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高校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

教学创新优秀案例评选结果
(按单位名称拼音字母为序)

最佳案例
序号 案例名称 案例实施机构 案例负责人

1 服务助力研发 创新引领创业——安徽大学图书馆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案例 安徽大学图书馆 张蓓蕾 李雪松

2
欧盟 Erasmus+计划资助项目--发展面向终身学习和知识经济的跨区域信息素

养教育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张旭，崔宇红

3 打造服务体系，助力本科教学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张浩然

4 东南大学图书馆本科生实验教学改革服务案例 东南大学图书馆 刘丽娟

5 融入教学管理系统的教参资源平台创新案例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初源莉



6 基于课程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嵌入式课程跟踪实践报告 河北金融学院图书馆 刘雁

7 国学工作坊——基于通识教育开展高校文化育人的创新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刘艳

8
高等师范院校阅读推广融入教师教育路径探索——以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中

华经典诵读大赛为例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朱立红，张伟，

刘宝卿

9 “读战史、学兵棋”——图书馆沉浸式国防教育 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 王鸿博

10 聚焦立德树人，构建以图书馆为中心平台的第二课堂文化育人生态体系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刘实

11
爱上清华图书馆，上好图书馆第一课——清华大学图书馆 2019 年大一新生入

馆教育系列活动
清华大学图书馆 张秋

12 多元泛在的育人模式创立与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张浩

13 “分级阅读”与大学英语阅读“域外文化经典”的实践效应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蔡迎春

14 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红色文化教育阵列 四川大学图书馆 党跃武

15 四川警察学院图书馆学生轮值馆长制度探索 四川警察学院图书馆 何光英

16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色文创空间“狮语堂”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崔紫媛

17 弘扬传统文化，服务大学育人——同济大学闻学堂文化育人探索 同济大学图书馆 曹洁冰

18
开设《竞赛、双创与信息素养》通识课，为大学生构建科研实训基地——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何美珍

19 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本科教学资源支撑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李娟



20
支撑应用型本科教学的“四促学三促教”服务模式研究与实践——以西南科

技大学城市学院图书馆为例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图书

馆
赵静

特色案例
序号 案例名称 案例实施机构 案例负责人

1 阿坝师范学院图书馆阅读积分案例 阿坝师范学院图书馆 赵保华

2 安徽工业大学“光影阅读”项目 安徽工业大学图书馆 陈光华

3 安顺学院图书馆服务屯堡文化教学 安顺学院图书馆 张建强

4 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学习通入馆教育 成都师范学院 付晓丽

5
为创新人才插上知识产权的翅膀

——大学生知识产权素养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张宇娥

6 学科服务助力通识教育 复旦大学图书馆 张敏

7 小微信 大阅读——“听说•看见”主题系列微信互动式阅读推广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周君

8 贵州大学图书馆“闲趣谷”期刊阅读特色空间案例
贵州大学图书馆，贵州大学后勤服务

部，贵州大学图书馆青年志愿者协会
蔡梅

9 “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滴灌式”思政教育的实践 河北大学图书馆 张晓霞



10
让人文照亮医学，培养有温度的医学生——河北医科大学图书馆协

同育人实践
河北医科大学图书馆 邵彦坤

11
微信公众平台下的教学模式应用——以河南理工大学文献检索课为

例
河南理工大学 黄雨生

12 本科生专业导读书目数据库 Pathfinder 案例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汪人山

13 培养阅读习惯 建设书香校园 江苏海洋大学图书馆 姚宁

14 真人图书 “悦”享军旅人生 陆军步兵学院图书馆 朱丹君

15
培根铸魂、守正创新——宁德师范学院图书馆思政文化驿站卓有成

效
宁德师范学院图书馆 郭正武

16
转变“教辅”心态，主动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大格局——齐鲁工业大

学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教学案例
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 于明梓

17 “i 小嘉”——“互联网+”环境下信息素养教育项目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图书馆 王株梅

18 基于 MOOC 的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构建 厦门大学图书馆 李显辉

19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支持本科教育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刘昌荣

20 深圳大学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的 O2O 创新实践 深圳大学图书馆 陈若韵

21
基于优慕课与雨课堂的《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专业知识嵌入式”

移动教学案例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张瑞娥



22 共读家书家训： 新媒体视角下大学生德育培养实践探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胡芳

23
从“全民阅读”到“全民悦读”的探索——以四川轻化工大学图书

馆“阅读跑团”活动为例
四川轻化工大学图书馆 严涛

24
学以致用的“试验田”——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紧贴本科教学实战

化案例
四川音乐学院 陈雪樵

25 定制阅读推广 服务教育教学 唐山学院图书馆 孙婧

26 武汉大学本科生阅读报告 武汉大学图书馆 郑怡萍、杨晶

27 明道 修身 利他 共荣—图书馆在本科高校通识教育中的作用 西安外事学院图书馆 胡娇，彭许慧

28 弘扬志愿精神，深化实践育人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王洋

29 教学相长 共创一流——中国科大图书馆教学学习中心建设实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田乐胜

30 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药学类本科生文献检索课教学案例 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 徐春



优秀案例
序 号 案例名称 案例实施机构 案例负责人

1 以本为本，企业培训模式助力提升高校新生入馆教育服务力 安徽大学图书馆 卢传胜

2 学生为本 对标标准——基于本科专业认证的信息素质教育创新 安徽工业大学图书馆 叶勤

3 助力“双一流”建设 从“新”开始 鞍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高小序

4 信息素养教育：伴随大学生成长、助力本科教学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李丽华

5
高校图书馆服务教育教学案例--与读者入馆体验融合的馆藏资源利

用新举措
北京联合大学图书馆 史丽英

6 沧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嵌入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案例 沧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孙能卓

7 融入一流学科建设的创新性学科服务研究与实践 成都理工大学 谢卫

8 "诗韵嘉州“音乐诗歌朗诵会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 巫孝君

9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检索 e 课堂”服务教育创新案例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 丘琦

10
迎海大萌新，觅馆中芳菲，撷书海琦玮，育明日鹏鲲——大连海事

大学图书馆迎新培训教学改革案例报告
大连海事大学图书馆 陈思彤

11
创建“红蓝协同”育人平台，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连

海洋大学图书馆服务本科教学的创新实践
大连海洋大学 房文革

12 阅动 90n, 经典阅读进课堂——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案例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喻梦倩



13 知产训练营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王春蕾

14 青春榜样 助力前行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新模式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陈红岩

15 智慧教室里的信息素养游戏化智慧教学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谢亚南

16 以文献综述为主要考核内容的本科生《文献检索》教学实践 东南大学图书馆 唐权

17 嵌入 PBL 的本科生医学信息检索教学改革与实践 东南大学图书馆 洪程

18
非正式学习视角下的医学院校图书馆人文素养教育实践——以福建

医科大学为例
福建医科大学图书馆 夏晶、陈颖

19
明“需求”，全面规划学科服务体系 瞄“靶向”，精准助力本

科教育教学
福建医科大学图书馆 管凤贞

20 服务本科教育教学的“立体式 多元化 深层次”医学文献资源建设 福建医科大学图书馆 林雅宏

21
广州医科大学限选课《图书馆利用基础》学生“作品展示”实践活

动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闫微

22 PBL 教学法在科技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教学中的运用 贵州大学图书馆 何玲芳

23 立足师范教育 服务本科教育教学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李洁

24 虚实有为 未来可期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赵晓岚

25 书孕菁华——图书纸电融合建设助力新生素养提升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韩淑红

26 文化自信战略视角下哈工大图书馆为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实践探索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万方



的案例

27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3C 英语”口语空间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李圆圆

28
基于终端多样化混合教学模式的文检课拓展——本科生文化素质教

育《旅行与人生——从检索到探索》课程的实践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赵宁

29 智慧树平台慕课设计与使用—以海南大学文检课为例 海南大学图书馆 袁惠蓉

30 营造书香校园 助力知行反思 汉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付鹏

31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精细化服务探索 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黄闽

32 寻找图书馆里失落的宝藏——基于数据的阅读推广服务 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黄闽

33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以师范生培养为导向的图书馆服务创新与

实践
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满萌

34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教学的文献资源建设研究 河北中医学院 李慧子

35 高校智慧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教学创新案例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张楠

36 多措并举，助力考研——高校图书馆考研服务平台构建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图书馆 张轩

37 “故纸堆”里育新人——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服务新探索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杨毅

38 开通图书采编“绿色通道” 积极为教学科研保驾护航 淮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余侠

39 电梯间的诗词大会 黄河科技学院 杨美玲

40 真人图书馆 黄河科技学院 杨美玲



41 一小时课堂 黄河科技学院 杨美玲

42 图书馆通讯 黄河科技学院图书馆 杨美玲

43 百度带你走近抗联 吉林医药学院图书馆文献检索教研室 尹桂平

44 凝聚青春微梦想 传递校园正能量 江苏海洋大学图书馆 姚宁

45
特色信息素养教育与多元化素质教育相结合的育人平台建设与实践

——以昆明理工大学为例
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 李燕群

46 聚焦本科教育教学 着力助推特教服务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朱姝姗

47 以“本科教学”为中心实现全方位育人 辽宁科技大学图书馆 王玉香

48 陇东学院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创新形式案例 陇东学院图书馆培训部 燕晓娟

49 书香军营 共享阅读——陆军工程大学阅读推广分享案例 陆军工程大学图书馆 陆超君

50
咱们都是追梦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 ——茅台学院图书馆阅读推广

侧记
茅台学院图书馆 胡玉智

51 以志愿讲解为切入点，全方位提升学生素质 茅台学院图书信息中心 齐守玉

52
坚持“以本为本”，聚焦医学人文精神弘扬：南医大图书馆多维度

培育医学人文精神的实践探索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赵丹

53 “课题跟踪”教学对医学生信息素养与科研素养的培养实践 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 孙大权

54 开设古籍文献观摩课程 提升图书馆服务教学能力——内江师范学 内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曹碧云



院图书馆创新性服务本科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报告

55 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检索培训班的实践与思考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杨爱英

56
固本归心，梦想起航——基于 STEAM 教育理念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本

科教育创新案例
宁德师范学院图书馆 汤雯

57 当阅读遇见艺术——传统文化进校园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图书馆 王株梅

58
借助国际知名工具，促进学术能力成长——山东大学创新课程《学

术能力成长：学术信息引征方法与实践》简析
山东大学 李修波

59
探索服务，青春践行——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教

学创新案例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图书馆 许惠

60 “图•乐集”——山东大学图书馆实践服务案例 山东大学图书馆 李鹏

61
新工科背景下信息素养教学协作模式探索——以山东大学材料学院

基地班为例
山东大学图书馆 王勋鸿

62
立德树人守初心，打造开放式服务——以山东大学图书馆“迎新季”

活动为例
山东大学图书馆 郭瑱

63 “一校多地”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共建推广案例 山东大学图书馆 李迎新

64 大学生活，从读《大学》开始 山东大学图书馆 学工部 杨青

65 守匠心 习师道 创悦读——基于助力师范生培养的图书馆创新服务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吴瑾



66
基于“线上+线下+服务环境”的《信息检索与利用》“混合式”教

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张豫

67
立德树人 “书香校园”守初心——以“校园抄书接力”阅读推广活

动为例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张泼

68 《国标》加持，探索本科各专业文献资源建设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王红兵

69 《国标》赋能，打造“以学生为中心”信息素养教育特色品牌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王红兵

70 践行《国标》，通识阅读推送润无声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王红兵

71
传承古籍保护修复技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资源馆藏

文化育人的创新与实践
四川大学图书馆 张盛强

72
创建多维阅读推广，致力一流人才培养——以“立德树人”为目标

的四川大学阅读推广体系
四川大学图书馆 杜小军

73
基于“服务学习”理论的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四川大

学图书馆为例
四川大学图书馆 姜晓

74 基于网络的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自主学习平台——《玩转图书馆》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张永红

75 一书一世界合作阅读活动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谭英

76 闪读者，晨间的一束阳光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何以

77 图书馆服务特色学科本科教学的实践——以四川师范大学为例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陈琴



78 四川文理学院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教学创新案例——赠书留香活动 四川文理学院图书馆 李正艳

79 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新服务，心服务” 唐山师范学院 王颖

80 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入馆教育新举措 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王鑫洁

81 真人真心 立德树人——唐山学院“真人图书馆”系列活动案例 唐山学院图书馆 李丽燕、董静芳

82 基于同伴辅导的学习支持服务——校聘荣誉小老师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图书馆 梁少辉

83 同济大学图书馆经典共读平台案例 同济大学图书馆 曾小娟

84 “1+4+n”——图书馆的分身术 西安外事学院 鲍霞

85 ”明道、修身、利他、共荣“——图书馆馆员的特殊使命 西安外事学院图书馆 张花锋

86 “行走的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以西安外事学院为例 西安外事学院图书馆 王娟

87 创新开放服务路径 助力本科教育教学 西藏农牧学院图书馆 段书蓉

88 学科评价助力一流学科孵化 西华大学图书馆 彭国莉

89
厚植爱国主义之魂 筑牢民族团结之根 ——新疆大学图书馆服务

本科教学创新案例
新疆大学图书馆 韩延彬

90 一样的大学，不一样的视野：境外开放课程导航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图书馆 王建涛

91 临床病例讨论在文献检索学习及图书馆资源推广中的应用 遵义医科大学 蔡吉梅

92 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研究与实践 遵义医科大学 张敬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