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表彰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红色经典阅读推广优秀案例” 

“高校阅读推广优秀学生社团”的通知  

各高校图书馆：  

为鼓励江苏高校图书馆和广大师生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创新意识，推动全

省高校积极策划开展以红色经典阅读和党史学习教育为主题的阅读推广工作，

表彰一批体现江苏高校阅读推广工作特色和水平、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的

优秀应用案例与优秀学生社团，2021 年江苏省高校图工委读者服务与阅读推

广专业委员会决定开展“高校图书馆红色经典阅读推广优秀案例”及“高校阅

读推广优秀学生社团”评选活动。经各高校图书馆推荐申报，江苏省高校图工

委读者服务与阅读推广专委会组织专家进行分组评审和集体讨论评议，最终评

选出红色经典阅读推广优秀案例 21 项、阅读推广优秀学生社团 14 个，现予以

表彰（名单见附件）。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为江苏高校和全民阅读推广工作

做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 1：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红色经典阅读推广优秀案例”获奖名单 

附件 2：江苏省“高校阅读推广优秀学生社团”获奖名单 

 

 

 

 

 

 

 

                     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1：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红色经典阅读推广优秀案例”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以获奖单位拼音顺序排序） 

序号 获奖单位 案例名称 获奖人 

1 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 
“子川读典、湖畔读史”红色经典阅读教育

系列活动 

孙金娟 顾国梅 朱原谅 周梅 李晓艳 王

宇新 张莉莉 

2 常州大学图书馆 建阵地 育品牌 全面助力党史学习教育 金耀 许淮 孙艳红 孙荣林 吴宗溶 周婷 

3 东南大学图书馆 
百年党史·阅临其境——“党史+”阅读推广

活动 

孙莉玲 李瑞瑞 卢欣宇 刘珊珊 刘宇庆 

蒋辰 华苏永 

4 河海大学图书馆 河海承红船，华年递星火 刘宇琳 王兆庆 谭德维 汪利利 刘祥平 

5 淮阴工学院图书馆 
阅读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 ——“三个一

百”系列阅读推广 

范钦满 徐才千 邹鑫 程桂练 王春香 刁

仁洁 徐士欣 王秀丽 杨其珍 马玲 

6 江南大学图书馆与档案馆 温党史辉煌 沐江南书香 
江琳娜 秦彦萃 张婧 叶雨静 王委委 蒋

璐珺 张璐璐 殷环环 惠澜 

7 江苏大学图书馆 红色文化空间服务创新 张明平 周云峰 刘琼 骆雪松 

8 江苏警官学院图书馆 荐读红色经典 传承红色基因 衡阳 徐菲 王姝 张圆圆 

9 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 品读红色经典 重温百年历程 
曹志梅 杨雪莉 刘春 占春红 卞丽 倪四

秀 俞萍 杜琳 

10 陆军工程大学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混合式思政教育探索与实践 
王钊 刘娟 刘航 卢扬 华夏 聂茸 吴雁  

王艳艳 

11 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 悦读红色经典 赓续红色基因 坚定文化自信 张国军 孙艳 曹瑞杰 

12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书写星火青春 献礼百年征程”红色经典阅

读推广系列活动 
孙宇 王戈非 黄玲 卞方方 

1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喜迎百年华诞、赓续红色精神”党史学习

教育立体阅读空间建设 

单冠贤 袁红卫 姚翔 赵立芹 汪荣 陈慧

婧 杜幼枝 殷丽 

14 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 
书香致农家 阅读助振兴——农家书屋大使

在行动 
倪峰 张鲲 童云娟 周复 任化梅 

15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致敬百年”沁润书香校园  启智润心激扬

信仰力量 

徐楠 管红星 孙爱梅 徐洁 袁华 张晓彤  

余堰萍 刘婧 

16 南通大学图书馆 “传承红色基因 牢记初心使命” 
徐宇红 明娟 许锦彪 冯 皓 周耀 曹文 

于映红 曹涛 

17 苏州大学图书馆 
建党百年光辉路，文献代代传薪火——馆藏

红色文献展及阅读推广活动 

钱万里 徐燕 丁瑶 郑红 孟良荣 黄湲丹  

张敏 

18 宿迁学院图书馆 用红色经典铸魂育人 李明善  韩宏军  曹意 

19 无锡太湖学院图书馆 
地方红色资源挖掘+红色老物件展示+红色

经典阅读新模式 

刘文社 徐樾 孙艳艳 刘越明 夏悦 郁峰 

李文钧 刘兴 阙明坤 骆静 陆启义 张虹 



20 扬州大学图书馆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我是扬大讲书人 
蒋鸿青 封秀英 张茜 易美 杨倩 佘志虹  

李悦 李满花 

21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红色经典沉浸式阅读推广 
邵波 徐淑娟 王磊 党海霞 刘灿 张雪媛 

耿彩芳 周露娟 陈艳丽 唐晓霞 陈小琴  

 

附件 2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优秀学生社团”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以获奖单位拼音顺序排序） 

序号 单位获奖 社团名称 社团负责人 指导老师 

1 东南大学 善渊读书会 张智恒 蒋辰 

2 河海大学 读者协会 粟莉雯 翟永康 刘祥平 王兆庆 

3 淮阴师范学院 读者协会 李健翔 李生亚 

4 江苏大学 读者协会 王婷婷 刘琼 

5 南京财经大学 源来读书会 王思懿 许浩 高楚原 刘浩 曹瑞杰 吴虚 

6 南京工业大学 学生阅读推广协会 蔡婷垚 王戈非 

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东华读书社 李瑞华 吴丽春 

8 南京农业大学 大学生读书协会 吴美惠 张韦恺镝 杨润泽 周复 任化梅 王翀 

9 南京审计大学 学生管理委员会 崔可清 冀禹明 封顺 陈思润 王雪怡 范小燕 常青 陈雪娟 

10 南京晓庄学院 大学生读者协会 缪佳成 杨明 

11 南京中医药大学 敬文文学社 吴国迪 邵怡 

12 苏州科技大学 读书协会 罗佳钰 李艳 

13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读者协会 皇甫毅进 陈亚兰 

14 中国矿业大学 读书协会 贺睿达 王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