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宁以书屋建设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打造村民的“文化粮仓”、孩子的“校外课堂”

构筑椰风海韵中的人文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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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石梅湾：

山海诗间一步遥
■ 本报记者 袁宇

万宁石梅湾位于海南东南海岸线，
这里海很蓝，沙很细，大自然鬼斧神工造
就的迷人海湾令人流连忘返。

“然而，这里最吸引我的却是满满的
文化气息。”来自沈阳的丛赫是凤凰九里
书屋“最美守望者”团队的一员，2017年
7月23日他来到位于石梅湾的凤凰九里
书屋，待了整整1周，他十分喜欢这里。

“吸引人的除了美丽的山海风光外，
还有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凤凰九里书
屋店长陈润崛表示，书屋从开业起，每周
都会招募1位热爱读书的“守望者”，陪伴
读者一起读书，推荐书单，举办读书分享
会或主题文化沙龙。

凤凰九里书屋每周还会组织一到两
场活动，比如摄影展、骑行分享会、民谣
分享会等，每个月还会推出沙滩音乐会
等活动。

万宁市委着力将石梅湾往文化海湾
的方向打造。2018年底，万宁通过在石
梅湾成立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
心(万宁)研究基地、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
究会(万宁)创作推广基地、国际艺术家联
盟中国总部、中华辞赋(万宁)创作基地等
4个基地，持续开展文化活动，为游客打
造梦中的“诗和远方”。

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2019华润石
梅湾迎新春沙滩跑、2019春节文化市集、
中国书画艺术馆“大汉雄风——汉画像
石体育图像展”、万宁根雕艺术作品展、
万宁黄金腊石作品展等系列精彩文体活
动在石梅湾陆续举行，为前来石梅湾游
玩的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大餐。

同时，凤凰九里书屋今年2月5日至
9日，围绕“吟诵与诗词创作”“从红楼梦
中·汝窑说起”“回望荒野——美国文学
掠影”3个主题开展了3期守望者分享会，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

陈润崛说，从2月5日至9日，书屋总
体销售收入达到8万元，其中仅图书销售
收入就达到2万元，“短短5天时间，书屋
接待游客超过7500人次，游客接待量与
销售收入与去年同比增长均超过50%。”

值得一提的是，书屋的所有公益活
动、读书活动都向社会免费开放。“国学
大师阎崇年来过，艺术家吉木来过，作家
安意如来过，著名诗人王家新来过，各路
名家大师在书屋向普通读者分享他们的
读书心得，交流创作体会。”陈润崛说，书
屋开放两年多来，举办的各种读书活动
超过200场。

丰富的文化活动，为石梅湾增添了
浓浓的文化味，也成为这片美丽海湾吸
引游客的新亮点。资深驴友尹辉喜欢坐
在九里书屋靠海的一边，冲泡上一杯香
浓的咖啡，再挑选一本摄影图集细细翻
阅，他说：“这种环境下看自己喜欢的书，
是一种很美的享受。”

（本报万城8月27日电）

因地制宜，办本土书屋

社会参与，办活力书屋

共建共享，办公益书屋

■ 本报记者 袁宇

“凤凰希望书屋开
放之后，不仅让小朋友
课余有好去处，连我们
老师也有了一个很好的
学习去处。”近日，万宁
市礼纪中心小学教师吴
毓瑶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今年凤凰希望书屋
邀请了武汉音乐学院副
教授吴青上公益师资基
础培训课，她跟着吴青
学习古筝，收获很大。
她表示，她会把自己学
到的再教授给自己的学
生，激发他们学习古筝
的兴趣。

吴毓瑶的经历，是万
宁市以书屋建设为抓手，
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个缩影。目前，万宁
全市已建设198所农家
书屋，还有34所在建书
屋，基本实现了全市行政
村书屋全覆盖。除农家
书屋外，万宁还打造了凤
凰九里书屋等景区书屋，
凤凰希望书屋等主题书
屋，北师大万宁附中校园
书屋等。

通过在书屋内策划
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万宁大力推动书屋从单
一阅读平台向综合文化
服务平台转变，打造“书
屋+”，丰富群众性文化
活动，深入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建设书香社会，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

“书屋24小时开放，谁都可以进来，有时
周末晚上11点还有孩子在这里看书。”溪边书
屋坐落在万宁市万城镇溪边村小河边的一片
三角梅种植基地，书屋藏书2000余册，环境堪
比咖啡馆。8月26日上午，10多名村里的孩子
正在书屋里看书。书屋管理员文盛飞一边示
意海南日报记者不要打扰孩子看书，一边轻声
介绍。

溪边书屋是万宁最具代表性的书屋之
一。村里的三角梅合作社负责书屋日常运营
管理，结合三角梅产业整合资源聚人气，定期
在书屋开展书法培训班、国学班和文化沙龙，
既满足了村民文体生活需求，又实现了农家书
屋的可持续发展。

万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志斌说，万宁
市因地制宜，结合各个村的资源，积极探索“农
家书屋+”运营发展模式，解决农家书屋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村的大石岭书屋是家

长们带孩子过周末的好地方。书屋依托大石岭
乡村旅游，策划英语公益课堂、阅读活动以及各
种亲子活动。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休闲阅读，体
验农家乐趣。书屋、骑行、采摘、休闲……小小书
屋叠加上各种本地元素，成为旅游驿站，吸引力
大大增强。市民曾源就经常带儿子到大石岭村
游玩，他说：“孩子很喜欢来，而且通过丰富的活
动，父子关系也更和谐了。”

北师大万宁附中有着我省首家校园书店“五

味书屋”。作为校园书店，其充分考虑学生需要，
设置了不同类别的图书区，让学生足不出校就能
阅读、购买自己心仪的书籍。曾在北师大万宁附
中就读的黄毓林说：“校园书屋虽小，却‘五脏俱
全’，我们看书、买书都很方便。”

“各镇、村还有很多利用文化室和私人屋
宅办书屋的，这些书屋都是万宁文化建设中的
璀璨宝石。”杨志斌说，万宁文化资源禀赋突
出，既有红色文化、绿色文化、蓝色文化等“大
文化”，也有龙舟、粽子、冲浪、武术等文化资
源。结合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创办特色鲜明
的书屋，以农家书屋为平台，丰富本地群众的
文化生活，满足群众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新期
待、新需求。

“大家跟我学，有不懂的可以提问。”8
月16日，在万城镇东星农家书屋，大茂镇中
心学校美术老师罗月花给22名学生上手工
课，学生们剪出各色各样的果篮、水果以及
动物等手工作品。这是万宁市 2019 年“我
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
动的一部分。活动在一周时间内设置了 4
个文化主题共 64 个课堂，同时走进 4 家农
家书屋进行。

万宁通过常态化开展活动，利用闲置资
源，以活动促读书，切实发挥图书效能，激活书

屋活力，让书屋建好用好。
礼纪凤凰希望书屋在去年底开办后，不定

期举办读书沙龙、谈茶、插花艺术、咖啡品鉴、
古筝教学等生活美学讲座，为读者提供精致的
文化阅读空间。书屋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提
供咖啡茶水，共享食物与美好故事。

北大镇居民冯慧君把自己40多年收藏的
1.3万余册图书资料共享出来，以“书屋+免费
阅读活动分享会+商业销售”的运营模式创办
了求知书屋，服务街坊邻居。

共青团万宁市委、市妇联等单位和部门也

充分结合市内众多的书屋，推出系列化、项目
化、常态化的文化文艺活动，成功地推动了书
屋从静态阅读空间向动态综合文化服务平台
转型。

万宁市还鼓励社会机构与书屋对接，通过
举办趣味科普课堂、国学讲座、摄影作品展、英
语公益培训、咖啡品鉴会、民谣音乐会、油画写
生艺术走廊等多元文化活动，打造“书屋+”，让
书屋的活力更旺，人气更足。所有文化活动免
费向社会开放，也推动书屋成为万宁社会一道
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这里有好多伙伴一起下棋，暑假都在书
屋里玩，很开心。”在北大镇文才竹村，小朋友
许子洋正在村内农家书屋和小伙伴一起下象
棋，旁边还围着几个在“观战”的伙伴。

今年8月16日，万宁市委宣传部组织的“我
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来
到文才竹村农家书屋，开设的阅读、书法、象棋、美
术等兴趣班，吸引村民及孩子们前往书屋学习。

万宁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万宁通
过“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公益支持”的共建共
享模式，不断整合社会资源，设立各种形式的
农家书屋延伸阅读服务点，并以农家书屋为平

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凤凰希望书屋位于礼纪镇华润希望小镇

内，利用闲置的物业，以“政府主导、民间协会
参与、企业支持”的模式共同参与打造，配套礼
纪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不定期邀请名师志愿
者，开展公益英语课堂、古筝公益课堂、名家笔
会等公益活动，成为周边居民最爱去的场所。

在这些文化活动中，志愿者不仅是读者，也
是书屋的主人，既淡化了传统书屋需要配备专职
管理员的管理模式，志愿者在为书屋文化服务活
动提供帮助的同时能获得成长自身。“可以说，新
模式下的书屋有效搭建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的重要平台，对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有重大助益。”
杨志斌说。

据介绍，万宁市将继续以主题书屋建设为
抓手，推动文化主管部门从“办文化”向“管文
化”转变，推动文化服务方式从“送文化”向“种
文化”转变，推动基层人民群众从“要我参加”
向“我要参加”转变，推动基层文化阵地从“单
一低效”向“百花齐放”转变，推动文化治理格
局从“分散线状”向“共建共享”转变，从而真正
改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
为“文化万宁”建设添砖加瓦。

（本报万城8月27日电）

■■■■■ ■■■■■ ■■■■■

孩子在万宁市礼纪镇
凤凰希望书屋学古筝。

万宁山根镇大石岭村
书屋吸引不少游客。

万宁石梅湾凤凰九里
书屋是亲子读书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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