市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吉首大学图书馆 

晋城市图书馆 

军事科学院图书馆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平顶山市图书馆 

上海市长宁区图书馆 

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 

石屏县图书馆 

四会市图书馆 

松原市图书馆 

苏州市姑苏区图书馆 

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 

铜陵学院图书馆 

武汉工商学院图书馆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图书馆 

孝感市图书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图书馆 

邢台市图书馆 

雅安市图书馆 

张家港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浙江大学图书馆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淄博市张店区少儿图书馆 



二、2018年全民阅读优秀组织（15 个）： 

安徽省图书馆白湖分馆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 

北京市顺义区图书馆 

重庆市长寿区图书馆 

承德市图书馆学会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辽宁省图书馆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 

沁旗图书馆 

上海市闵行区图书馆 

通化市图书馆 

西藏山南市图书馆 

扬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阳新县图书馆 

云南省通海县图书馆 

 

三、2018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50 个）： 

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安康市图书馆 

白银市图书馆 

昌江黎族自治县图书馆 

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 

长春工程学院图书馆 

长兴县图书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 

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广州图书馆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 

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菏泽市图书馆 

呼伦贝尔市图书馆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桦甸市图书馆 

淮安市图书馆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 

九江市图书馆 

开远市图书馆 

克拉玛依市图书馆 

丽江市图书馆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灵山县图书馆 

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 

南充市图书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齐齐哈尔市图书馆 

全椒县图书馆 

厦门大学图书馆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山西大学图书馆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深圳市盐田区图书馆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朔州市图书馆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腾冲市和顺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梧州市图书馆 

西藏图书馆自治区监狱分馆 

湘潭市图书馆（少儿馆）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图书馆 

兴仁市图书馆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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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年阅读推广优秀项目（54 个）： 

项目名称 参评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安徽省图书馆“文化小市集”系列读者活动 安徽省图书馆 钱兰岚 

阅读马拉松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网教办 胡希琴 

北京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之 

“泥人张”校园行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于  静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生态环保课堂 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 樊亚玲 

“阅天下·邂逅图书馆之美”游学在项目 

（一周年） 
长沙市图书馆 王自洋 

“碚城同读一本书”系列活动 重庆市北碚图书馆 邓玉兰 

茶山图书馆 2018 年“学研行”活动 东莞茶山图书馆 李培军 

声光色影读经典 东莞图书馆 奚惠娟 

“千家万户”阅暖工程——邻里图书馆 佛山市图书馆 张  萌 

福州大学“朗读者”创意阅读推广活动 福州大学图书馆 刘敏榕 

“签·约世界”国际青少年书签设计交流活动 广州图书馆 冼伟红 

书心旅图——关爱农民工子女阅读推广项目 贵州大学图书馆 张正平 

2018“布客书屋儿童阅读推广活动项目” 贵州省图书馆 周  琦 

坚持文化公益引领、培育君子六艺之风—— 

哈尔滨市图书馆公益课堂老年研学阅推活动 
哈尔滨市图书馆 李冬梅 

“读道”荐书分享会 海南省图书馆 李  彤 

2017·黑龙江省首届社区文化节“美丽家园· 

幸福生活”龙江故事大赛 
黑龙江省图书馆 高文华 

融入城市的阅读推广—“新时代新武汉新风采” 

阅读走拍摄影活动 

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武昌首义学院图书馆、 

湖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湖北大学图书馆 

陈  燕 

吉林省典籍博物馆展览展示项目 
吉林省图书馆 

（吉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吴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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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参评单位 
项目 

负责人 

挖掘特色馆藏 推广华侨文化—— 

“华侨华人文化周”活动 
暨南大学图书馆 史小军 

嘉峪关市“点灯人”志愿服务团队 嘉峪关市少儿图书馆 宋宝华 

最是书香能致远——与留学生谱写 

“一带一路”的故事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胡朝德 

“阅生活”：阅读伴随生活 金陵图书馆 尹士亮 

品读昆山 昆山市图书馆 金  磊 

“为你朗读”——体验“制造声音”的乐趣 乐清市图书馆 林回清 

“乐·读”项目 辽宁省图书馆 卢  丹 

青少年阅读实践基地——柳州市图书馆 

未成年人基地建设服务项目 
柳州市图书馆、柳北区教育局 叶伟伶 

“图书大篷车”流动服务书香浸润洪城 南昌市图书馆 胡才高 

诺敏沙图——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多乐娜 

巴人读书节 宁波市奉化区图书馆 林肖锦 

“阿拉宁波人”系列沙龙阅读推广活动 宁波市图书馆 徐益波 

全民阅读·书香彭阳——我是朗读者 彭阳县图书馆、彭阳县电视台 杨万库 

啡阅青岛 
青岛市市南区文化和旅游局、 

青岛市市南区图书馆 
解春萍 

“领读者”立体阅读推广项目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郭  晶 

海尚悦读 寻梦上海——海派文化阅读推广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蔡迎春 

中华传统文化系列赛事——中华诗词文赋大赛 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 黄  莺 

“交圖·安泰书道计划”——融合创新型 

大学新生阅读培育项目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郭  晶 

“星星点灯”自闭儿童读书会 
深圳南山图书馆、南山区义工联、

星光康复中心 
朱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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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参评单位 
项目 

负责人 

“阅在深秋”公共读书活动 

深圳图书情报学会、深圳图书馆、

福田区图书馆、罗湖区图书馆、南

山图书馆、宝安区图书馆、光明区

公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龙岗区图

书馆、盐田区图书馆、坪山区图书

馆、龙华区图书馆、深圳大学城图

书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深圳技术大学图书馆 

张  岩 

石家庄市图书馆美诗团 石家庄市图书馆 董英明 

“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图书推荐活动 首都图书馆 陈  坚 

“飞阅松湖”国家级高新区图书馆青少年 

科普阅读推广 
松山湖图书馆 徐  黎 

“吴门缥缃”传统文化推广活动 苏州图书馆 孙中旺 

“我是你的眼”视障读者系列主题活动 苏州图书馆 曹  卫 

太宝少儿阅读俱乐部——多元化一站式 

少儿阅读推广活动 
太原市图书馆 郭欣萍 

“读经典 传文化”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 

传统文化推广系列活动 
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 刘  宵 

“同读一本书 共圆中国梦”—— 

习近平著作在线诵读活动 
通辽市科尔沁区图书馆 王  黎 

“足球运动思维与英语”素质教育项目 梧州市图书馆 傅家宝 

“笔墨涟漪”抄书接力 武汉大学图书馆 朱  丹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西藏民大图书馆 

21 天阅读打卡计划 
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 冯  云 

烟台图书馆“灯塔故事会” 烟台图书馆 宋书兰 

“悦读·扶智”文化扶贫行动 盐城市图书馆 戈建虎 

云南中医药“杏林经典读、学、用” 

主题系列活动 
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祁苑红 

人图领读者 中国人民大学 程  鑫 

香山人行世界 中山纪念图书馆 吕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