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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模式及近年来开展的信息服务工作做一介绍和研究，旨在探讨乡村图书馆面向农村开展信息服务的模式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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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由海外华侨旧金山金门大学教

授赵耀渝于2001年创设，该基金会自2001年开始在中国

甘肃、陕西、青海、贵州、云南等省援助中小学的图书馆和

公共图书馆。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是青树教育基金会首

批在华援助的三所项目图书馆之一，其创立的学校图书

馆与县公共图书馆以联盟模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共同服务于当地不同的目标人群，对当地农村社区教

育、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2004年第

70届国际图联大会上，荣获比尔一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普及教育大奖”。通渭一中青树项目负责人牛托稳校长

应邀赴阿根廷首都参加了会议领取了该奖，并在大会上

作了《青树农村图书馆》的报告。⋯本文拟就青树图书馆在

通渭建立的乡村图书馆模式及近年来开展的服务工作做

一介绍和研究，旨在推广乡村图书馆面向农村开展信息

服务的模式和经验。

1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概述

2001年，通渭一中被青树教育基金会确定为援助学

校后，实现了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通渭一中图书馆在搞

好校内学生教师服务的同时，初步将服务活动向社区延

伸，，但是在对农村进行服务时却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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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员、服务时间、文献资源等问题。2004年，美国圣荷西

州立大学教授、青树基金会负责人刘正福先生来到通渭，

指导与协调了学校图书馆与县公共图书馆的合作，通渭

县图书馆成为其合作馆之一。次后，基金会对通渭县图书

馆进行了大力的援助，先后为县图书馆自动化管理配置

电脑13台，提供自动化管理软件及打印机、条码扫描仪

等相关的设备。

完成了自身基础建设后，通渭一中图书馆和通渭县

图书馆分别以基层学校和基层乡镇为主线，相继建立了

马营中学流通站、通和小学流通站和义岗镇流通站、常河

镇流通站、农业园区流通站。形成了校馆辐射农村中小

学、县馆辐射农村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联合辐射模式。双方

资源共享，互利互补，整合了当地资源，提高了资源的利

用率，实现了图书资料的共享、服务时间空间和专业人员

上的互补。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模式通过学校这支线能将

服务深入到最偏远的农村。就通渭来说，通渭全县共有18

个乡镇，332个村民委员会，有各类中小学343所，【2】基本

上每个村有一所学校。如果能够将每所中小学校的图书

室(馆)建好，那么一个覆盖全县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即将

建成。因为在现有条件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任何一级组

织还无法将图书服务做到这一层面。同时近年来适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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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入学人数逐年锐减，县教育部门预测，再有五年大部分

村级小学有可能撤销，那么，这些村小学的场所及剩余教

师，无疑是一支乡村图书室的最佳组合。

2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探索

图书馆的终极目标是将所藏的知识信息传递给用

户，并发挥一定的作用。青树基金会在通渭完成了援助项

目的基础业务建设后，将其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图书馆服

务能力的培养上。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自2008年开始，

先后开展了农业技术、健康教育等专项农村信息服务活

动，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1关注农村经济生产活动，提供农业生产信息服务

通渭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全县47万人口。

其中农业人口45．6万，全县总面积2908平方公里，其中

耕种面积180万亩，属黄土高原典型旱作传统农业种植

区，耕作方式传统，农业生产观念落后。通渭青树乡村图

书馆关注农村村民的经济生产活动，为他们提供形式多

样的农业生产信息服务活动。

(1)学校图书馆开展的农业信息服务活动。学校图书

馆开展农业信息服务活动有着一定的优势，即：活动对象

95％来源于农村(学生)，熟悉当地农业生产情况、关注农

业；学校教师中有70％以上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学校有长

期开设农业类课程的历史和资源；学校实验室有可供农

业科技实验的器材和设备。因此，学校图书馆开展了一系

列的农业信息服务活动：一是传播信息。结合学生教学内

容，把化肥、农药、种子、新型能源、农机具推广、土壤分

析、新型设施农业的相关知识融入课程。二是技术破解。

如：在2008年开展了土壤分析及化肥配方。学校图书馆

组织学生120多人次，采集全县境内18个乡镇的土壤样

本100个，完成了县内不同区域内土质的土壤分析报告

67份；结合气候、雨水、土质等因素，完成县内主要农作物

的肥量配置表73个；并将实验成果印刷成册，通过服务

网点，进行了宣传。这项活动的开展，扩大了学生知识的

运用及迁移，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带动家庭受

益。

(2)公共图书馆开展的农业信息服务活动。通渭县图

书馆也开展了一些服务农村社区的活动，如2008年在青

树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展了农村沼气推广的项目工作，在

一年的时间里，调动学校、幼儿园、主动下乡，配合县能源

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沼气宣传推广工作。通过编写《通

渭县农村沼气使用手册》，在城区学校开展了以“再生能

源的利用”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和绘画比赛活动，与县能源

①数据来源：通渭县统计年鉴(2008)。

办合作举办沼气推广培训班，利用文化共享工程的投影

设备和馆藏的沼气类图书资料，进村进社开展沼气推广

应用的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和推广，2008年国家农业部农

村沼气国债项目下达通渭“一池三改”沼气项目2000户，

总投资700万元任务的顺利完成，县图书馆的宣传推广

工作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2．2关注农村日常生活，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健康成为农村村民特别

关注的问题，而对农村健康教育现状调查显示：农村15

岁以上人群中，环境、饮水、营养、传染病、慢性病预防等8

项基本卫生知识知晓率仅为36％。‘D因此，普及基本卫生

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是当前农村工作中亟需解决的

问题。为此经青树基金会论证，2009年在通渭开展了健康

教育活动。该活动依据现有的青树乡村图书馆系统，通过

开展丰富多彩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在当地的学

校师生及村民中普及医疗保健的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提高健康水平。在青树基金会的大力援助和具体指导

下，经过近一年的运行，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青树基金

会为该项目配置的1200册价值价值2万余元的图书已

全部到位，在县图书馆、一中图书馆园区图书室都建立了

健康类图书专架。同时青树基金会还为县图书馆征订了

健康类期刊13种。

通渭一中全校学生完成体检后，一中图书馆为每位

学生建立成长记录，为家长提供学生体检及相关健康教

育通知，进行矫治跟踪T作，编写《健康教育手册》，开设

专门的健康教育课，组织学生自己通过图书馆和网上查

找信息资源来编写《健康教育手抄报》，引导学生编纂适

合他们的健康资讯。通渭县图书馆则围绕健康教育，创办

两月一期的《健康文摘》，免费向馆内所有读者、社区居

民、三所学校的师生发放。目前已编制了四期。同时开展

“健康讲座”，利用视频讲座组织社区居民及馆内读者观

看，目前已组织讲座6次。在学生中开展健康知识征文1

次，共收到征文2561篇，评出获奖文章38篇。青树基金会

也邀请了国内外医疗保健专家4人，定期通过网络会议

进行指导，保证活动的科学规范。

2．3创新服务方式。深化社区服务

青树图书馆在通渭以地区健康教育为切入点，探索

出了一套将专家专业资源及当地的组织和执行资源相结

合，借助信息技术的基层服务模式。此模式可以用于含卫

生在内的各种农村教育，如法制、文化、信息技术等，同时

此项目有助于当地人群信息素养的提升，为后续教育打

基础。如：在青树基金会的指导下，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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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在通渭县常河镇建立覆盖所有村民的口腔保健知

识服务体系的初步计划。即：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凭借县

图书馆资源和社会教育功能，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创新

服务方式，建立覆盖所有村民的口腔保健知识服务体系。

针对性地用农村人群易于吸收和接受方式，在全镇35770

人中推广普及口腔保健知识，让所有人口掌握口腔保健

的基本技能。

在建设过程中，为了确保该项目的可行性与顺利实

施，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如该镇村民

户口数、人口数、学校、卫生所、手机拥有数等，了解真实

需求，探索创新工作方法，建立立体组织机构(见图1)，

责任明确分配到点(见表1)，在多个方面阶段性地、循序

渐进地提供服务内容，即：首先是发放宣传资料。通渭青

树乡村图书馆以编制农家中唯一必备的出版物——年

历、挂历或日历为载体，宣传口腔保健知识，全镇7494户

人口中每户发放一册。其次是开展讲座。将精选的口腔保

健知识做成讲座光盘，利用投影设备，分别在镇属学校、

镇属村社放映。并为了鼓励观看，对参加观看讲座的村民

或学生奖励牙膏1支。第三是开办培训班。为了保证项目

的顺利开展，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开办了以项目讲解、投

影机(仪)安装使用、调查问卷的发放、回收与统计为内容

的宣传员培训学习，培训两百余人(村宣传员20人，村民

小组宣传员165人，镇属学校宣传员20人)。第四建立手

机短信服务平台。手机移动通信网络是继互联网后新的

图书馆读者服务平台。

图l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常河镇

口腔保健知识服务体系组织机构图

表1 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常河镇

口腔保健知识服务体系任务分解表

组织机
负责人 任务分解

构名称

通渭县一中书
项日的规划、各小组之间工作协调、

执行组总 记牛托稳、通渭

负责 县图书馆馆长
对各项上作的检查、督导，项目的管

理。
张雁

负责整体项目落实与安排，负责手机

通渭县图书馆 平台的管理，全镇人员手机数据库的

县图书馆 执行组负责人 建设，健康短信的编辑、知识的推送，

王维平 反馈信息的统计、调查问卷的设计、

凹收、统计。

通渭县县医院
镇属n牛所及私人诊所负责人的培

五官科主任，执
医学顾问 训、负责整个活动中口腔保健知识的

行组医学顾问

牛振福
审查。

常河镇执行组

常河镇 负责人，常河镇 负责22个村文化室、镇属学校工作

文化站 文化站站长刘 的安排、工作的检查。
尚斌

各村文化窜负 负责本辖区村民小组长的培训，本辖

村文化室 责人，每村1 区各小组工作的安排。本辖区工作的

人，共22人 协调。

各村民小组负 负责本村村民的口腔保健知识的宣

村民小组 责人，每组1 传，组织观看u腔健康教育讲座视

人，共165人 频。负责奖励物品的发放。

各学校负责人， 负责本校学生的教育，口腔保健知识

学校 每所学校1人， 的宣传，组织观看口腔健康教育讲座

共20人 视频。

村卫生所 各卫生所及诊

及私人诊 所负责人，共 负责本村村民的口腔保健技术指导。

所 30人

据不完全统计，农村手机用户拥有率接近50％，且大

多数农村手机拥有者具有观看短信和发送短信的能力，

因而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选择了这种成本低、利用率高、

效果好的服务方式，在县图书馆建立了手机短信服务平

台，把口腔保健知识编制成短信，定期发送给(常河)镇手

机用户。因这项内容是该项目的核心，因此包含多项任

务，具体有：①建立包括移动、联通、小灵三部分的常河镇

村民手机号码数据库；②根据内容组搭建的口腔保健知

识库中的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制成短信，建成短信

数据库；③按规定的时间，每天按时发送给服务对象；④

将口腔保健知识设计为选择题的形式，发送给服务对象，

如果回复短信，积分达到一定程度，给予奖励。

3结语

一个乡村图书馆的发展与成熟， (下转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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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学生访问政府网站的比例较低，只有15．9％，详

见下表。【4]

同时，《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中国网民的年龄集中在10—39岁之间，比例为84．5％，

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到本科之间，比例为93．5％，职业集

中在学生、企业公司一般职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者、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为67．2％，收入大多在500元

一3000元之间，比例为85．7％。[5]

基于目前政府网站的受众情况，结合突发事件的特

点和政府网站的发展趋势，政府网站在突发事件的信息

公开中，应将受众定位为高中以卜的已工作的人群。

在受众定位的基础上，各级政府网站应结合自身的

层级和主业，做好自身的内容定位。普遍认为，政府网站

应包括三部分内容：信息公开、网上办事和在线交流。后

二者不属于本文探讨内容，哪么，政府在信息公开中应着

重于哪些信息呢?

在突发事件期间。本文的问卷调查显示，关于“5．12”

地震中，68．7％的被调查者关注还会不会地震，比例最大，

34％的被调查者关注地震来了怎么办，26．5％的被调查者

关注如何处理地震中造成的损伤，21．4％被调查者关注为

什么会地震。同时，统计分析显示，在19则可以显示点击

量的信息中，关于伤亡、受灾、余震、救灾行动、紧急措施、

部门作为、捐款捐物的信息的点击量较大。

因此，本文认为在常态下政府网站的内容定位应该

是：政府动态、政策法规、业务查询、业务办理并重。而在

突发事件期间，政府网站的内容重点则应放在突发事件

是什么、应该怎么办、为什么和将怎样这几方面，这样才

能更好地发挥其信息来源优势，避开与其它媒体的同质

化竞争。

第二是整合传播的策略。所谓整合就是把一些分散

的要素通过某种恰当的方式使彼此衔接，从而实现信息

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协同T作，其精髓在于将零散的要素组

合在一起，并最终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整体。对于政府网

站而言，整合传播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政府网

站内部信息的整合；其二是政府网站与其它信息公开渠

道，如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的整合。

政府网站内部信息的整合是指以功能定位、受众定

位和内容定位为导向，以传播效果的实现为目标，政府网

站的各部分内容既分工又合作，既各司其职又互相照应。

而政府网站与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

播、电视的整合指的是为了避免信息公开的重复或遗漏，

政府网站与其他有关媒体之间还应互相照应，分工合作，

共同构成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体系。目前，这方面的整合

传播还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政府网站的信息孤岛现象

还比较明显，各个部门网站之间、部门网站与门户网站之

间存在大量相互封锁的现象，彼此不能互联互通，更不能

实现瓦动，而且政府外网、专网和内网之间的信息也很难

进行有效共享。’㈨这就要求政府网站除了专注于自身的

信息公开以外，还要在更宏观的层面思考自己在信息公

开的媒介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上下左右关系，并通过

协商、沟通确立彼此在哪些方面分工，又在哪些方面合

作。从而形成有效的各有所长又互相配合的信息传播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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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8页)并不在于藏书量的多少与自动化程度的

高低，而在于是否能够利用信息资源为当地的经济、教育

和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在青树

基金会的援助和指导下，凭借其建立起的区域内图书馆网

络，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为不同的目标人群定制

信息服务，使农村各目标人群的信息和文化需求都得到了

满足，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内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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