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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高校图书馆事业突出贡献者、高校图书馆榜样馆长、高校图书馆榜样馆员的决定

为庆祝高校图工委成立４０周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决定对高校图书馆事业突出贡献者、高校图书馆榜样馆长、高
校图书馆榜样馆员进行表彰.以下为表彰名单:

　　一、高校图书馆事业突出贡献者(１６名,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岳　教育部原高教一司副司长

朱育理　原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原司长,
高校图工委原主任

庄守经　高校图工委原副主任、秘书长,
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刘凤泰　教育部高教司原副司长

孙云畴　郑州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李晓明　教育部高教司原教学条件处处长

来新夏　南开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肖自力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原副主任、
秘书长

吴观国　南京医学院图书馆原馆长

吴志攀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书记、常务副

校长

张厚涵　山东省高校图工委原秘书长

周成福　北京化工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单　行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图
书馆学系主任

荀昌荣　湘潭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图

书情报系主任

夏自强　教育部高教一司原司长

崔慕岳　郑州大学原副校长

二、高校图书馆榜样馆长(４０名,按姓氏

笔画排序)
马　路　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

王　宇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朱　强　北京大学图书馆

刘　霞　青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刘万国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苏位智　山东大学图书馆

杜新中　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李振纲　河北大学图书馆

李笑野　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

李景文　河南大学图书馆

李嘉琳　山西大学图书馆

杨东梁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沈继武　武汉大学图书馆

张　毅　南开大学图书馆

张正光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伟云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张建平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阿拉坦仓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陈　进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陈大广　广西大学图书馆

陈兆能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季淑娟　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

郑章飞　湖南大学图书馆

胡　越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秦曾复　复旦大学图书馆

顾　萍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顾建新　东南大学图书馆

高　凡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郭向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郭俊平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

唐承秀　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

唐晓应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

萧德洪　厦门大学图书馆

彭晓东　重庆大学图书馆

程焕文　中山大学图书馆

鲁红军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图书馆

慎金花　同济大学图书馆

燕今伟　武汉大学图书馆

戴龙基　北京大学图书馆

魏秀娟　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图

书馆

三、高校图书馆榜样馆员(１９８名,按省份

集中,同地区按姓氏笔画排序)
北京市

王　波　北京大学图书馆

王惠芳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邢燕丽　北京农学院图书馆

刘文娟　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

汤　燕　北京大学图书馆

芦　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陈　凌　北京大学图书馆

邵　敏　清华大学图书馆

郑　兰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赵　霞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图书馆与信

息技术中心

潘　洁　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天津市

刘宝明　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

李朝晖　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

汪宗怡　天津大学图书馆

张　素　天津职业大学图书馆

惠清楼　南开大学图书馆

河北省

刘　雁　河北金融学院图书馆

杨梅娟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图书馆

周晓兰　华北电力大学图书馆

宗红侠　河北医科大学图书馆

梁捍江　河北大学图书馆

山西省

安　蓓　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

肖　珑　山西大学图书馆

张亚姝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

赵冬梅　山西大学图书馆

智　顺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

王羿泉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张玉慧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

张桂荣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浩必斯嘎拉图　内蒙古医科大学图书馆

辽宁省

王　红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王虹菲　大连医科大学图书馆

石　磊　东北大学图书馆

刘　斌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那春光　大连海事大学图书馆

孙玉梅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范艳芬　辽宁大学图书馆

郭继军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

黄　宇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吉林省

刁云梅　吉林大学图书馆

刘立强　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

杨永生　吉林财经大学图书馆

杨雨师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张凌超　吉林工商学院图书馆

陈　茜　长春电子科技学院图书馆

罗衍松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黑龙江省

文　丽　齐齐哈尔医学院图书馆

吴林柏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图书馆

赵吉民　大庆师范学院图书馆

胡乃志　哈尔滨工程大学图书馆

顾伟泉　哈尔滨音乐学院图书馆

郭健民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上海市

许卫钢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许　梅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吴　格　复旦大学图书馆

张静波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黄　镝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詹华清　上海大学图书馆

蔡迎春　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江苏省

马丽娜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图书馆

史　梅　南京大学图书馆

朱　茗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孙红娣　苏州大学图书馆

孙清玉　河海大学图书馆

李文林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吴潇海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郑　萍　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

赵乃瑄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曹志梅　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

谢宏伟　东南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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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叶新明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朱小香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池晓波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

豆洪青　宁波大学图书馆

郎杰斌　中国计量大学图书馆

赵继海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图书馆

龚景兴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舒炎祥　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

瞿　晶　浙江大学图书馆

安徽省

丁传奉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

王玉林　安徽科技学院图书馆

宁　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周向华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郑章琴　合肥工业大学图书馆

高大志　安徽大学图书馆

福建省

张文德　福州大学图书馆

欧阳红红　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郭正武　宁德师范学院图书馆

解露路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图书馆

江西省

王喜和　井冈山大学图书馆

龙卓珉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付　德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易　斌　宜春学院图书馆

郑　瑜　江西农业大学图书馆

钟丽萍　南昌大学图书馆

蔡　明　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蔡福瑞　江西理工大学图书馆

山东省

王少红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孔繁超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

刘昌荣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刘　惠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图书馆

孙风梅　滨州医学院图书馆

胡远珍　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

姜宝良　山东大学图书馆

秦　越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高景昌　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

谢穗芬　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

河南省

马　越　郑州大学图书馆

王瑞珍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刘二灿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图书馆

安新华　南阳理工学院图书馆

李　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

张怀涛　中原工学院图书馆

胡利民　河南大学图书馆

娄　冰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图书馆

晁国立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图书馆

谢琳惠　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

湖北省

乔　中　湖北医药学院图书馆

李远明　湖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杨晓红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易　峰　湖北工程学院图书馆

骆晓曙　湖北大学图书馆

袁　青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黄　鹏　武汉大学图书馆

曹秋萍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詹　萌　武昌首义学院图书馆

缪玉堂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湖南省

邓　彦　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

刘朝晖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图书馆

李亮先　中南大学图书馆

施燕斌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

黄筱玲　湖南大学图书馆

龚晓林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彭泽华　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曾湘琼　湘潭大学图书馆

曾德良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

广东省

王丽萍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王　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

杨　勇　惠州学院图书馆

张彦静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陈大庆　深圳大学图书馆

林　明　中山大学图书馆

周雪虹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图书馆

赵晓玲　暨南大学图书馆

姚红兵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凌征强　广州番禺职业学院图书馆

蔡卫平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

何英俊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陈福蓉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林　葵　广西大学图书馆

廖　球　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海南省

王小会　海南大学图书馆

周天旻　海南医学院图书馆

重庆市

阮建海　西南大学图书馆

张必兰　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

曹　京　重庆大学图书馆

詹　彤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四川省

王良超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时雪峰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图书馆

汪育健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陈萍秀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郎吉阿初　四川民族学院图书馆

赵大志　攀枝花学院图书馆

姜　晓　四川省图工委秘书处

彭国莉　西华大学图书馆

韩　夏　四川大学图书馆

谭　英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贵州省

陈洪波　凯里学院图书馆

郭　静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

书馆

龚　剑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

蔡　梅　贵州大学图书馆

云南省

白　群　云南大学图书馆

杨　云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张　扬　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张昆丽　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

赵　杰　西南林业大学图书馆

西藏自治区

孔繁秀　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

樊海平　西藏大学图书馆

陕西省

史敏鸽　长安大学图书馆

师俏梅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李　娟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吴小凤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张惠君　陕西省图工委秘书处

赵慧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贾翠玲　延安大学图书馆

黄小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黄幼菲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甘肃省

王　勇　兰州大学图书馆

西道草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

唐凤君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图书馆

青海省

刘文祖　青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那成英　青海民族大学图书馆

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惠芳　宁夏医科大学图书馆

赵　明　宁夏大学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王　辉　新疆大学图书馆

古　田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刘　胜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孙照勇　新疆财经大学图书馆

希望广大高校图书馆员以他们为榜样,爱岗敬业,团结奋进,为全面实现高校图书馆事业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北京大学图书馆(代章)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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