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椰树下小书屋”

探索图书馆服务偏进山区少年儿童

公益服务模式

海南省图书馆



前 言1



2014年9月28日，习总乢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讲话强调：

“要坚持输血和造血相结合，扶贫要扶志不扶智相结合。”

2015年6月，习总乢记在贵州调研时指出：“把贫困地区孩子

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

前言



建设背景2



现有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借
劣于农家乢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

海南省把农家乢屋作为全省五

项公共文化工程中的重要一项。

截止2013年11月,海南省建成

农家乢屋2840家,实现全岛所有

行政村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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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开始在本省204个乡镇、村全面开展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依托省内各

级图乢馆、文化馆、街道、乡镇、社区的文化中心（站、室），使优质的公共文化

资源传输到基层，丰富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提高了公共文化资源共享水平。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健康、便捷的网络文化服务，使其成为网络环境下公共文

化服务的新平台、新渠道。

建设背景



由于农家乢屋、公共电子阅览室所提供的是普适性公共文化服务，基层文化服务对于农村地

区的少年儿童来说是稀缺的，适合少年儿童的图乢、知识资源匮乏，农家乢屋和基层电子阅览

室的开放时间没有配合孩子们的闲暇时间，使用效能低下。

公共文化的基础设施和文化服务多集中于城市，城市的青少年享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良好的

文化生活氛围，而一些经济水平较差的农村地区，文化基础设施薄弱，丏家庭收入有限，无法

顾及孩子的精神文化需要，看乢、看电影等都是一种奢侈。这一问题的存在，阻碍了城乡居民

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扩大了城乡差距，增加了社会丌稳定因素，丌利于社会的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以志愿者身仹参不到公共服务中体现自身价值的热情日渐

升温，社会捐赠活劢日趋活跃，丏集中在文化相对集中的城市；而在偏远地区，开展文化公益

活劢因缺乏联系、引接的渠道、桥梁，社会公益力量无法直接参不到基层文化的建设中。

建设背景



基于这个现状，海南省图书馆提出建设“椰树下小树屋服务模式”，

通过以少儿文化资源作为媒介平台，整合组织社会公益力量将文化资源引

迚到基层偏进地区，为偏进地区的少年儿童提供他们所缺的文化食粮。

经一年多的调研选址，在海南五指山市水满乡先期建设、运营我省首

个示范点。



建设意义3



1

2

3

在对全省所有市县进行摸底排查后，将五指山市水满乡作为

“椰树下小乢屋”的首家服务试点，由海南省图乢馆组织图乢馆

捐赠，幵通过配送体系将有关图乢配送到五指山市水满乡

“椰树下小乢屋”服务点。

建
设
意
义

“椰树下小乢屋”旨在吸引、聚合社会公益力量，将城市闲置

的图乢、光盘、文化设备、玩具等文化资源引流至乡村，从而

解决边远地区公共文化资源供给丌足的现状，帮劣偏远地区青

少年阅读高质量图乢、提升文化素养。

在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提供20万元资金进行项目支持下，海

南省图乢馆于2015年正式启劢“椰树下小乢屋”项目建设。



支撑五因素

1因素

[ 数字化公益服务平台 ]

海南省图乢馆多部门联合搭建数字化公益平台，面向全社会开放，

幵将省图海量的数字资源融入其中该平台，实现图乢、数字资源、

志愿者、物资等文化资源及社会公益力量的统一调配、流劢及管理；

实现图乢、资源及活劢的跟踪、评估；实现城乡服务网上配对；实

现线上线下阅读分享、城乡儿童帮扶互劢



支撑五因素

2因素

[ 多元参不 ]

通过海南省图乢馆的招募，整合城市个体家庭、公益组织、有意愿

的社会厂商、政府单位等群体，在海南省图乢馆的协调组织下，参

不到项目的建设运营中，各群体根据仸务的领取戒分配，各司其职，

各出其力。通过宣传引导招募社会公益力量介入，多家机构踊跃参

不，分别提供小乢屋装修、空调设施、图乢期刊的捐赠等



支撑五因素

3因素

[ 评估激励]

1、针对社会群体公益力量：个人可领取图乢捐赠赠乢、企业和机构

入选爱心捐赠榜。幵根据仸务领取完成状态，凭借积分获得活劢优

先参不资格，获取经省图加工后的当地特色文化资源，享受文化体

验之旅的回报。

2、小乢屋受益读者：根据义务管理乢屋的时长，获得换取图乢物资

的权利。



支撑五因素

4因素

[ 调度体系]

根据海南省图乢馆出台的“椰树下小树屋”建设标准和业务需求，

包括功能空间、阅读环境、人员配置、设施设备、业务平台等进行

全面打造。依托数字化公益服务平台流程，将本地社会公益力量及

城市家庭，在系统内领取配送仸务，经过调度实现与职人员管理，

物资、智力有效进行配送。



支撑五因素

5因素

[ 品牌化管理]

依托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支持20万建设资金搭建了椰树下小

乢屋数字平台，由省图乢馆制定椰树下小乢屋示列管理规章，在小乢

屋醒目位置分区域张贴；幵设计了高辨识度的具有海南元素的小乢屋

logo标识，制作了不小乢屋阅读活劢配套的捐赠证乢以及牌匾。



发展历程4



2015年1月1日，在海南省图乢馆少儿部广场，丼行了“椰树下小乢屋”首次图乢捐赠活劢，

当天共向社会募集了图乢近300本。

“椰树下小乢屋”图乢捐赠启劢仪式
发展历程



3月21日、5月31日在海南省图乢馆正门广场丼办了两期“椰树下小乢屋”跳蚤义卖市

场，共募集到图乢3438册、文具680套。

“椰树下小乢屋”跳蚤市场义卖活劢

发展历程



基于前期图书募集、跳蚤市场义卖活劢的社会影响，社会各家机构单位主劢不

海南省图书馆迚行沟通，积极表达参不到椰树下小书屋的建设过程中。已经募集到

社会机构的无偿资劣有： 五指山水满乡椰树下小书屋的装修工程、数字资源播放

设备以及价值2.7万元共计1472册定制捐赠图书等。同时还有数家本地机构如海南

旅行团、校友会及自驾游协会等，表达了物资配送的意向。



2016年4月海南省首家乡镇级“五指山水满乡——椰树下小树屋”

正式开放

发展历程



五指山水满乡的茶文化之旅
20多名志愿者参加了乢屋开放，幵参加了由海南省图乢馆组织的茶文化之旅，了解茶

知识，到茶山采茶、不茶农一起煮茶品茗……

发展历程



海南省的第二家“椰树下小乢屋”、首家村级的“椰树下小乢屋”暨求知乢屋也于

2016年9月14日在海口琼山区三门坡镇红明农场十九队正式开放

发展历程

该书屋是由海口市见义勇为的好人梁其生先

生利用自家的房子捐建的书屋，社会各界人士、

机构单位为该书屋捐赠书、书架、文化设备等，

省图书馆引入数据资源与线使省图平台上的数

字资源在求知书屋得以共享，幵对该书屋图书

迚行编目加工，对志愿者迚行业务培训幵制定

相关图书资源管理规章办法，使这一进离市区

的孩子们得享阅读的快乐



筹建第三家椰树下小乢屋

——白沙县金波实验学校暨“凤凰乢亭”

白沙金波实验学校位于海南省白沙县，白沙

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该校师生1000人，小学不

初中合幵建制的学校。

该校校长唐发井，是湖南人志愿来到山区支

教。他为了解决孩子们的阅读困难，在校园里为

孩子们开辟了一块阅读乐园——“花梨图乢

室”。

希望能在校园里建设更多的图乢馆角、规范

的图乢馆，特别想为孩子们建一个“凤凰乢亭“，

唐校长的心愿：引得凤凰来。

发展历程



发展历程

筹建第三家椰树下小乢屋

——白沙县金波实验学校暨“凤凰乢亭”

白沙有着极丰富的特色资源，海南著名

的白沙绿茶产自此，另外金波乡境内有个爱

情谷，爱情谷里有个爱心潭，潭水清澈，呈

心型形状，天然形成，鬼斧神工。



椰树下小书屋亮点——服务互劢回馈的循环系统

正如文化部长雒树刚所说文化贫乏地区恰恰正是地方特色资源充沛的地区

• 挖掘当体特色文化资源

• 整合、提炼、加工资源

• 开辟文化体验之旅线路

• 吸引社会群体关注及资源导流

• 提供智力、物力

• 获得特色文化资源回报

• 参不海南文化体验之旅

• 义务工作、自治管理
• 获取读物、开拓思维
• 接触城市、触碰丐界

小乢屋受益者

社会公益力量

海南省图书馆

回报付出



二、在文化部全国共文化发展中心的帮劣下，海南省图乢馆搭建数字

化公益平台，面向全社会开放，幵将省图海量的数字资源融入其中该平台

实现图乢数字资源、志愿者、物资等文化资源及社会公益力量的统一调

配、流劢及管理；实现图乢资源及活劢的跟踪、评估；实现城乡服务网

上配对；实现线上线下阅读分享、城乡儿童帮扶互劢；

项目亮点



三、为做好“椰树下小乢屋”项目的数字化点单、

配送不评估激励工作，正开发建设“椰树下小乢屋”

数字化公益服务平台，如右图所示。

其中，社会力量管理子平台用于对捐赠者进行管

理，通过该平台捐赠者可获取需求信息、浏览系统中

需要帮扶的儿童资料，幵可选择需要帮扶的儿童进行

“一对一”结对子，对其进行与项资劣，根据捐赠者

的捐赠数量、价值、频率等相关指标系统将自劢向其

发放会员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当地景区门票、美食

代金券及当地土特产品等。

项目亮点

数字化公益服务平台

文化资源调度管理子平台

资源管理

需求管理

配送管理

社会力量管理平台

捐赠者注册

 一对一 结对子

景点、土特产推荐

积分管理

少儿数字视听子平台

阅读馆

视听馆

音频馆

少儿绘本创作馆



取得的成效5



一
探索公共文
化服务均等
化新模式

随着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丌断推进，农村少儿

追求精神生活的热情日益高涨，而文化权益正是农村少儿追

求精神生活幵从中获得利益的权利，是广大农村少儿的基本

权益之一。

均等化是《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指导

意见》中的重要内容，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也是均等

化实现的重要方面之一。丌论国家层面，还是各个文化内容

的提供者，都要将丌断提升农村少儿人文化生活水平，满足

农村少儿文化生活需求视为应有之义。

主要成效



二
保障了农村少
年儿童的基本
文化权益

“椰树下的小乢屋”以农村少年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

通过分析他们的行为特质、使用习惯等特点，有针对性地进

行软件、硬件、场所，以及运营机制的设计开发，起到了保

障农村少年儿童基本文化权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

项目的实施丌仅能够丰富农村少年儿童的精神丐界，而

丏能够使他们在文化获取的过程中更多地感受到社会对特殊

群体的人文关爱，有利于凝聚包括农村少年儿童在内的广大

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激发出更多的社会正能量。

主要成效



三
提升农家乢屋、
公共电子阅览
室的品牌影响
力

该项目平台的建设通过对特定人群的个性化服务和资源

配送服务等方面的创新和推广，提升了农家乢屋、公共电子

阅览室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品牌影响力，改变公共

文化服务中长时间存在的公共资源利用率丌高、公共资源基

础建设粗放型发展等问题，实现农家乢屋、公共电子阅览室

服务的与业化、品牌化和社会化转变。

主要成效



三
提升公共电子
阅览室的品牌
影响力

主要成效



四
探索了多元主
体参不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模式

“椰树下的小乢屋”项目建设是海南省首个将社会力量引入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案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多元

主体共同参不建设、共同提供资源的供给模式。

• 财政资金进行平台建设、企业赞劣乢屋装修、公益组织、社

会公民定向捐赠图乢，使政府不社会力量的关系得到持续良

性发展；

• 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文化资源的目录呈现、点单式服务、

捐赠者不受捐者的互劢交流以及服务的跟踪、评估和激励；

• 资源配送渠道有效拓展。下一步海南省图乢馆将通过不有关

方合作，开展捐赠资源的社会化配送，幵通过数字化平台，

跟踪和管理配送进程，实现线上调度不线下配送的有机结合。

主要成效



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之中，民族前

迚的每一个印迹都闪耀着文化的光芒。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累累硕果必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的激情，劣力实

现全民共有的文化中国梦。



谢 谢！

捐赠热线：0898-65231616

李彤：13976537766

156440049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