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缓解我馆流动服务车压力，

进一步扩大图书馆的服务范围，拓

展服务功能，布局合理的服务网络，

我馆于2015年3月3日正式组建爱心

运书队，举办“图书漂流记·爱心

在传递”主题系列活动等，让远离

区图书馆的边远学校师生更好地分

享图书资源，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努力提高综合素质，从而更好地推

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

一、项目背景



二、主要做法

活动来助力

专人来管理

企业做公益

定期送书进校

政府搭平台



（一）政府搭平台

爱心运书活动由我馆发起，联合团区委、区教育局

共同策划举办。前期，项目只是根据区教育局提供地区

偏远的学校名单进学校开展，后来活动得到更多赞许，

越来越多的学校主动到图书馆进行申请。











前期主要整合区自行车运动协会组成了“爱心运书队”，由

队员在骑行运动过程中负责运送图书到相应服务点。后来活动经

过人们口口相传，一些爱心企业也关注到了活动的开展。在活动

过程中，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了解到了这种回馈社会的方式，了解

到了活动的意义，也都纷纷加入到运书队的行列。于是又有了巅

峰越野车俱乐部、92580爱心车等企业加入爱心运书队。企业通过

活动也提高了公众关注度，进一步传播爱心、展示企业文化。

（二）企业做公益



“爱心运书队”现分为自行车小队、巅峰越野车

小队、电动汽车小队，图书运送范围越来越广，数量

也越来越多。从仅仅只是服务翔安本区，也延伸进泉

州市辖区。图书运送数量也从每次只有300本，增加到

2000本，让更多的师生享受到了图书馆资源。

（二）企业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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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运书队活动由图书馆指派专职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通过建点设立账号、记录统计、快速流通，让有限的图书通

过系统流转实现最大价值。同时在书籍的选择上，依据学校

实际需要，专门挑选，以满足师生的阅读需求，提升他们的

阅读兴趣，增加他们的阅读范围。

（三）专人来管理



专人来管理



图书馆与翔安区较边远中小学签订共建协议，在

学校设置“流动图书站”，以“团借团还”的方式将

图书放到学校或班级供师生借阅，爱心运书队、学校

负责图书流通管理。爱心运书队结合图书馆所建的服

务点，根据学校实际需求与距离，由各小分队负责定

期配送和更换图书，一般每月一次或半年一次。

（四）定期送书进校



序号 站点单位名称

1 莲河派出所

2 马巷73291部队

3 大嶝边防派出所

4 翔安锄山小学

5 翔安区小嶝小学

6 翔安隧道武警支队

7 新店消防中队

8 厦外附小

9 马巷小学滨安校区

10 翔安阳塘小学

11 内厝中心小学

12 琼头边防派出所

13 行政审批管理中心

14 翔安区机动大队

15 北斗星星

16 导弹营营部

17 导弹营一营

18 导弹营二营

19 导弹营三营

20 泉厦高速公路收费处

21 马巷消防中队

22 海西明珠

23 厦门鹭申通快递

24 厦门心苗信息科技公司

25 古宅小学

26 新之乔教育

27 黄厝小学

28 彭厝小学

29 厦门兰花美术馆

30 劳光小学

31 同民医院

32 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儿童公园）

33 劳光小学分校

34 新荷幼儿园

35 厦门小螃蟹艺术中心

36 雅思幼儿园

37 汇景流通站

38 持德书院

39 翔安区云头村

40 内厝镇莲塘村

41 滨安社区

42 希元书院(郑瑞勇美术馆)

43 创业者之家

翔安区图书馆馆外流动服务点汇总表











自行车小队送书进锄山小学



自行车小队送书进小嶝小学









越野车小队送书进锄山小学



越野车小队送书进黄厝小学



92580爱心车送书进

泉州南安市劳光小学







项目在书籍的传递过程中辅以系列活动，形式丰富多

样，内容特色凸显。举办了“图书漂流记·爱心在传递”

主题活动，包括博学语录摘抄交流、好书我推荐、“同读

一本书·图书漂流记”、“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好书”

推介展等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爱心运书队还与学校开展

“大手拉小手”结对帮扶活动，给孩子们赠送了书籍、文

具等学习用具，为学生健康成长营造浓厚的氛围。

（五）活动来助力



博学语录

在各中小学，图书馆向学生推介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每年发布的“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

种好书”；在部队、社会上向官兵和成人读者推介

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每年评出的“中国好书”；向

中青年干部推介“两学一做”必读和推荐书目，等

等。让他们在读书时，把自己认为的好词、好句、

好段摘抄在《博学语录》卡片上，并注明内容出处、

作者、页码等，在交流会上与爱心运书队的成员们

分享，或在展板上展示交流。



博学语录作品展示



让学校的学生读者阅读图书馆推介、并由

爱心运书队配送的各种图书，然后把自己认为

有推荐阅读意义的好书的书名和简要的推荐理

由，写在《好书我推荐》卡片上，通过学习园

地、读书交流会、分享会等各种形式进行推介

和分享。

好书我推荐



好书我推荐



好书我推荐作品展示



由图书馆根据学校读者群的特点，精心挑选

图书进行漂流，并让运书队负责配送漂流图书。

学生读者们阅读后，把自己阅读感受，对书和

作者等的评价，写在《同读一本书·图书漂流

记》的卡片上，再交由爱心运书队把书轮换给

其他学校的读者阅读，照这样漂流传阅，最后

交由图书馆保存和收藏。

同读一本书·图书漂流记



同读一本书·图书漂流记

 一是图书种类多，复本少，周

期长。这种方式阅读种类多，但同

读一本书再交流的周期需较长，适

用于学校。

 二是图书种类少，复本多，周

期短。这种便于品读交流，周期短

见效快。



《我见证了文学的光辉年代》

人民文学编审、原《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
汪兆骞

《爱上阅读 爱上写作》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辫子姐姐”
郁雨君

大 师 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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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校园



“大手拉小手”结对帮扶活动

爱心运书队还与学

校开展“大手拉小手”

结对帮扶活动，给孩

子们赠送了书籍、文

具等学习用具，为学

生健康成长营造浓厚

的氛围。



“让爱心飞扬”六一慰问活动







南安劳
光小学

爱心运书队

自2015年3月3日该项目启动以来，爱心运书队

已有7支小分队，自行车队5支，越野车队1支，电

动汽车1支，走进小嶝小学、内厝锄山小学、内厝

中心小学、黄厝小学、新圩中学、乌山小学、泉

州南安市劳光小学等学校，其中自行车队自2015

年3月起已送书进小嶝小学、锄山小学、乌山小学

达21780册次，越野车队自2016年6月起已送书进

黄厝小学、劳光小学、内厝中心小学达27000册次，

电动汽车队自2017年5月起已送书进新圩中学达

4500册次，共计漂流图书达53280册次。

三、成效及影响



而推荐图书包括“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好

书”、“中国好书”、“百种优秀绘本”、《翔安

礼俗》、《咱厝的好声音》、“两学一做”等图书

600多种。印发《博学语录》、《好书我推荐》、

《同读一本书·图书漂流记》卡片20000多张、

《同读一本书·图书漂流记》笔记500册。举办讲

座、读书交流会、评比、竞赛等各种配套活动不计

其数。以“好书伴我成长”为主题，卡片、笔记、

读书摘抄和评写为主线，进行阅读推广，开展“书

香校园”系列活动，在翔安区中小学营造了爱读书、

读好书的良好氛围，有效地倡导了全民阅读，推动

了书香翔安建设。



2016年10月20日，爱心运书队在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活动

案例征集评选大赛中获得优秀奖。



在今年(2018)年初的

“第一届全国公共图书馆

创新创意征集推广活动”

中，“爱心运书队”获得

“最佳创新奖”。



四、经验启示

共同参与是基础A

丰富活动是重点B

精选图书是关键C

锻炼公益是亮点D



（一）共同参与是基础

“爱心运书队”之所以成功实现阅读的传播、辐射、带动效

应，政府、社会组织、学校、老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是基础。

活动初期需要政府、学校共同搭建传递平台，活动才得以开展，

并为广大学生所知；建立一个有热情、有执行力的团队，则保障

了活动开展的质量；而爱心企业的加入，让流通书籍更多，传递

覆盖面更广，并让政府可以渐渐退出主导地位，让项目焕发出更

多生命力、更有活力。



（二）丰富活动是重点。
项目在书籍的传递过程中辅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图书漂流记·爱心

在传递”、“好书伴我成长”、大手拉小手”结对帮扶活动、讲座、读书

交流会、评比、竞赛等各种配套活动，参与人数达2万多人次。让项目得到

了最好的宣传，不断吸引着爱心企业、学校、家长、孩子、志愿者了解此

项目，加入“爱心运书队”，将阅读种子播撒在未成年人身边。



（三）精选图书是关键

前期，用于运送的书籍都是由工作人员进行筛选，以保障

适合老师、学生共同阅读。但随着加入的学校越来越多，工作

人员所掌握的优秀图书资源有限，因此，项目打开社会资源

“接入通道”、打造图书“活水工程”，儿童教育专家、教育

工作者、学生的推荐书籍也纷纷加入该项目中，图书资源找到

了高效、有益的循环模式，逐步构建了完整传递阅读链。



（四）锻炼公益是亮点

自行车队的队员原本就定

期骑行到翔安区各个地方，爱

心运书队项目的启动，让他们

在原本的骑行运动过程中，加

入运送图书，不仅让他们锻炼

了身体，也传递了爱心，达到

了锻炼公益两不误。







文化志愿者培训



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总结表彰会



五、结语

由于现在有阅读需求的地方越来越多，现图书馆继

续拓展文化服务覆盖面，与有实际需求的学校进行共建，

即将在新圩古宅小学、大帽山小学建点，让更多偏远的

学校师生共享区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有效缓解距离图书

馆较远的读者“看书难”的问题。



同时继续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和管理，

助力读者活动。我们今后也将把爱心运书队的规模逐步扩大。

像自行车队，就已经在根据流动点的分布，拆分各个小队，

让服务路线更多，覆盖范围更广。现在也有一些私家车、摩

托车赛车队和我们商谈，只要我们有需求，他们也会来支援。

以此来推进全民阅读推广，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让市民畅享文化惠民工程带来的便利。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