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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背景 

1. 项目概述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简称“满天星公益”）是一家专注于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教育类公益

机构，使命是提高乡村儿童的阅读品质。为实现这一使命，满天星公益以阅读循环圈理论为基础结合

多年的项目实践，创建了满天星公益乡村儿童阅读推广体系。满天星公益乡村儿童阅读推广体系，以

建立县域儿童阅读推广联盟为模式，聚集一批认可儿童阅读重要性的校长及教师，通过提供阅读资源、

合作建设乡村公益图书馆，同时开展教师培训和书香校园阅读活动，来提高乡村儿童的阅读品质。体

系主要围绕提供阅读资源、打造阅读环境、组织阅读活动和培养有阅读协作能力的教师开展服务。 

在阅读推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缺少资源的学校通常缺少老师，难以支持图书馆的开放运营，所

以捐赠图书馆对于此类学校不是最佳的选择。流动书箱项目以“共读分享、循环阅读”为理念，精选了

国内外的精美绘本和童书放置在书箱中，还为教师配备阅读课程工具书，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图书的

使用率，让阅读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也能享受优质的童书资源；也让有意愿开展阅读课程和活动老师

可以有更合适的阅读资源。 

我们期望以流动借阅书箱的方式为阅读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提供优质的童书资源，培养孩子良好

的阅读习惯，找到更出色的自己。 

 

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项目（左：太平镇中心小学书库点 中：图书+书箱 右：教育局领导现场了解项

项目名称 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项目-2020 年项目情况 

项目主办方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项目支持方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教育局、郁南县教育局，河源市连平县教育局 

项目出资方  

项目实施地点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郁南县，河源市连平县 

项目活动 新建流动书箱书库点；项目点实地回访；项目运营评估 

项目执行周期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项目报告时间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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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2. 项目目标 

通过设置流动书库，配备可在一定范围内流动的书箱和书籍，并组织阅读课活动及教师培训，让当

地师生获得阅读资源、阅读方法、提高阅读兴趣，进一步提升乡村儿童的阅读品质。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满天星公益作为项目运营的支持方和评估方，项目点作为支持层的合作伙伴，

各有角色定位。满天星公益负责项目策划、预算编制、项目筹资、项目建设物资采购、书目及课程研

究、项目监督及评估等；项目点负责前期场地准备、在地运营管理、阅读课程及阅读活动开展，配合满

天星公益提交自评报告，并进行项目反馈及运营支持等。 

3. 项目地区概况 

自 2018 年以来，在得到社会各界热心企业、基金会以及爱心人士的捐资和支持下，满天星公益在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云浮市郁南县、河源市连平县先后启动了流动书箱项目。项目地区概况如下： 

3.1 新兴县地区概况 

新兴县隶属于广东省云浮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偏西、云浮市东南部，毗邻珠江三角洲；东与高明区、

鹤山市交界，东南与开平市接壤，南邻恩平市，西南连阳春市，西北为云安区、云城区，东北接肇庆市

高要区，总面积 1523 平方公里。截至 2017 年，新兴县辖 12 个镇，分别为新城镇、六祖镇（旧集成

镇）、里洞镇、太平镇、稔村镇、东成镇、水台镇、车岗镇、大江镇、河头镇、天堂镇、簕竹镇，199

个行政村（社区），1077 条自然村，县城驻新城镇。 2018 年户籍人口 49.28 万人，常住人口 45.85 万

人，另有华侨、港澳台同胞 15 万多人。2018 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264.4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53652 元。 

新兴县交通条件优越，三茂铁路、S276、S113 线贯通全境，东行 15 分钟车程可达开阳高速，北走

15 分钟车程可到广肇、广梧高速。处于“珠三角 1 小时经济圈”内，县辖公路总里程为 962.908 公里。

新兴县距离广州市 140 公里，从广州市内到新兴县城，可以从滘口汽车站、省汽车客运站、天河客运

站等汽车站出发，直接到新兴县汽车客运站，票价从 68 元到 75 元不等，耗时约 2.5-3 小时。到达新兴

县汽车站后，可在站内转乘公交线路到达各个镇区中心。也可从滘口汽车站直接到新兴县天堂镇汽车

客运站，耗时约 3-3.5 小时。 

2014 年至 2018 年，新兴县进行了争创教育强镇（下称创强）、创建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县

（下称“创现”）和中小学特色学校创建工作，因此整个镇的教育投入较大，创强主要是进行校舍操场

等设施的基建工作、科室布置、教学设备、图书及图书馆硬件配置；而创现工作则将重点放在优化学校

布局和校园整体规划，加快县城学校的建设进度，逐步推进信息技术资源融入教学工作，增强校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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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力量，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新兴县下辖的 12 个镇已成功创强，教育强镇覆盖率达 100%；大部分学校已完成创现复评工作。

创强前撤校并校等工作已经完成，随着城市化进程、人口流动加快以及国二胎政策开放，目前县内各

校生源规模有上升趋势。 

在创强、创现过程中，虽然新兴县内每个学校都已配置了藏书室和阅览室，图书数量基本满足创强

标准，达到生均 20 本。但大部分学校的图书室使用率低、环境创设单调，而书架、桌椅过高、过重、

图书质量不高、副本率高的环境不能满足学生自由阅读的需求。教师对阅读课开展、阅读指导、阅读活

动组织的技能培训有很大的需求。目前大部分教师阅读课上课形式单调，主要方式为学生自行阅读图

书，摘抄词句，缺乏阅读互动性，难以调动学生阅读兴趣，只有少数老师自主开展阅读活动，但缺乏阅

读指导方法。 

新兴县教育局在 2018 年 10 月召开了新兴县中小学“书香校园”创建现场会，向县直属学校、各

镇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印发《新兴县中小学开展“书香校园”创建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各校在 2018

年—2021 年落实书香校园创建，并制定《新兴县中小学“书香校园”创建考评办法》对学校开展情况

进行评估。 

3.2 郁南县地区概况 

云浮市郁南县隶属于广东省云浮市，位于广东省西部、西江中游南岸，与肇庆市的封开县、德庆县

隔江相望，介于北纬 22°48′一 23°19′，东经 111°21′一 111°54′之间，总面积 1966.2 平方公

里。郁南县位于北回归线南侧，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节气明显，无霜期长。截至 2019 年，郁南县辖

15 个镇、177 个行政村、23 个居民社区，户籍人口 53.42 万人。2019 年，郁南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7.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9.08 亿元，增长 4.1%；第二产业增加值 26.57

亿元，增长 4.5%；第三产业增加值 61.54 亿元，增长 6.1%。2019 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5 亿

元，比上年增长 6.5%，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 

县城都城镇东距广州 290 多公里，交通便捷，县内共有两个高铁站，县城附近设有郁南站，在南江

口镇设有南江口站，从广州搭乘高铁约 1.5 小时。全县辖 15 个镇，总人口约 53 万人(2016 年)，各个镇

中心也有长途大巴直达珠三角，从县城到各个乡镇、以及各个乡镇中心之间也有公交连接，部分偏远

的村庄和村小还没有公共交通。 

郁南县在 2012 年启动“创强”，至 2015 年，郁南县已初步实现全县规模的创强目标，教育设施

得到较大规模改善，所有学校基本都设有藏书室和阅览室。根据实地考察走访结果，大部分小学图书

室的硬件虽然满足“创强”标准，但使用率普遍较低，图书室普遍存在阅读环境创设单调，书架桌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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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适合小学生使用，图书质量低、复本率高，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教师在阅读指导和阅读活动组织

方面的技能和经验不足，班级阅读课开展情况不佳。 

3.3 连平县地区概况 

连平县隶属于广东省河源市，位于广东省北部、新丰江上游，是 105 国道入粤第一县，国道 105 线

纵贯南北。G45 大广高速公路连平至从化段从南到北贯穿本县，G78 汕昆高速公路龙川至怀集段横贯东

西。全县辖元善镇、上坪镇、内莞镇、陂头镇、溪山镇、隆街镇、田源镇、油溪镇、忠信镇、高莞镇、

大湖镇、三角镇、绣缎镇等 13 个镇，其中县城处于元善镇。全县总面积 2365 平方公里，总人口 41.3

万人（2018 年）。 连平县交通便利，从县城到各个乡镇、以及各个乡镇之间也有村巴相通，但有些偏

远的村庄则没有公共交通，但已经有水泥路铺设到达。 

自 2010 年初连平县被列入第一批创建广东省教育强县的县区（下称“创强”），三年来全县教育

投入不断增加，其中忠信镇成为全市首批 “广东省教育强镇”。2013 年年底，连平县顺利通过创建广

东省教育强县暨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省督导验收组验收，成为河源市首个通过省督导验收的县。3

年来，连平县通过开展教育“三赛”，实施“四大工程”并累计投入教育“创强”资金 2.5 亿元，成为

全省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成功创建“广东省教育强县”的范本。创强经费主要用于校舍操场等设施的基

建工作、科室布置、教学设备、图书及图书馆硬件配置。创强后撤校并校等工作已经完成，目前县内各

校生源规模较为稳定。 

2018 年，连平县以创建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先进县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完善办学条件，

提升师资队伍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推动教育理念、教育管理、教师队伍的现代化。  

  



    

     

 

 
www.starscn .org  

7 

二、 项目实施情况 

1. 全年项目执行情况（时间表） 

时间 
内容 

新建流动书库 运营&回访 

2020 年 1-5 月 受疫情影响，项目处于暂停建设和开放状态。 

2020 年 6 月 

启动年度新建书库项目点申请工作，

组建内部工作组； 

实地/线上考察潜在合作对象：新兴县

太平镇、河头镇、里洞镇；连平县上坪

镇、陂头镇 

郁南县千官镇、新兴县新城镇、天堂镇、

六祖镇书库恢复运营 

2020 年 7 月 内部评审、确定合作、下发建库邀请 
郁南县连滩镇签订物流解决新方案合

同 

2020 年 8 月 
执行采购、书目筛选更新、书库管理员

培训等 

8 月对郁南县、新兴县共 5 个存量书

库进行实地回访 

2020 年 9 月 

新建书库启用仪式：连平县上坪镇，新

兴县河头镇、太平镇； 

连平县陂头镇合作取消跟进 

存量 5 个书库运营跟进 

2020 年 10 月 连平县忠信镇合作申请、实地考察 2020 年新建 3 个书库运营跟进 

2020 年 11 月 
项目二次评审、确定合作、下发建库

邀请 撰写总结报告、项目复盘&规划 

2020 年 12 月 忠信镇书库建设跟进 

 

 

2. 新建流动书库 

2020 年 6 月，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新建书库资格开放申请，并向广东省新兴县、郁南县和连平县

的阅读联盟学校发出申请通知，经过学校申请和初步筛选，选定新兴县太平镇、新兴县河头镇、新兴县

里洞镇、连平县上坪镇、连平县陂头镇共五个项目点作为新建考察对象。 

随后，项目组成员对书库进行线上/实地考察，并形成考察报告提请项目评审委员会进行项目评审；

经评审委员评审同意，确定 2020 年与新兴县太平镇、新兴县河头镇、连平县上坪镇、连平县陂头镇共

四个项目点合作建立流动书箱书库。 

9 月，连平县陂头镇因教育工作计划有变，校方主动提出取消书库建设；经与连平县教育局沟通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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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并报送满天星公益项目评审委员会表决，同意取消该镇 2020 年流动书箱项目合作。 

10 月，连平县教育局主动物色和推荐了忠信镇作为候补项目点，经项目申请和实地考察，项目组

形成考察后的建库申请报告，于 11 月提请满天星公益项目评审委员会进行二次评审，最终表决通过连

平县忠信镇获得新建库资格。该书库预计将于 2021 年 2 月份完成建设，3 月份启用，详细建库情况将

于明年项目报告进行披露。 

 

序号 区域 项目点名称 启用时间 

1 广东河源连平县 上坪镇书库点 2020 年 9 月 23 日 

2 
广东云浮新兴县 

河头镇书库点 2020 年 9 月 29 日 

3 太平镇书库点 2020 年 9 月 29 日 

截至 2020 年 12 月，流动书箱项目完成新建书库点 3 个。 

 

2020 年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_新建书库信息 

项目点名称 书库所在地 
图书   

（册） 

书箱

（个） 

覆盖学校

（所） 

受益人数 

（人） 

上坪镇书库点 
广东省河源市上坪镇中心小学办事点 

（镇教办所在地） 
6142 208 9 2099 

河头镇书库点 
广东省云浮市河头镇中心小学 3071 104 7 820 

太平镇书库点 
广东省云浮市太平镇中心小学 6142 208 16 2687 

合计 
 15355 520 32 5606 

 

2 . 1 新建书库情况 

2.1.1 连平县上坪镇书库 

连平县上坪镇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书库由汤圆读书会全额资助，项目点设在上坪镇中心小学办事

点 1 楼，场地面积约 30 ㎡，原为学校储物室，经改造后用于设立书库存放流动书箱。上坪镇书库共覆

盖 9 所小学：上坪镇中心小学、下坪联办小学、西南联办小学、东阳小学、东南小学、新镇小学、旗石

小学、古坑小学、中村（善明会）小学，受益学生逾 3602 人。此前，仅有中村（善明会）小学这所学

校建立了满天星公益图书馆，该书库的建立，让镇上其他 8 所未建立公益图书馆的学校也能获取到优

质图书，进一步提升该镇乡村儿童的阅读品质。该镇中心小学谢校长长期积极推进“大阅读”进课堂，

对阅读工作十分支持。除了图书资源获取，该镇还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满天星公益教师培养计划，有一

定的阅读活动组织基础及阅读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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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左-实地考察     中-书库实景     右-启用仪式 

2.1.2 新兴县河头镇书库 

新兴县河头镇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书库，设在河头镇中心小学校门右侧空地，场地面积约 25 ㎡，

原为学校临时隔离室，经改造后用于设立书库存放流动书箱。河头镇书库共覆盖 7 所小学：河头镇中

心小学、湾边小学、湾中小学、河仔口小学、料坑小学、步郎小学、深山田小学，受益学生逾 820 人。

河头镇属于较早与满天星公益开展项目合作的镇域，其中步郎小学和湾中小学早在 2011 年即合作建设

了满天星公益图书馆，河头镇中心小学也于 2016 年合作建立公益图书馆，合作基础良好。该书库的建

立，除了能让镇上其他 4 所未建立公益图书馆的学校获取到优质图书，同时也较好的弥补了早期所建

图书馆长时间缺乏资源更新的不足，进一步提升该镇乡村儿童的阅读品质。该镇中心小学练校长一直

以来对阅读工作十分支持，也非常认同满天星公益为当地所做的努力。镇内不少老师长期积极参与相

关阅读培训及活动，有利于项目的落地开展。 

 

上图：左-书库实景     中-启用仪式     右-书库参观 

 

2.1.3 新兴县太平镇书库 

新兴县太平镇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书库由广发基金全额资助，项目点设在太平镇中心小学蒙养楼

1 楼，场地面积约 55 ㎡，原为学校卫生保健室，经改造后用于设立书库存放流动书箱。太平镇书库共

覆盖 16 所小学：太平镇中心小学、三根榕小学、蚕岗小学、江上小学、中黄小学、社圩小学、河村小

学、白马小学、凤山小学、大郎小学、水浪小学、下修小学、王香地小学、悦塘小学、罗陈小学、禤村

小学，受益学生逾 2687 人。此前，仅有王香地小学和禤村小学建立了满天星公益图书馆，该书库的建

立，让镇上其他 14 所未建立公益图书馆的学校也能获取到优质图书，进一步提升该镇乡村儿童的阅读

品质。该镇中心小学简校长一直以来对阅读工作十分支持，在得知建库资格通过后，积极筹措资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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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进行翻新，并进行了美化设计，该书库场地不仅用于存放书箱，亦可安排学生直接进库阅读。该镇

语文教研员梁国宜老师是满天星公益教师培养计划的优秀教师，其带领镇内其他教师长期积极参与相

关阅读培训及活动，有一定的阅读活动组织基础及阅读累积。 

 
上图：左-书库建设     中-书库实景     右-启用仪式 

 

3. 运营&回访 

流动书箱书库点进入正式运营之后，主要的运营管理者为全镇教研员和书库管理员，项目人员则

通过借阅系统后台、微信社群、电话联系，实地回访等方式进行运营情况的跟踪、监测与指导工作。 

3.1 借阅量数据（2020） 

目前在运营的 8 个书库，均可通过借阅系统实时了解书箱流动和使用情况，从借阅记录查看书库

内各校借阅的时间和频率，了解活跃的学校和流通率最高的书箱排名。以下是根据借阅系统统计的全

年（2020）各书库点书箱流通情况： 

流动书箱项目运营数据统计表（2020.06 & 2020.9-2020.12 ） 

县域 所属镇 项目地点 
借阅数据

（箱次） 

统计月数

（个月） 
月均离库率 

覆盖学校数

（所） 

新兴 

新城镇 昌桥小学 372 3 62.00% 12 

天堂镇 中心小学 435 4 54.38% 12 

六祖镇 塔脚小学（教办） 931 5 93.10% 9 

太平镇 中心小学 358 2 86.06% 16 

河头镇 中心小学 162 3 51.92% 7 

郁南 
连滩镇 中心小学 400 4 50.00% 16 

千官镇 中心小学 481 5 48.10% 11 

连平 上坪镇 中心小学办事点 165 2 39.66% 9 

汇总   3304  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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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春学期受疫情影响，整体运营情况一般；秋学期大部分书库恢复正常运作，全年加权后月

均离库率达 61.34%，超额完成 50%离库率的基础目标。从单个书库来看，新兴县六祖镇书库运营周期

最长，管理成效最好；新城镇书库虽然离库率不低，但借阅次数少，且书籍丢失率较高，经回访指导

后，情况有所改善；连平县上坪镇书库采取了分类阅读计划，本学期主要安排共读图书的配送和阅读，

因此整体借阅量相对较低，需进一步跟进学校开展分类阅读成效，逐步提升整体借阅量。 

 

3.2 实地回访 

在流动书箱项目合作使用期内，项目人员每年需到其负责的项目区域书库点进行实地回访，一般

每学期一次。实地回访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考察镇内书箱的整体使用情况、图书和书箱损耗情况、与

校长及书库管理员交谈，了解项目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 

2020 年由于疫情缘故，只在 8 月份前往云浮市 5 个书库进行了实地回访。 

3.2.1 郁南县 

3.2.1.1 连滩镇书库 

连滩镇书库上半年担心书箱流通带来疫情传播隐患，书库没有开放，回访期间项目人员敦促学校

在秋学期需正常开放运送书箱到校；其次，连滩镇书库此前由各校安排老师自主上门借还书箱，较为

不便，通过回访确认书库从秋学期起将聘请当地运货司机专门进行书箱配送，已有合适目标人选，完

成三方合约签订后即可落地执行；最后，由于连滩镇书库建设已有两年，部分书箱的冠名贴纸开始出

现脱落，项目人员已将相关情况进行收集，并针对该情况制定相应更换和加固计划。 

3.2.1.2 千官镇书库 

千官镇书库原设置在教学楼 1 楼的空余教室，由于学校室场不足，只能被迫将书库移至原教师宿

舍临时存放，空间相对较窄，但整体不影响书箱日常使用。该书库依然采用各校自主上门借还书箱的

模式，但会给予一定的油费补贴，本次回访项目人员就该运输模式与中心小学校长交换了意见，对方

表示基于当地交通实际情况，目前运输模式更适合。基于尊重合作方需求原则，项目人员同意维持现

有运输模式，但建议支付周期从单学期一次改为两次，各校单月借阅书箱数量不低于学校班级总数，

需根据各校实际运送情况核定是否发放补贴。 

3.2.2 新兴县 

3.2.2.1 六祖镇书库 

六祖镇书库点运营情况最佳，在书库管理、书籍借阅、运输模式、阅读开展等方面均表现良好，对

于书箱摆放和到校使用还能使用创新性方法进行推广，为项目的标准化提供有效的模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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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天堂镇书库 

天堂镇书库总体运营良好，但出现了少量书籍丢失的情况，项目人员与教研员交换了管理意见，建

议参考六祖镇书库模式加强书箱日常进出校清点，对于个别学生出现的丢书情况，以正面引导为主，

建议以学校为单位进行丢书统计，单学期借阅总书籍 1%以内的属于自然丢失率，超过 1%的部分则需

学校进行重新采购补偿。 

3.2.2.2 新城镇书库 

新城镇书库于 6 月聘请司机专门配送书箱到校，单月送出超过 170 箱书，离库率超过 85%，镇内

学校借阅积极性高。但在 7 月书箱回库后盘点发现，整个书库书籍丢失了 200 多册，书库运作陷入了

一定程度的被动。新城镇书库由于中心小学缺乏场地，故书库点设置在城郊的昌桥小学，其后为了提

升运营效率，又尝试将昌桥书库的图书分发至四个片区，以便学校就近交换，运营一个学期后发现改

善成效不佳，最终所有书籍重新集中至昌桥书库，聘请司机进行统一配送。基于该书库运营历史复杂，

丢失书籍难以追溯，这进一步加大了管理难度。经过项目人员与管理员的深入沟通，最终确定由中心

校牵头，按照借阅比例各校从图书采购经费列支部分费用进行缺失书籍采购。秋学期起，加强书箱日

常进出校清点，以学校为单位进行丢书统计，单学期借阅总书籍 1%以内的属于自然丢失率，超过 1%

的部分则需学校进行重新采购补偿。 

 

上图：左-实地回访     中-问题收集     右-意见交换 

 

3.3 问卷调查 

 2020 年 12 月，为了让流动书箱项目可以不断优化完善，给使用方带来更好的体验，项目人员面

向在运营书库所覆盖学校的校长、管理员和教师发送了线上调查问卷，共收集到 731 份回复问卷，反

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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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项目整体评分 

 

 

 

学校老师借阅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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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阅系统满意度 

 

书籍外借离校情况 

 

低年级最受欢迎主题书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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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级最受欢迎主题书箱 

 

高年级最受欢迎主题书箱 1 

 

高年级最受欢迎主题书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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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箱使用主要形式 

 

小结：调查问卷显示，有 84.68%的老师对于项目整体评价为 4 分或以上，流动书箱项目总体上得

到老师们的较高认可；借阅系统使用总体满意度较高，部分老师针对性提出改善建议；另外，通过问卷

收集最受师生欢迎的书箱主题和阅读课开展形式，便于优化书箱项目设计和使用实际效果。 

 

4. 项目总结 

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项目启动于 2018 年 10 月，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建设和运营，逐步具备了扩大

项目规模的条件。对比 2019 年，今年项目受疫情冲击运营期有所压缩，但新书库建设总体影响不大。

针对本年度工作情况，项目人员作出以下总结及建议： 

 

4.1 项目亮点 

4.1.1 进一步优化项目，规范化和标准化得到提升 

基于项目前两年的运行经验，2020 年从项目规划、项目选点、项目实施、项目运营等多方面进行

了优化，让项目进一步实现规范化和标准化。具体优化内容如下： 

项目组制定了完善的项目管理流程：项目申请→实地考察→项目评审→建库筹备→启用仪式→运

营及指导→评估跟进→结项。 

项目选点首次创新使用邀请+申请结合制，进一步提升项目准入规范；通过学校自主申请建库的方

式，进一步增强书库自主管理积极性。 

书库物资到校后，增加了管理员培训环节，通过统一的运营经验输出，能减轻新书库的管理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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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忧虑，同时也降低了重复犯错的可能性。 

满天星项目人员牵头，召集所有在运营书库的教研员和管理员，组建线上管理沟通平台，确保管理

要求准确高效传达的同时，也方便不同书库的管理员进行经验交流，减轻工作负担。 

 

4.1.2 收集项目优化意见，进一步优化迭代 

项目建设完成后，为了让流动书箱项目可以不断优化完善，给使用方带来更好的体验，项目人员面

向在运营书库所覆盖学校的校长、管理员和教师发送了线上调查问卷，进一步收集项目优化意见，为

项目的更新迭代提供一线实践基础。 

 

4.2 项目建议 

4.2.1 进一步扩大书库建设合作的选点范围 

目前流动书箱项目选点范围局限于已建立阅读联盟的县域，随着项目的不断发展，现有县域的可

合作空间会越来越窄，2021 年将考虑通过选取 1-2 个阅读联盟外的项目点进行合作试点，以进一步扩

宽项目的合作空间，让更多有需要的乡村儿童从中受益。 

 

4.2.2 指导各书库加强运营管理，出台相应激励措施 

通过项目点回访发现，部分项目点存在管理相对松散，丢书较为严重的情况。为了进一步做好项目

运营管理，应统一要求在运营书库加强出入库清点和管理，必要时可进行封箱运输管理。 

同时，为了避免因少量书籍丢失导致学校师生借阅积极性受打击，计划以年度为单位（每年 9 月

至次年 7 月）统计各书库的书籍缺失情况，书籍自然丢失率（包括丢失和损坏等）在 1%范围内的，由

满天星公益进行免费补充书籍，超出 1%部分的书籍再由学校进行补缺。 

另外，项目组将在每个学年结束后，对在运营书库进行统一评估工作，对运营管理优秀的书库和个

人、书箱借阅量高的老师拟颁发证书和锦旗嘉奖，书库评估维度主要包括日常管理秩序、书箱每月离

库率（基础值不低于 50%）、书籍管理情况、其他书库帮扶情况、使用教师满意度等，以进一步引导提

升流动书箱项目的整体运营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