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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文化，城市魂之所在。文化赋予一座城
市意义和光彩，提升一座城市的品质和内涵，
更是城市发展“强盛”的力量和引擎。

如何提升一座城市的文化力量，提升市
民阅读兴趣、营造全城阅读氛围是关键。南
海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汇聚社会各界力量，
全面推进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的构建，打通阅
读“最后一公里”，为民众带来公益、均等、
便捷、高效的阅读服务。

190 间公共图书馆，平均每 1.75 万人
就享有一间图书馆；超千场活动，让市民在
家门口感受阅读乐趣；社会各界力量汇聚，
形成全民阅读建设盛况……如今，南海已经
形成独具特色、服务高效、城乡协同发展的
公共阅读服务体系，不仅打造了书香南海的
品牌，也成为国内各地争相“取经”的建设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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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190间公共图书馆
总有一间在您身边
南海通过构建公共阅读服务体系，提升全区
阅读氛围，打造书香南海品牌

完善硬件 平均1.75 万人享有一间图书馆

活动为媒 千场活动营造满城书香氛围

共建共享 汇聚社会力量推动全民阅读

“我喜欢的历史文学类图书、儿子
喜欢的军事、科学类书籍和名人传记都能
借到，一次可以借七八本。”获评为南图
2018“十佳”读者之一的祝海凤家住大沥，
母子俩都是书迷，休息日和下课、下班的
时间都会一起到离家不远的读书驿站，寻
找心仪的图书，“附近两间驿站相继开放
后，给我们带来极大方便，这两年阅读的
次数多了，涉猎范围也更广。”她说。

能如此方便地享受到图书馆阅读乐趣
的不只是祝海凤。截至今年 4 月，类似的
读书驿站在全区多达 177 间，遍布各村居、
住宅小区、学校门口、商场、工业产业园
区，面积从 16 平方米到 350 平方米不等，
每个读书驿站拥有纸质藏书 2500 册以上，
电子图书 3000 种，电子杂志 100 种，每
半个月更新一次。由于其便捷性与公益性，
群众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与国内大多数地区一样，南海在
图书馆服务改革与探索中也曾面临区、
镇图书馆资源难以盘活，村居一级的农
家 书 屋 服 务 资 源 与 服 务 时 间 不 足 等 难
题。”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蔡楚茹表示，为了解决

基层阅读设施与社会需求不对接的问题，
从 2013 年 7 月南海开始首间读书驿站的
试点建设和服务探索。2018 年南海区的
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成功通过省文化厅
验收，并转为示范地区在全省推广。

目前，南海构建起“区总馆、镇街
分馆、读书驿站（服务点）”三级图书
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其中包括总馆 1 间，
镇街分馆 7 间，分馆服务点 5 间，读书
驿 站 177 间， 平 均 每 1.75 万 名 南 海 居
民就享有一间公共图书馆。“这放在全
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水平。”南海图书
馆馆长陈渊说，2018 年全区到馆人数
343.4 万人次，文献流通量达 416 万册次，
居五区之首，足以说明南海图书馆总分
馆服务效能显著。

除了政府投建的公共图书馆外，南
海大大小小 70 多家实体书店也成为“书
香南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的引
导下，实体书店已经发展成为另一个无
门槛的公共阅读空间，与图书馆形成互
补关系，真正让多维度、各具特色的阅
读空间辐射到南海的每个角落，让阅读
氛围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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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大型话剧
《穷孩子 富孩子》

戏剧进校园惠民演出活动

时间：5 月 5 日 16:00-18:00 

地点：大沥镇黄岐初级中学

时 间：5 月 6 日 15:30-17:30、

19:00-21:00

地点：大沥镇许海中学

时 间：5 月 7 日 14:30-16:30、

19:00-21:00

地点：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校

2019 年桂城街道
象棋围棋锦标赛

时间：5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

地点：南海怡丰城

5月 11 日，2019 年桂城街道

象棋、围棋锦标赛将于南海怡丰城

举办。赛事当天还邀请象棋大师、

世界冠军吕钦与本次象棋个人赛前

八名选手进行应众赛。

原创环保题材木偶剧
——《垃圾大战》

时间：5 月 11 日晚上 8 点

地点：南海影剧院。

《垃圾大战》由广州话剧艺术

中心青年导演陈萱编剧并执导，广

东木偶艺术剧院演绎，同时特别邀

请到德国作曲家Franz von Chossy

为本剧配乐。表演结合展示多种偶

型艺术，音乐充满都市节奏感又不

失童趣，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具环保

意义的艺术视觉盛宴。

2019“文化悅民”
里水镇文化活动开幕式

暨图书馆“书香 • 悦读”
系列活动启动

地点：里水镇富寿园

时间：5月 11日（9：30-17：30）

2019“文化悅民”里水镇文化

活动开幕式暨文体社团嘉年华活动

将分为台上和台下两个部分，台上

的活动既有语言艺术、音乐、少儿

舞蹈、粤曲、小品等多个演出节目

类别，更有书法、藏品等拍卖环节。

而在台下，更有里水舞蹈协会、音

乐协会、书法协会、百合笔会等多

个协会设摊与市民互动，篮球花式

表演、古董照相机的陈列等。

“墨客——中国画精品展”

时间：4 月 20 日—5 月 15 日

地点：佛山市桂城海三路桂城美术馆

展出陈永锵、方唐、招炽挺、

庞泰嵩、汤集祥、李醒韬、梁培龙、

黄穗中、林俊生、黄志扬、谭殿娥

共11位老一辈广佛艺术家的58件

中国传统画及抽象画作品。

大仙诞庙会

时间：5 月 17-18 日

地点 : 西樵镇云泉仙馆、江浦路一带

每年四月十四，有着600多年

历史的西樵山“大仙诞”都会在西

樵热闹上演。活动项目包括吕祖巡

游、大仙诞民间民俗庙会、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等。

尚学大圃 • 翰苑文化艺术节
之魁星汇

时间：5 月 18 日

地点：叶正简纪念馆

本次活动由狮山镇大圃社会管

理处主办，将通过祈福和导师指导

等形式，提高学子的应试信心，减

少应试压力，预祝学子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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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刷一下身份证，就能打开玻璃门，
开始一场阅读之旅；借阅时只要将图书放
到自助借阅区的感应区，经机器自动记录
并打印凭条，30 秒不到便能完成借书。

“在南海所有的图书馆，不管你是本
地人还是外地人，只需要刷一下身份证，
就可以借阅书籍。”蔡楚茹说，南海阅读
体系的构建，另一个关键词便是：共建共
享。

“你选书我买单”线上线下活动便是
这一理念指导下的产物。“真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免费读到了我想读的这本书！”
家住桂城的陈小姐，在保利水城 4 楼的新
华书店的“你选书我买单”活动的新书区
看到心仪的书籍，兴奋地马上用身份证借
走了。区图书馆这一“你选书我买单”线
上线下活动的开展，让越来越多“点单”
的市民借到了心水的新书。

随着读书驿站网点建设规模的扩大和
服务的升级，南海更为关注青少年群体的
阅读需求，探索为青少年提供精准服务的

模式。自 2016 年 12 月开始，南海 7 个
镇街先后在学校或学校周边建设校园读书
驿站，截至 2018 年底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的达 62 间。这些校园驿站利用学校围墙，
将主体建设在学校内，门口对外开放，既
兼顾在校青少年的阅读便利，又满足社区
居民以及“新市民”的阅读需求。

作为南海品牌阅读活动，“桂花树下”
也是该理念的产物。南海图书馆通过与全
区优质少儿机构合作，借助合作机构专业
师资力量，利用三级总分馆制服务体系，
在 7 个镇街分馆设立活动基地，定期举办
各类少儿活动，从而有效满足了少年儿童
读者对公共文化的需求。

不仅如此，南海还充分与培训机构、
教育机构等社会力量合作，打造“南图阅
读坊”。不同于读书驿站，“南图阅读
坊”是一个供现场阅读和读书分享的共享
平台，读者无需办证即可在此享受公共图
书资源。该活动将成为南海调动社会力量
参与阅读推广的新尝试。

今年南海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可谓红
红火火、有声有色：不仅邀请了市图书馆
馆长屈义华解读即将施行的《广东省全民
阅读促进条例》，还表彰了 2018 年“十
佳读者”“十佳读书驿站”等杰出个人和
单位，赠送少儿原创绘本系列。而 4 月 23
日当天举行的 14 场粤港澳“共读半小时”
活动，更是深入读书驿站、校园、公园、
地铁站、社区幸福院等公共空间，在全城
掀起了全民阅读的新高潮。

不仅是 4 月 23 日，南海每天都是“读
书日”。据南海区图书馆公布，2018 年的阅
读推广活动达 1055 场，同比增长 37.19%，
参与人数 14.46 万，同比增长 118.09%。

从 2004 年“摸着石头过河”、开办
零星的讲座，到如今每周五晚（总坛）准
时与市民见面，“有为讲坛”已成为南海
家喻户晓的公共文化讲座品牌服务项目。
开办 15 年来，讲坛培育了大批坚持期期到

场的忠实“粉丝”，平均上座率达八成以上。
另一常态化阅读推广项目“桂花树

下”，是南海于 2017 年初推出的少儿系
列活动品牌，设有故事会、梦舞台、创客
坊、悦学堂、影音角、童彩汇等多个子栏
目，让小朋友在“听、说、学、演、练”
多方位得到成长。如今，项目已挂牌镇街
成立基地，2018 年举办活动 279 场。

在 4 月 20 日举办的“悦读，为祖国
喝彩”——南海区图书馆总分馆“世界读
书日”系列活动上，首批 7 名桂花姐姐正
式亮相，这意味着南海开始培养自己的阅
读推广人。“阅读推广首先是一种服务，
活动是它的主要展现形式。”蔡楚茹说，
借助阅读推广人的角色，通过品牌效应把
优质的服务、富有吸引力的活动推送给市
民，提升全民阅读氛围，进一步增强图书
馆阅读引领的功能，提高馆藏资源的推广
实效，推进“书香南海”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