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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概要： 

  Google 乡村图书馆项目组在各地募集图书，致力于通过在偏

远地区捐修乡村图书馆，并将其建成为传播知识和先进文化的公

共场所，科技兴村、文化兴村的动力站，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基地. 

  计划从 4月份正式启动,历时 5个月,并于 6月 1日在湖南人文

科技学院正式启动募书活动,相继在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宜宾学

院,重庆西南大学募书计划.并在暑假回到泸州市和古蔺县展开

街头募捐.在相关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媒体,学校的支持下,共募

书 12000多册,购买价值5万元新书以及电脑等设备,团队捐建的

第一个乡村图书馆—狮龙乡村图书馆于 8 月 24 号在四川古蔺县

狮龙村举行开馆仪式并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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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述介绍: 

  1.整体介绍:Google 乡村图书馆项目为谷歌益暖中华公益

创意大赛比赛项目,但团队秉着超越比赛的态度在比赛结果

出来之前便进入了计划的实施阶段,在历时 5个月,跨越了湖

南,重庆,四川三省的计划执行中,团队在政府,公益组织,媒

体,学校等部门的支持下,所有志愿者以面对困难敢于亮剑

的精神克服了各种计划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并于 8 月完成图

书馆装备顺利对村民免费开放. 

    狮龙乡村图书馆所藏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农业等

各方面书籍知识改变命运，我们真诚的希望村民能从这里获

取改变乡村的力量，丰富自己，改造家乡。一个图书馆是小，

小到只能影响到一个村的人，但是思想上的传播是大，大到

可以影响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我们致力于让公益温暖人间。 

在这里对所有支持帮助过团队的个人和组织表示感谢，在

计划执行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是当

每个人联合起来，汇成一个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很强大，小

者能改变一个村庄，大者能担当现代乡村建设；我们认为，

行动才是最为关键的，持久不懈的行动才是对我们内心秉持

的信念的最真切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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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队人员介绍分工: 

 由于计划跨越地区过大,团队采取地区负责制,每一地区负责

人组成最高决策层,并在其指导下独立组织地区团队运作地区计

划,具体分工团队不一一列举. 

暑假前分工: 

李琴:西南大学计划负责人 

邱园:四川大学宜宾学院计划负责人 

袁敏:宜宾学院计划负责人 

李姣: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计划负责人 

杨梅:四川农业大学计划负责人(地震原因,计划夭折) 

蔡佳:四川建筑技术学院计划负责人(计划夭折) 

陈宁:重庆工商大学计划负责人(计划夭折) 

胡林:西华大学技术监督学院计划负责人(计划夭折) 

王凯:阿坝师专计划负责人(位于汶川,计划中断) 

罗希:总负责人  

暑假前参与人员:各学校志愿者,人数近千人 

暑假计划分工: 

  李琴:泸州市募捐负责人 

  刁林:纳溪区募捐负责人 

  邱园,袁敏:古蔺县募捐负责人 

 暑假计划参与人员:张翔,都梦萍,彭涛,彭颖,等古蔺志愿者 31 人 

 张中元,熊潇,龙波,沈春红,李嘉熏,宋贵能医生等 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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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划流程: 

 

 

4.物资安排  

物            资    流向 来源 

新书(面值 50000 元) 狮龙乡村图书馆   大赛组 

旧书(约 12000 多册) 狮龙乡村图书馆   募捐 

电脑(3400 元) 狮龙乡村图书馆   大赛组 

数码相机(1800 元) 归还大赛组       大赛组 

馆舍                  狮龙小学 

书架,桌椅 狮龙乡村图书馆   狮龙小学 

备注:小额物资未统计,其余见附件资金支出说明 

 

相关机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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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教育局 古蔺县教育局 古蔺县团委 古蔺县宣传部  

龙山镇政府 龙山中心校 狮龙村政府 狮龙村小学 泸州论坛 

希望旅程公益组织 狗拿耗子公益组织 北京飞度车友会 

泸州晚报 泸州广播电视报 泸州电视台 古蔺电视台 新古蔺报 

便捷泸州 DM 报 泸州建筑书店 车 168 论坛 酒城骑兵车友会 

湖南人文,西南大学,宜宾学院,川大锦城学院团委 泸州市团委等 

 

 

 

 

二. 项目实施 

1. 准备阶段 

4 月:开始凝聚团队,逐步完善策划书,并按照策划书进入图

书馆计划的准备阶段. 

2. 执行阶段 

a.过程介绍 

4 月 15 日:正式进入计划执行阶段,确定 4 个高校联合募捐,各高校

负责人开始对各学校计划进行策划.总负责人开始对外联系相关

学校,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力图解决图书馆的馆舍,设备,书籍等问

题 

5 月 4 日:经过同希望旅程的一段时间内的接触,希望旅程公益组

织官方网站宣布向乡村图书馆志愿者团队捐书 5000 册(由于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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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书籍暂缓发往狮龙村) 

古蔺龙山中心校(狮龙村小学主管单位)为我们解决了图

书馆馆舍和基本设备,馆舍为狮龙小学一间新修教室 

5 月 5 日:希望旅程公益组织秘书长塔林夫先生和屈原乡村图书

馆的发起人刘优良博士,屈原乡村图书馆刘金科馆长成为我们计

划的指导老师. 

在泸州市教育的支持下,经领导的批准,泸州教育局网站发布我

们的倡议书 

委托龙山中心校对狮龙村,狮龙小学做第二次实地调研 

5 月 12 日前:团队加强同古蔺教育局和地方学校的联系,开始对图

书馆具体细节洽谈,并顺利解决了图书馆所需的设备问题. 

           团队不断扩大联合募捐学校数量到 8 个,各个支队向

各高校递交募捐策划书,并得到学校团委的支持,进入慈善募书活

动的最后准备阶段. 

5月12日后:512地震爆发,对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坝师专(汶

川),西华大学技术监督学院(乐山),四川农业大学(雅安),四川建筑

技术学院(德阳)因处于重灾区,计划夭折.其余高校计划均受到严

重打击,全国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灾区,各个高校均围绕灾区开展各

项活动,甚至禁止其他活动开展,各高校活动受到严重打击. 

  团队即时计划作出新的调整,志愿者以一颗坚定的心确保了计

划勉强进行. 

6 月:捐修狮龙乡村图书馆募书活动正式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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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西南大学等高校相继启动.虽然 4个高校最终募书不过 3000余

册,但是却标志着计划正式突破了纸上和口头. 

7 月:团队中所有泸州籍,古蔺籍的志愿者返家开始准备泸州市和

古蔺县募捐,开始了募书的最后两站—古蔺和泸州市. 

  在募书的同时团队多次前往狮龙村,对图书馆的装备进行了考

察,并和地方在政府对图书馆日后的维护管理问题上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 

8 月:各地书籍运输回古蔺县,并分批次运往狮龙村,开始对图书馆

进行登记分类造册.团队最后共募书 12000 多册,购买新书 50000

元以及电脑等相关设备,并于 8 月 24 日举行了图书馆开馆仪式. 

b.所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法. 

1.信任问题. 

  困难描述:作为一群大学生最开始说自己要修一个图书馆所有

人都对我们抱有怀疑的态度,认为我们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甚至

怀疑我们的动机,不给予团队支持甚至抵制. 

克服方法:团队用自己的激情和实实在在的行动打动了所有人,

说服了各校团委,说服了泸州市教育局等政府部门以及希望旅程

等机构,取得了巨大的帮助.在泸州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宣布我们的

倡议书和希望旅程官方网站承诺捐书后,团队已经基本解决信任

的问题. 

2.图书馆馆舍和设备的问题 

  问题描述:图书馆所需的房子以及桌椅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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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方法:在泸州市教育局,古蔺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狮龙村

小学为团队提供了房子以及相关设备. 

3.512 地震的影响 

 问题描述:512 地震以后,全国人民都将视线转移到地震灾区,整

个图书馆计划面临夭折的威胁,所有队员接受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克服方法:首先对计划进行了及时调整,保证了计划的开展,将募

书计划正式从书面走向实践.然后加强同各公益组织的联系,取得

了不少的建议和帮助. 

3. 图书馆管理和维护的问题 

 问题描述:图书馆的维护和管理是关系到一个图书馆是否能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的关键. 

 解决方法:通过协议的方式,委托狮龙小学和狮龙村委会对图书

馆进行维护和管理,团队定期对图书馆管理和维护状况进行检查. 

  

C.具体计划与执行的出入 

1.计划中 8 个高校联合募捐,由于受到地震的影响,改为 4 个. 

2.增加了泸州市募捐,暑期募捐时间比计划更长,范围更大. 

3.一拖几工程比原计划推迟.地震的影响团队高校募捐不如预期,

希望旅程和泸州市教育局的书未按时到达. 

3.项目收尾和总结工作 

  在希望旅程和市教育局的书籍达到后,团队将继续围绕狮龙村

周边增设借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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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队收获,总结. 

 1.总结意见 

我们是一个从大赛开始凝聚的团队，谢谢谷歌公益创意大赛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报家乡的机会. 

  最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团队根本没有想过能最终入选,以为在国内

同类比赛中非重点学校的获奖机率是相当低的.团队从开始之初并没

有将比赛作为目标,也没有将获奖作为团队成功的标准,团队始终将

计划的执行最为目标,把实实在在的公共利益带入乡村作为衡量团队

成功的标准.在所有团队还在忙于写计划,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团队

早早的开始了计划的执行,并不断的扫清了计划中的种种困难,超越

了比赛我想这也是我们团队能最终入选的根本原因. 

  在本次计划执行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a. 跨越地区大.募捐从湖南娄底,到重庆,再到四川成都,宜宾,最

后回到泸州,古蔺,最后在狮龙村成立图书馆.跨越了多个省市,

并通过网络募捐让计划影响范围扩展到了全国各地. 

b. 参与人数多,参与学校数量大.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西南大学,

宜宾学院,川大锦城学院 4个高校在暑期前联合募捐,并在暑假

时在泸州 2 中,古蔺中学,古蔺 5 中展开募捐,参与志愿者人数

多达千人. 

c. 历时时间长.相比于其他计划,团队于 4月便开始进入计划的实

质阶段,开始解决图书馆设备馆舍等问题,并于 8 月 24 日举行

开馆仪式,历时 5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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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整合社会资源多,调动社会力量大.不同于任何学校的社团活

动仅仅局限于学校,本次计划从学校开始,但贯穿计划的始终

都在不停的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团队同学校,政府,公益

组织,媒体,出版商等加强联合和合作,充分的体现了公益就是

公众一起参与,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和社会资源确保计

划的成功. 

2.项目实施中的不足. 

 计划执行不足: 简单公益,快乐公益,平凡公益作为团队的口号,

我们不提倡公益成为个人,家庭或者是企业的负担,我们认为公益

就是快乐的事情,也是平凡和简单的事情,并不专属于任何慈善家,

团队努力营造一个互助,快乐的公益环境.但是在计划执行中,我

们不得不承认本次活动给一些个人增加了巨大的负担. 

  由于计划对外界的依赖性比较大,团队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用

于沟通协调,几个主要队员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影响到了正常的

学习生活,以至于在图书馆开馆之际我并没有感到任何的自豪感,

而更多的是一种失落感.这是完全违背了我们提倡的公益原则.\ 

团队不足:跨学校组队时我们的优势,同时也是我们的劣势,人员

过于分散,不利于集中力量,以至于团队对于突发事件缺乏抵抗力,

在 512 地震爆发以后,有 4 个高校的募捐夭折,作为负责人我要承

担所有责任. 

 团队分工上存在问题,各个学校负责人独立负责各自学校募捐,

总负责人负责学校外一切计划,首先给各个学校负责人增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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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压力,在团队之初各个学校几乎都只有 1,2 个人.而同时一

个人负责外界的所有沟通也是对一个人的严重考验,我从 4 月开

始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计划之上. 

  队伍扩展过快,各分队对于志愿者一律宽口径进入,给团队管

理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4. 核心公益目标达成情况. 

团队的核心公益目标是将实实在在的公共利益带入乡村,致力于

通过在偏远地区捐修乡村图书馆，并将其建成为传播知识和先进文化

的公共场所，科技兴村、文化兴村的动力站，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基地.从目前开来只能说团队完成了图书馆的建设,并努力做好图

书馆的维护和管理,鼓励更多的村民从中取得自己所需的知识,丰富自

己,改造家乡. 

  未来发展分析 

   我们相信有一天乡村图书馆一定会走入中国每一个村庄,这不是

一两个团队能解决的问题,甚至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团队

希望通过本次计划能够产生思想上的冲击,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关注

乡村教育,一同推动乡村图书馆的发展. 

  中国的乡村图书馆模式应该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一种不同于任何国

家或者现行的任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乡村图书馆建设不仅仅是政府

的事情,我们希望以政府为主导,公益组织,民间组织,媒体,企业,个人等

社会构成单元等都能参与其中,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自己应有

的社会责任,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乡村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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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团队在参赛中所学所得 

在本次计划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力量是微小的,但是当每个人联

合起来，汇成一个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很强大，小者能改变一个村庄，

大者能担当现代乡村建设；我们认为，行动才是最为关键的，持久不

懈的行动才是对我们内心秉持的信念的最真切的回答！ 

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但是当我们这群普通的人都在

为了同一个目标,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就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团队.决

心,毅力和智慧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在平时团队和外界沟通联系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各个部门和行业

的真实情况,丰富了各个队员的社会经历,锻炼了我们的沟通协调能力,

我相信所有投入这次活动的志愿者在也不会对困难轻易言败 

 

四.项目顾问评估意见(魏彦煜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团委) 

1. 对项目实施的评估. 

作为一个从事高校团委工作多年的老师,对于乡村图书馆计划

的实施我不得不说做得好.此次活动历时长,涉及范围广,参与学

校多,社会效益好,确实给高校活动的开展很大的启发. 

计划从学校开始,并不局限于学校,敢于突破,敢于同政府,公益

组织,媒体等机构主动联系,体现了当代大学生敢想敢做能做的精

神风貌,敢于承担其社会责任的精神,对于现在游离于高校轻浮的

风气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作为该计划的指导老师,我深深的被这样一支团队所感动,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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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给予了他们指导,不如说他们深深的打动了我们所有人,我为

能成为这个团队的指导老师感到骄傲. 

2. 对于团队的评价. 

由于这是一个跨学校的团队,我对于这个团队还缺乏足够的了

解,虽然都是来自不同高校的学生,但是他们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走

到了一起,并走到了底.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来自于多少高校,但是

我敢说这是一支独特的团队,为以后跨学校合作交流创造了一种

新的模式. 

3. 对项目长期发展的意见. 

我同意团队对于乡村图书馆发展的看法,乡村图书馆在中国的

发展很有必要,但是脚下的路依然很长,项目长期发展需要更多的

社会力量的参与,我同他们一样相信有一天乡村图书馆会遍布中

国所有的乡村. 

 

五.项目可持续性评估以及可推广性评估. 

1. 可持续性评估. 

在经历了狮龙乡村图书馆的成功以后,为乡村图书馆计划的推

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现在基本模式(地方出馆舍,设备,团

队负责书籍募集等)下,具有较强的推广性.理由如下: 

1.国家正在致力于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

民.对于图书馆地方都比较稀缺,会给予最大的支持. 

2.通过同学校,社区等的协调,展开募书活动并不是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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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募集旧书再加上购买部分新书进行补充,一来会是资源的重

复再利用,二来也可以最大化的丰富图书馆书籍知识覆盖面. 

3.全国从事乡村书室的公益组织和民间组织众多,可凝聚的力

量大. 

   2.对项目推广的建议. 

      乡村图书馆对于中国乡村的意义重大,不仅仅是几个学生就能

简单解决的问题,在以后的过程中如何调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将是

计划成功的关键.我们希望打造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各自社会力量自

行加入,承担其社会责任的乡村图书馆新模式,让公益更加简单. 

 

六.google 公益搜索 谷歌公益地图构想. 

 背景: 在本次活动中我们最大的体会是,当前我们缺乏一个公益资

源交流的平台.简单的说全国可以按照发达程度分为公益资源的输出

地和输入地,所有人可以分为资源的剩余者和稀缺者.比如说书籍在

上海等发达地区可能属于过剩,处于资源的闲置状态,而此时位于贫

困山区来说却是稀缺资源,如何打造一个公益资源的平台让资源自行

流动才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关键. 

 形式:google 公益搜索,谷歌公益地图 

  打造一个专门的平台,可以让拥有公益资源的组织或者个人在网络

上登记自己手上的过剩资源并通过某种方式留下联系方式,同时通过

公益搜索或者公益地图上输入关键字,可以供需要这些资源的人或者

组织,机构在网络上查找到所需资源,并主动直接或者间接同资源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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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联系,实现资源的自行流动.例如:北京红十字手上有 1000 本书,

而此时狮龙小学需要书籍,在谷歌公益搜索上面输入书的关键字,就

可以查到相关信息,并和北京红十字取得联系. 

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我想对于谷歌来说,搜索技术上面没有问题 

 资源可行性:全国有上千个公益组织,各自手上有自己的公益资源,

如果谷歌能让这些组织都在公益地图上登记自己的公益资源就能保

证公益搜索具有相当的价值. 

 时间有限,具体策划会在以后慢慢思考. 

 

七.结束语. 

  记得在 4 月份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当时我写下了一封信,我说

会在开馆仪式上公开宣读.现在我想以里面的一些话作为报告的结束

语:” 

兄弟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明我们的理

想已经成为了现实.我知道这一切都来之不易,但是我们依然成功了,

正如我常说的一样我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可当我们这群普通的人,

有着同样的信念,做着同样的事情时我们就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团队,

这里只有我们没有我,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彻底融入了我们团队每一

个人的血液,团队因你们而骄傲,同时我相信你们也会因为加入这样

一个团队而自豪. 

 今天我们成功了,我们可以骄傲,但我们绝不能停步不前,农村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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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中国的现状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重,脚下的

路还很长.无论大家以后从事什么工作,进入什么领域,你们要记住你

们曾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并将这颗公益的心长存下去. 

                                                      罗希 

                                                2008-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