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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南图书馆



一直以来，由于多种原因，全国大多数

县级区域内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仍不

容乐观。那么，我们在此所要探讨的便是，

在县域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尚未纳入政府规

划的情况下，我们县级图书馆应不等不靠，

竭力做出实际具体的努力。

引 言



1    把握方向 明确理念
早做规划 统筹部署

县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基层公共图书

馆，在县域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保障体

系和公共图书馆服务系统中处于中心馆

地位，它是县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

设的重要支柱与根基。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需要强调的是，无

论我们县级图书馆目前多么困难，我们自己

也要首先明确建设服务体系的理念，早做规

划、早做部署。因此，近年来，我们服务体

系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尝试采取了一些

较为可行的措施。





图创软件

选择了适应图书馆集群管理的管理软件



六座全顺面包车



新馆流动书库设计图纸



• 2.1 开展“书香丰南动车组”流动服务

• 2.2 开展亲子阅读讲座入校园活动

• 2.3 积极建设基层服务点

• 2.4 努力推广省中心数字资源使用卡

2    丰南图书馆构建服务体系的具体尝试



2.1  开创“书香丰南动车组”流动服
务新模式，构建服务体系基础



“书香丰南动车组”流动车有三大特点：

功能最全面。集成传统借阅服务与文化

共享工程的视频播放和电子阅览服务。

设施最先进。配备笔记本电脑、集群管

理软件、3G网、投影机、发电机、配载小型自

助借还机，实现流动服务智能化。

造价最低廉。流动车选择廉价的厢式货

车设计改造，经济适用、方便灵活。



广场上播放阅读专题讲座



电子阅览



应用自助借还设备



“书香丰南动车组”流动服务三大特点：

受众最广泛。车外服务适应大开放服务

格局，方便、直观、亲和，读者量极大。

资源最丰富。可载图书3000册。同时携

带视频资源，更可以共享文化共享工程河北
省分中心所有数字资源。

时间最方便。明确全年夏秋季晚间进社

区、进广场，冬春季进农村，切实选择读者
休闲时段，真正做到了方便群众。



倍受社区家长和儿童欢迎



河北省文
化共享工程
分中心数字
资源使用卡



城区服务时间一般从5月中旬到10月中

旬，共5个月时间，我们把全馆人员分8组，

全部参与流动服务，每周晚间进社区4次，4

地循环，坚持晚间进社区可达80次。今年以

来，我们陆续增加工作人员，因此，计划加

大进农村规模，预计全年总计出车可达100多

次，受众面可达10万多人次。



“书香丰南动车组” 流动服务选址坚持

照顾偏远城区并深入农村，努力覆盖城区角

落和大部分村镇。作为功能全面的流动图书

馆服务新模式，延伸了服务，并产生了极大

的宣传效应，使我们新馆读者量大幅增加，

同时构建了本区域服务体系的基础。



抓住少儿、抓住学校、抓住家长，我

们的工作不仅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比较容

易操作的。

2.1  积极开展亲子阅读讲座入校园活
动，以推广少儿阅读为抓手，构建县域少
儿阅读服务体系，并努力建设校园服务点



入园讲座照片1-4

儿童阅读名家讲座 故事妈妈培训惠及全市

周末绘本故事会 各类读书活动



故事妈妈义工每周一场家长沙龙

亲子读书辩论会



我们聘请一名儿

童阅读推广人开展了

持续的入校园讲座活

动，通过联系，利用

小学、幼儿园的家长

会为父母们做亲子阅

读培训。



入园讲座依托家长望子成才的迫切心态，

借助校园这一方便平台，直接面对一批批家

长宣讲阅读的意义和方法，不但卓有成效地

推动了儿童阅读，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家长

阅读，培育了服务体系的“读者市场”。同

时，我们乘势建立服务点持续提供图书资源。



目前，我们已组织入校园讲座

10多场，已建立的校园流动点有丰

南第三幼儿园、南孙庄乡幼儿园、

南孙庄深井小学、小集镇小学等。



在丰南三幼为老师、家长们做亲子阅读讲座



建立
丰南三幼
服务点，
丰富班级
图书角



在南孙庄幼儿园讲座



南孙庄幼儿园服务点



在丰南一幼讲座



在黄各庄镇惠达幼儿园讲座



在钱营镇北阳庄幼儿园讲座



建立南孙庄乡深井村小学服务点



建
立
小
集
镇
小
集
小
学
服
务
点



2.3.1 寻找有开放能力和服务热情的
“农家书屋”纳入服务点

2.3.2 寻找真正肯做阅读推广的热心人
单独建立服务点

2.3.3 将有关机关、企业图书室、社会
培训机构纳入服务点

2.3  面向乡村、有关单位、企业等基
层节点，积极建设服务点



2.3.1 寻找有开放能力和服务热情的“农
家书屋”纳入服务点建设

丰南镇于前村服务点



稻地镇刘唐保村服务点



我们正是了解到了我区丰南镇于前村、

稻地镇刘唐保村的村两委比较重视“农家书

屋”，都特别安排了认真负责的退休老教师

专门负责借阅管理，有了管理人员的切实负

责，我们便将其纳入服务点，定期提供图书

更新，并提供省中心数字资源卡。



2.3.2  寻找真正肯做阅读推广的热心人
单独建立服务点

我馆的一位忠实读者史福亮多次流露在

老家建设公益书屋为乡亲免费服务的想法，

为此，我们全力扶持，提供1000多册图书，

并循环提供200册图书的周转量，提供老馆家

具，使图书室迅速建成，并提供省中心数字

资源使用卡。



目前，他们坚持周末开放服务，还偶

尔组织一些猜谜、知识竞赛等小活动，不

但吸引了本村少儿读者，还吸引了临近村

庄的少儿读者前来阅读，可以说是所有服

务点坚持最好的图书室。



时还书屋于揭牌



时还书屋



中秋期间北京爱阅团一行到时还书屋组织了讲
故事活动，北京的小朋友表演了节目还捐献了图书



读书活动前小读者们在认真读书



时还书屋的两位小馆长在丰南图书馆选书



我们已经将我区科协图书室、国丰钢

铁公司图书室和一个少儿培训机构纳入服

务点，循环为其提供图书更新，并提供省

中心数字资源卡。

2.3.3  将有关机关、企业图书室、社
会培训机构纳入服务点建设



丰南图书馆

科协分馆



丰南图书馆国丰钢铁公司分馆



我们有幸获得文化共享工程河北省分

中心的大力支持，为我们发放数字资源使

用卡，使我们得以共享省中心全部数字资

源。我们除了向开放服务的图书室和服务

点发放外，还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

重点读者发放。

2.4  努力推广省中心数字资源使用卡



3  关于县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构想

3.1 继续依托农村校园，切实推进服务网点建设

3.2 继续扩大流动服务进乡村的规模和次数

3.3 依托城乡超市、医院、诊所等场所建设服务点

3.4 依托城管、巡警、自助银行等场所，建设24小
时自助借阅室

3.5 协助联系义工，努力激活社区图书室和“农家
书屋”

3.6 构建县级数字图书馆、完成手机图书馆建设



3.1  继续依托农村校园，切实推进服务网点
建设

“坚持以服务少儿为重点，到最需要的

农村去”，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工作纲领。为

此，我们将成立专人负责的体系建设部，积

极密切与教育部门、学校的合作关系，争取

扎实有效地推进校园网点建设。



3.2 继续扩大“书香丰南动车组”流动服务
进乡村的规模

我们的“书香丰南动车组”流动服

务，近两年为配合新馆开放，比较侧重

社区服务，下一步，我们利用农闲季节

努力下乡镇、进农村，大幅度增加下乡

次数，不断扩大流动服务的覆盖面与影

响力，扩大农村服务成果。



3.3 依托城乡超市、医院（诊所）等
场所建设服务点

这些场所客观上是人员集聚流通的

场所，同时，经营者或负责人也期望能

吸引人气、提升形象。因此，依托这些

场所建设图书流动点，值得探索。



3.4 依托城管、巡警、自助银行等场所，
建设24小时自助借阅室

现阶段，我们不赞成基层公共图书馆应

用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机，原因是藏量小、造

价高、维护麻烦，性价比太低。我们推荐与上

述这些部门联合，由他们辟出部分区域建设

24小时自助借阅室。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一是安全比较有

保障；二是所处区域多为人流密集的公共

场所，服务成效大；三是互惠互利。据我

考察，在这些场所辟出四个书架和一台自

助借还机的位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样

就可以摆放1000多册图书，而设备投入仅

需几万元。



3.5  协助联系义工，努力激活社区图书室和

“农家书屋”

人员问题是关键，许多“农家书屋”的

通病是缺乏有水平有激情的专职管理人员。

因此我们在考虑，通过我们县级图书馆平台，

积极联系和吸引阅读推广志愿者，鼓励他们

到基层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协助社区和

农村图书室开展服务工作。



3.6  构建县级数字图书馆、手机图书馆

在国家倾力推动扶持下，文化共享工程

网络已经在基层实现全面覆盖，县级图书馆

依托国家、省市图书馆的资源支持，乘势充

实自己的特色数字资源，努力构建县域数字

图书馆服务体系成为可能。同时，更期望各

省市图书馆集中解决数字资源这一问题。



目前，我们初步选定了部分数字资源，

正在积极争取购买经费。通过文化共享工

程网络将数字资源向乡镇、社区、村图书

室以及有关机关企事业单位普及，并通过

发展手机图书馆，向广大城乡群众提供便

捷服务，尤其以此吸引青年读者。



以上是我们在体系建设方面的一点力所

能及的尝试和构想，但最终的努力还是应该

宣传和争取政府出台实质性的县域公共图书

馆服务体系规划，切实落实总分馆制问题、

落实乡村图书馆室服务人员问题、落实政府

主导的经费问题，并协调全社会支持县域基

层图书馆发展。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县域各级政府的支

持下，在县域图书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以县级图书馆为中心馆、以乡镇（街道）馆

为分馆、以村（社区）图书室为服务网点、

以流动图书馆和个人图书室为补充的县域公

共图书馆四级服务网络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结 语



谢 谢!
敬请批评指正!

丰南图书馆
邮箱：fn_library@163.com



欢迎光临丰南 ！

丰南运河唐人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