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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信息服务探索
王维平（甘肃省通渭县图书馆甘肃通渭７４３３００）
牛托稳（甘肃省通渭县第一中学甘肃通渭７４３３００）
摘

要：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是在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区帮助扶持下在通渭县所建立起的—种农村图书馆形式。文章拟就通渭膏树乡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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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人员、服务时间、文献资源等问题。２００４年，美国圣荷西

授赵耀渝于２００１年创设，该基金会自２００１年开始在中国

州立大学教授、青树基金会负责人刘正福先生来到通渭，

甘肃、陕西、青海、贵州、云南等省援助中小学的图书馆和

指导与协调了学校图书馆与县公共图书馆的合作，通渭

公共图书馆。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是青树教育基金会首

县图书馆成为其合作馆之一。次后，基金会对通渭县图书

批在华援助的三所项目图书馆之一，其创立的学校图书

馆进行了大力的援助，先后为县图书馆自动化管理配置

馆与县公共图书馆以联盟模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电脑１３台，提供自动化管理软件及打印机、条码扫描仪

补，共同服务于当地不同的目标人群，对当地农村社区教

等相关的设备。

育、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２００４年第

完成了自身基础建设后，通渭一中图书馆和通渭县

７０届国际图联大会上，荣获比尔一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图书馆分别以基层学校和基层乡镇为主线，相继建立了

“普及教育大奖”。通渭一中青树项目负责人牛托稳校长

马营中学流通站、通和小学流通站和义岗镇流通站、常河

应邀赴阿根廷首都参加了会议领取了该奖，并在大会上

镇流通站、农业园区流通站。形成了校馆辐射农村中小

作了《青树农村图书馆》的报告。…本文拟就青树图书馆在

学、县馆辐射农村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联合辐射模式。双方

通渭建立的乡村图书馆模式及近年来开展的服务工作做

资源共享，互利互补，整合了当地资源，提高了资源的利

一介绍和研究，旨在推广乡村图书馆面向农村开展信息

用率，实现了图书资料的共享、服务时间空间和专业人员

服务的模式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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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概述

个乡镇，３３２个村民委员会，有各类中小学３４３所，【２】基本

２００１年，通渭一中被青树教育基金会确定为援助学

上每个村有一所学校。如果能够将每所中小学校的图书

校后，实现了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通渭一中图书馆在搞

室（馆）建好，那么一个覆盖全县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即将

好校内学生教师服务的同时，初步将服务活动向社区延

建成。因为在现有条件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任何一级组

伸，，但是在对农村进行服务时却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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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合作举办沼气推广培训班，利用文化共享工程的投影

村级小学有可能撤销，那么，这些村小学的场所及剩余教

设备和馆藏的沼气类图书资料，进村进社开展沼气推广

师，无疑是一支乡村图书室的最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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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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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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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基础业务建设后，将其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图书馆服

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健康成为农村村民特别

务能力的培养上。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自２００８年开始，

关注的问题，而对农村健康教育现状调查显示：农村１５

先后开展了农业技术、健康教育等专项农村信息服务活

岁以上人群中，环境、饮水、营养、传染病、慢性病预防等８

动，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项基本卫生知识知晓率仅为３６％。‘Ｄ因此，普及基本卫生

２．１关注农村经济生产活动，提供农业生产信息服务

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是当前农村工作中亟需解决的

通渭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全县４７万人口。

问题。为此经青树基金会论证，２００９年在通渭开展了健康

其中农业人口４５．６万，全县总面积２９０８平方公里，其中

教育活动。该活动依据现有的青树乡村图书馆系统，通过

耕种面积１８０万亩，属黄土高原典型旱作传统农业种植

开展丰富多彩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在当地的学

区，耕作方式传统，农业生产观念落后。通渭青树乡村图

校师生及村民中普及医疗保健的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

书馆关注农村村民的经济生产活动，为他们提供形式多

式，提高健康水平。在青树基金会的大力援助和具体指导

样的农业生产信息服务活动。

下，经过近一年的运行，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青树基金

（１）学校图书馆开展的农业信息服务活动。学校图书

会为该项目配置的１２００册价值价值２万余元的图书已

馆开展农业信息服务活动有着一定的优势，即：活动对象

全部到位，在县图书馆、一中图书馆园区图书室都建立了

９５％来源于农村（学生），熟悉当地农业生产情况、关注农

健康类图书专架。同时青树基金会还为县图书馆征订了

业；学校教师中有７０％以上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学校有长

健康类期刊１３种。

期开设农业类课程的历史和资源；学校实验室有可供农

通渭一中全校学生完成体检后，一中图书馆为每位

业科技实验的器材和设备。因此，学校图书馆开展了一系

学生建立成长记录，为家长提供学生体检及相关健康教

列的农业信息服务活动：一是传播信息。结合学生教学内

育通知，进行矫治跟踪Ｔ作，编写《健康教育手册》，开设

容，把化肥、农药、种子、新型能源、农机具推广、土壤分

专门的健康教育课，组织学生自己通过图书馆和网上查

析、新型设施农业的相关知识融入课程。二是技术破解。

找信息资源来编写《健康教育手抄报》，引导学生编纂适

如：在２００８年开展了土壤分析及化肥配方。学校图书馆

合他们的健康资讯。通渭县图书馆则围绕健康教育，创办

组织学生１２０多人次，采集全县境内１８个乡镇的土壤样

两月一期的《健康文摘》，免费向馆内所有读者、社区居

本１００个，完成了县内不同区域内土质的土壤分析报告

民、三所学校的师生发放。目前已编制了四期。同时开展

６７份；结合气候、雨水、土质等因素，完成县内主要农作物

“健康讲座”，利用视频讲座组织社区居民及馆内读者观

的肥量配置表７３个；并将实验成果印刷成册，通过服务

看，目前已组织讲座６次。在学生中开展健康知识征文１

网点，进行了宣传。这项活动的开展，扩大了学生知识的

次，共收到征文２５６１篇，评出获奖文章３８篇。青树基金会

运用及迁移，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带动家庭受

也邀请了国内外医疗保健专家４人，定期通过网络会议

益。

进行指导，保证活动的科学规范。
（２）公共图书馆开展的农业信息服务活动。通渭县图

２．３创新服务方式。深化社区服务

书馆也开展了一些服务农村社区的活动，如２００８年在青

青树图书馆在通渭以地区健康教育为切入点，探索

树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展了农村沼气推广的项目工作，在

出了一套将专家专业资源及当地的组织和执行资源相结

一年的时间里，调动学校、幼儿园、主动下乡，配合县能源

合，借助信息技术的基层服务模式。此模式可以用于含卫

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沼气宣传推广工作。通过编写《通

生在内的各种农村教育，如法制、文化、信息技术等，同时

渭县农村沼气使用手册》，在城区学校开展了以“再生能

此项目有助于当地人群信息素养的提升，为后续教育打

源的利用”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和绘画比赛活动，与县能源

基础。如：在青树基金会的指导下，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

①数据来源：通渭县统计年鉴（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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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平牛托稳：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信息服务探索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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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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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名称

通渭县一中书
执行组总

记牛托稳、通渭

负责

县图书馆馆长
张雁

的基本技能。

通渭县图书馆
县图书馆

户口数、人口数、学校、卫生所、手机拥有数等，了解真实

执行组负责人
王维平

通渭县县医院

责任明确分配到点（见表１），在多个方面阶段性地、循序
医学顾问

理。

平台的管理，全镇人员手机数据库的
建设，健康短信的编辑、知识的推送，

反馈信息的统计、调查问卷的设计、

行组医学顾问

镇属ｎ牛所及私人诊所负责人的培
训、负责整个活动中口腔保健知识的
审查。

常河镇执行组

历、挂历或日历为载体，宣传口腔保健知识，全镇７４９４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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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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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官科主任，执
牛振福

树乡村图书馆以编制农家中唯一必备的出版物——年

人口中每户发放一册。其次是开展讲座。将精选的口腔保

对各项上作的检查、督导，项目的管

凹收、统计。

需求，探索创新工作方法，建立立体组织机构（见图１），

渐进地提供服务内容，即：首先是发放宣传资料。通渭青

项日的规划、各小组之间工作协调、

负责整体项目落实与安排，负责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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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分解

村文化室

各村文化窜负

负责本辖区村民小组长的培训，本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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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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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所学校１人，
共２０人

的宣传，组织观看口腔健康教育讲座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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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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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图书馆读者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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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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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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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结语
一个乡村图书馆的发展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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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琴胡明川

刘林沙吴小玲：政府网站在突发事件中的报道文本与传播效应分析

４０．１％。学生访问政府网站的比例较低，只有１５．９％，详

合在一起，并最终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整体。对于政府网

见下表。【４］

站而言，整合传播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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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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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到本科之间，比例为９３．５％，职业集

政府网站内部信息的整合是指以功能定位、受众定

中在学生、企业公司一般职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位和内容定位为导向，以传播效果的实现为目标，政府网

者、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为６７．２％，收入大多在５００元

站的各部分内容既分工又合作，既各司其职又互相照应。

一３０００元之间，比例为８５．７％。［５］

而政府网站与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

基于目前政府网站的受众情况，结合突发事件的特

播、电视的整合指的是为了避免信息公开的重复或遗漏，

点和政府网站的发展趋势，政府网站在突发事件的信息

政府网站与其他有关媒体之间还应互相照应，分工合作，

公开中，应将受众定位为高中以卜的已工作的人群。

共同构成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体系。目前，这方面的整合

在受众定位的基础上，各级政府网站应结合自身的

传播还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政府网站的信息孤岛现象

层级和主业，做好自身的内容定位。普遍认为，政府网站

还比较明显，各个部门网站之间、部门网站与门户网站之

应包括三部分内容：信息公开、网上办事和在线交流。后

间存在大量相互封锁的现象，彼此不能互联互通，更不能

二者不属于本文探讨内容，哪么，政府在信息公开中应着

实现瓦动，而且政府外网、专网和内网之间的信息也很难

重于哪些信息呢？

进行有效共享。’㈨这就要求政府网站除了专注于自身的

在突发事件期间。本文的问卷调查显示，关于“５．１２”

信息公开以外，还要在更宏观的层面思考自己在信息公

地震中，６８．７％的被调查者关注还会不会地震，比例最大，

开的媒介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上下左右关系，并通过

３４％的被调查者关注地震来了怎么办，２６．５％的被调查者

协商、沟通确立彼此在哪些方面分工，又在哪些方面合

关注如何处理地震中造成的损伤，２１．４％被调查者关注为

作。从而形成有效的各有所长又互相配合的信息传播格

什么会地震。同时，统计分析显示，在１９则可以显示点击

局。

量的信息中，关于伤亡、受灾、余震、救灾行动、紧急措施、

参考文献：

部门作为、捐款捐物的信息的点击量较大。

［１］［２］［３］［４］［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２１次中国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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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７—０８］．ｈｔｔｐ：
Ｈｗｗｗ．ｅｎｎｉｅ．ｎｅｔ．ｃｎ／ｉｎｄｅｘ／ＯＥ／００，１ 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６］杨冰之．政府网站发展趋势：走向“服务型”［Ｊ］．人民论
坛，２００７，（１４）．

作者简介：杨琴（１９７３－一），女，博士，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
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与传媒：胡明川（１９７３一），女，博士，西南

第二是整合传播的策略。所谓整合就是把一些分散

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刘林沙（１９７６＿一），男，博士，西南交

的要素通过某种恰当的方式使彼此衔接，从而实现信息

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吴小玲（１９７０＿一），女，博士，西南交

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协同Ｔ作，其精髓在于将零散的要素组

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上接第４８页）并不在于藏书量的多少与自动化程度的

地区荣获２００４年比尔一梅林达·盖次基金会普及教育

高低，而在于是否能够利用信息资源为当地的经济、教育

大奖［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３—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ｉｒ．ｏｒｇ／ｐｕｂ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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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ｐｏｒｔｓ／ｐｕｂｌ３０／ｐｕｂｌ３０ｅｈ．ｄｆ．

［２］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ＥＢ／ＯＬ］．

络，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为不同的目标人群定制

［２０１０－０３—２３］．ｈｔｔｐ：／／ｙｙｓ．５１ｔｔｙｙ．ｃｏｍ／ｚｃｆｇ／２００７０６／７７５５９．

信息服务，使农村各目标人群的信息和文化需求都得到了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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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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维平，男，通渭图书馆青树项目负责人；牛托稳，男，通

［１］刘正福．中国青树乡村图书馆服务中心扶助西部边远

渭一中青树图书馆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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