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西北五省（区）图书馆第十六次科学讨论会学术论文获奖名单 

 

陕  西 

一等奖（5 篇） 

1.冯永财，魏媛斯青，刘延莉   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红色文化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2. 马月丽，冉  瑾   陕西省图书馆 

新时代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3. 孙浩东，王博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数据驱动的用户热门图书借阅行为多维分析 

4. 冯  云  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 

“十四五”时期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路径探讨 

5. 关  芳，雷崇鸽，赵可彤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陕西信息资源

研究中心 

空间再造视域下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影响力的评价研究 

二等奖（10 篇） 

1. 杜小荣，杨俊宏   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 

我馆馆藏红色文献的价值探析——以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为例 

2. 朱若星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高校知名学者特藏文献资源建设中的文化育人功能思考——以西北工业大

学图书馆“姜长英航空史料馆”为例 

3. 刘雅萍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三全育人”理念下的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读活动的思考——以商洛职业技

术学院图书馆为例 

4. 吕  璐，雷崇鸽，何  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文化、教育、服务：高校图书馆展览工作的实践经验与优化实施——以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 

5. 祁卓麟，郭  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你选书，我买单”热中的冷思考 

6. 张  璐，马毛宁，路国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我国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调研与研究 

7. 王  进，訾  莉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神木市图书馆 

陕西省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建设现状分析与运营建议 

8. 马  颖   西安市鄠邑区图书馆 

区县图书馆地方文献馆藏体系建设工作与实践——以鄠邑区图书馆地方文

献馆藏体系建设为例 

9. 刘  丹，张  敏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智慧馆员培育方略——以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 

10. 党肖婷   凤翔区图书馆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区县公共图书馆智能化服务研究与思考—

—以宝鸡地区公共图书馆为例 

三等奖（12 篇） 

1. 任  伟，张友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西安石油大学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科技类外文原版图书资源建设质量研究 

2. 黄冬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跨界合作驱动因素研究 



3. 李  子   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 

大数据环境下西藏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4. 郝天侠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新时代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探析 

5. 闫二开，白小鸽，曾宪玉，杨鲜艳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区块链+”模式在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应用研究 

6. 包明林，马王荣  安康学院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 

资源共建共享下社会公众健康信息素养促进研究——基于全国校地共建图

书馆的调查数据 

7. 单亚莉   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 

乐谱文献正题名选取与著录规范问题探讨 ——以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为

例 

8. 祝红艺，杨红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黄河流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及知识组织优化策略 

9. 马新杰   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 

《明实录藏族史料类编》古籍文献整理研究 

10. 王孝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借阅服务视域下的高校图书馆纸本文献资源建设研究 

11. 杨  帆   岐山县图书馆 

全民阅读  踔厉奋进在前行------岐山县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启示 

12. 马毛宁，张  璐，张  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西北地区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研究—以西北五省（区）双一

流高校为例 

 



 

甘  肃 

一等奖（9 篇） 

1. 张  曼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 

推进高校图书馆和城市社区图书馆（室）深度融合——以兰州市安宁区为

例 

2. 刘莉娜，曾静静，吴新年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基于文献计量的领域研究态势分析——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研究为例 

3. 田  倩   庆阳市图书馆  

市级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数据库建设实践与思考——以“南梁红色革命专

题库”为例 

4. 吴  鹏    甘肃省图书馆  

清代贵州方志瘴叙事初探 

5. 魏乔波    甘肃省图书馆  

身份认同视域下的图书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研究——基于文溯阁

《四库全书》藏书馆的思考 

6. 廖  琴，牛艺博，曾静静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文献

情报中心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环境智库研究热点主题及趋势分析 

7. 周改珠    麦积区图书馆  

县级公共图书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以甘肃省天

水市麦积区图书馆为例 

8. 许新龙   甘肃省图书馆  

基层图书馆互联互通建设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9. 顾振茹   甘肃省图书馆  

甘肃省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探析 

二等奖（16 篇） 

1. 陈  春    河西学院图书馆  

阅读疗法发展及应用述略 

2. 李  刚 环县图书馆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北基层公共图书馆适应性建设刍议 

3. 何晓箐    甘肃省图书馆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中的外籍人士著述 

4. 齐俊梅    嘉峪关市少儿图书馆  

做少儿图书的“点灯人”——嘉峪关市少儿图书馆志愿服务浅析 

5. 王维平    甘肃省通渭县图书馆  

陇上大儒胡缵宗诗文集考辩 

6. 曾雪梅，白忠睿   甘肃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藏天一阁旧藏两种明抄本考 

7. 焦  珂，周小燕，刘  勐  兰州大学图书馆兰州大学知识产权信息中心 

高校图书馆地理标志信息服务初探 

8. 张毅宏    甘肃省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路径探索 

9. 陈文霞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图书馆  

“书香肃州·父母同行”酒泉市肃州区图书馆亲子阅读活动案例研究 

10. 侯彩霞 张掖市甘州区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效能提升的探索——以张掖市甘州区图书馆为

例 



11. 李凤玲，夏生平   甘肃省敦煌市图书馆，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 

关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绘画品中供养人图像研究 

12. 吴艳花 陇南市图书馆  

浅议公共图书馆开展公民信息素养教育策略 

13. 许钦百 兰州财经大学图书馆  

云计算模式融入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浅析 

14. 雒爱琴 白银市图书馆  

《家庭教育促进法》与图书馆家庭阅读推广 

15. 刘  蓉 陇南市图书馆  

基层图书馆对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作用 

16. 马  慧 甘肃省图书馆  

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阅读空间整合问题的研究 

三等奖（30 篇） 

1. 安生潇    环县图书馆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层图书馆建设 

2. 陈江亚    甘肃省图书馆  

后疫情时代西北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比较研究 

3. 何等强    甘肃省镇原县图书馆  

王符《潜夫论》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4. 段红霞    通渭县图书馆  

文旅融合背景下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实践探索——以通渭县图书馆为例 

5. 苏  波    兰州市图书馆  

基于自媒体时代公共图书馆服务推广对策 

6. 胡  平    天水师范学院图书馆  



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改进研究 

7. 张生全    兰州市图书馆  

图书馆与乡村振兴项目研究 

8. 刘  勐    兰州大学图书馆  

甘肃求古书院的嬗变——兼谈其山长刘光祖 

9. 梁  燕    河西学院图书馆  

关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的几点思考——基于河西学院图书馆

“读书月”活动的案例分析 

10. 徐  萍 兰州市西固区图书馆     

新时代图书馆员能力建设研究 

11. 李雅洁，顾淑彦，王  虹   兰州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数据管理方案设计研究——以兰州大学图书馆为例 

12. 张建彪 甘肃省天水市图书馆  

浅析古籍保护中函套制作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以天水市图书馆古籍函

套制作为例 

13. 陈  文 嘉峪关市图书馆  

浅析互联网+总分馆体系下的运行与发展——以嘉峪关市图书馆为例 

14. 王海霞 兰州市安宁区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全民阅读——以安宁区智慧书屋为例 

15. 阿娜尔古力   阿克塞县图书馆  

少数民族图书馆事业发展——西北地区基层图书馆建设“阿克塞县图书馆” 

16. 张力播 兰州市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收集整理与开发工作

探析——以兰州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为例 

17. 闫翠红 张掖市高台县图书馆  



如何以农家书屋为营地开展乡村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探究——以张掖市高台

县农家书屋为例 

18. 蒋扎摆吉   天祝县图书馆  

图书馆与乡村振兴项目研究——以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图书馆为

例 

19. 刘  琼 庆阳市图书馆  

图书馆在文旅融合时代的使命与创新 

20. 杨  莹  岷县图书馆  

图书馆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以岷县图书馆为例 

21.焦雅菲   陇南市图书馆  

浅议甘肃陇南民间神祇崇拜与新时代促进当地乡土文化振兴 

22. 郑  娜 河西学院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红色经典阅读推广实践与思考——以河西学院图书馆为例 

23.王金萍 金塔县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空间建设与阅读推广 

24.段欢欢   镇原县图书馆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西北基层图书馆建设路径探究——以镇原县图

书馆为例 

25. 马瑞洁 甘肃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藏刘一明著作概述 

26. 王  佩 甘肃省图书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探析 

27. 徐  丽   甘肃省图书馆  

浅谈图书馆期刊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28. 刘芳平，李艳萍   通渭县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在文旅融合时代的创新服务 

29. 董引兄 平凉市庄浪县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文化传承与创新服务探析 

30. 谢  晖 兰州市图书馆  

儿童阅读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兰州市图书馆为例 

 

 

宁  夏 

一等奖（3 篇） 

1. 马丽娜，张 莉   宁夏图书馆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我国图书馆制度逻辑与推进路径  

2. 李梦竹   宁夏图书馆 

家庭、学校、公共图书馆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与探索 

3. 张静婕   宁夏图书馆 

国内图书情报学界对“区块链”的研究现状分析——基于关键词的关联规

则挖掘 

二等奖（6 篇） 

1. 王岚霞   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 

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中的路径选择 

2. 王媛媛，包海燕，李楠楠   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空间重组策略研究 

3. 张明乾   宁夏图书馆 

RFID 技术在宁夏公共图书馆的应用研究  



4. 李 潇，张玮晨   宁夏图书馆，银川市图书馆 

全民阅读与阅读推广工作研究——从《国家宝藏》在 B 站爆火引发博物馆

热探究公共图书馆创意传播模式 

5. 占红霞，陈韶华   宁夏图书馆 

社会捐赠参与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建设刍议 

6. 张雅欣   宁夏图书馆 

从数字资源建设角度谈图书馆中的数字阅读——以西北地区省级公共图书

馆为例 

三等奖（9 篇） 

1. 刘学华   宁夏图书馆 

地方公共图书馆助力乡村振兴模式的探索研究 

2. 徐  娜   宁夏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少儿家庭阅读推广的实践及思考 

3. 任姝萍，徐警梦   银川市图书馆 

关于公共图书馆青少年阅读推广的实践探究与思考——以“共享读书乐”

活动为例 

4. 张玮晨，李  潇   银川市图书馆 

浅谈有声阅读在图书馆服务中的价值分析与推广策略——以银川市图书馆

视障读者服务为例 

5. 张  娟   宁夏图书馆 

宁夏图书馆建设适老社会服务体系实践纪实  

6. 段  昕   银川市图书馆 

图书馆需求变化与空间重组研究——以银川市图书馆为例  

7. 李佳瑞，铁 钰   宁夏大学法学院，银川市图书馆 



乡村振兴下城乡区域协作的实践探究——以宁夏隆德县图书馆为例 

8. 秦永利   泾源县图书馆 

乡村图书馆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探析——以泾源县乡村图书馆为例 

9. 刘  玲，马  涛，段  昕   银川市图书馆 

图书馆与乡村振兴项目研究——以银川市图书馆为例  

 

 

青  海 

一等奖（1 篇） 

范娟平   青海省图书馆 

共享经济视角下社区儿童阅读共享模式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三等奖（1 篇） 

马忠业   青海省图书馆 

浅谈西北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智慧空间服务 

 

 

新  疆 

一等奖（8 篇） 

1. 马吉宏，吴俊侠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基于中介中心度理论的知识网络结构变化贡献分析——以塔里木河流域生

态环境研究为例 

2. 徐凤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红色基因传承下图书馆红色文献开发研究刍议 

3. 贾  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新疆公共图书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思考 

4. 赵  燕，杨燕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 

深化全民阅读：新疆地区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创新思考 

5. 李  汶 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阿克苏地区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探究思考 

6. 邢明钢，包  瑞，赵  燕   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文核心期刊目录自动化检索工具的设计与实现 

7. 付  鑫，陈  涛 喀什大学图书馆  

西北五省（区）“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推文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探析——基于 2013 至 2021年的统计分析 

8. 盖  荣，王  辉，姜  宏   新疆大学图书馆  

“文化润疆”视域下新疆学院（1935-1950）红色文献整理与运用——以新

疆大学图书馆为例 

二等奖（21 篇） 

1. 帕尔哈提·艾则孜   新疆社会科学院  

新疆公共图书馆提升服务效能路径研究 

2. 邢凤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地方立法特色比较研究 

3. 韦尼拉·库亚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图书馆文化传承创新服务研究 

4. 古孜丽阿依·那斯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全民阅读与阅读推广工作研究 

5. 储  鑫 和田地区图书馆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图书馆三级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6. 周  燕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图书馆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与创新路径研究 

7. 马  亮 昌吉州图书馆  

昌吉地区公共图书馆社会化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8. 尚晓红，马  亮 昌吉州图书馆  

昌吉州地区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 

9. 敖日娜 新疆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图书馆  

图书馆与乡村振兴研究 

10. 热娜古丽·阿哈买提   克拉玛依市图书馆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重要古籍、特藏、地方文献研究 

11. 孔令花 阿勒泰市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路径探讨 

12. 周媛媛 哈密市图书馆  

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短视频推广存在的问题和提升策略——以抖音短视频

为例 

13. 绕仙古丽·阿布都哈孜 哈密市图书馆  

图书馆面向特殊人群的服务——以哈密市图书馆为例 

14. 赵剑锋，盖  荣   新疆大学图书馆  

《新疆图志》引书考析 

15. 张瑞娥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边疆高校图书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服务路

径研究 

16. 范丽娜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我国地方文献领域期刊论文的计量分析研究 



17. 张  园，陈  莉，曲金丽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新疆高校高价值专利培育机制研究——以新疆高校专利文献竞争力分析为

例 

18. 张兰芳，高  阳   昌吉学院图书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新疆高校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创新研究 

19. 黄  丹   昌吉学院图书馆  

昌吉州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一体化整合实践探索 

20. 郑梦晴，王晨璐，姚  芹   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  

高校文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的探索研究——以新医文库为例 

21. 杨燕梅，赵  燕，刘  浩   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图书馆  

关于医学院校课程思政资源导航平台搭建的几点思考 

三等奖（28 篇） 

1. 严雪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互联网视域下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创新策略 

2. 王奕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文化传承服务举措创新研究 

3. 张军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试述新疆党报体系构建的历程及启示意义 

4. 李  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讲好红色故事庚续红色基因——新疆图书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之分析研究 

5. 苗  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以史明志知往鉴来——让文献讲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6. 艾尼瓦尔·塔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浅谈出版社目录和图书馆目录的间距及背景 

7. 玉孜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乡村振兴战略下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实现 

8. 宋福燕   乌鲁木齐市图书馆  

浅阅读风尚下的“全民阅读”文化建设探析 

9. 马金和  昌吉州图书馆  

昌吉州地区“全民阅读”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10. 王开英   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流通阅览工作创新服务研究——以阿克苏地区图书馆为例 

11. 琪米格 塔城地区图书馆  

“十四五”时期塔城地区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红色口述历史文化资源开发

利用研究 

12. 陈晓悦 克拉玛依市图书馆  

全民阅读与阅读推广工作研究 

13. 张新慧 克拉玛依市图书馆  

克拉玛依市图书馆国学阅读服务创新——以竹石馆为例 

14. 王梦莹 克拉玛依市图书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创新研究 

15. 任  红 库尔勒市图书馆  

畅阅提升软实力共读助力新征程 

16. 颜  萍 阜康市图书馆  

图书馆文化传承创新服务研究 

17. 李飒飒 阜康市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8. 雪合来提·库尔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新疆党校图书馆纸质馆藏资源学科服务研究 

19. 胡可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新疆革命纪念馆红色资源开发和利用探析 

20. 巴依尔太   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  

新形势下医学高校图书馆科技查新工作的再审视及创新发展 

21. 曹  芳 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  

“文化自信”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文化育人模式研究 

22. 冯  军 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  

西部地区高校图书馆特藏资源建设探讨——以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为例 

23. 皮·阿木尔卓 新疆财经大学图书馆  

中文图书纸电一体化建设研究 

24. 裴永蕾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图书馆  

“三全育人”视角下新疆高职院校图书馆文化育人实践研究——以乌鲁木

齐职业大学图书馆为例 

25. 王佳萍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石河子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及发展对策 

26. 李  萍，古  田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充分发挥特色文献服务育人光荣使命－－石河子大学图书馆兵团红

色文献服务育人案例分析 

27. 张  豫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文化育人服务创新路径研究 

28. 郭  良 喀什大学图书馆  

《资治通鉴》胡注所见“吴城、太伯冢”等遗址及史事探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