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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的重要载体。 市少儿图书馆从无到有，

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2016 年 2 月， 市少儿图书馆在贵

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中应运而生。

同年 12 月，荣获贵州省首批“全民阅

读示范点” 称号。

2018 年 5 月， 贵阳市政府将市少

儿图书馆建设项目纳入 《贵阳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后续建设规划

（2017—2020 年）》中，并将其列为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重点建设项目。 同年，

正式启动新馆建设项目。

2019 年、2020 年，贵阳市委、市政

府连续两年将市少儿图书馆建设项目

纳入为民办“十件实事”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市少儿图书馆

新馆建成试运行。

据市少儿图书馆馆长李宇果介绍，

新馆规划建筑面积达到 2.3 万平方米，

是省、市两级党委、政府的高瞻远瞩大

手笔之作， 体现了贵阳市对新时代传

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为全市 100 多

万少年儿童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的

高度重视。

为建好新馆，市少儿图书馆组织专

门队伍向省内优秀图书馆学习， 并赴

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滁州等地的少

儿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在博采

众长的基础上， 使市少儿图书馆新馆

的规划建设在功能区划分、延伸服务、

智慧化应用等方面有了全新的定位和

提升，建成之后获得各方好评。

新馆正式运行之后， 荣誉纷至沓

来。 2021 年 7 月，市少儿图书馆借阅部

荣获由共青团贵阳市委等 11 家单位联

合授予的“2019—2020 年度贵阳市青年

文明号” 称号；2021 年 10 月，市少儿图

书馆文化志愿服务队荣获由贵州省文

化和旅游厅授予的“贵州省 2019-2020

年度优秀志愿服务团队” 称号。

2022 年 8 月至 10 月， 市少儿图书

馆牵头承办了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

年人图书馆分会主办的 “2022 年图书

馆员图画书讲读风采展示” 活动，助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从业人员的图画书

讲读实操能力和讲读水平，在全国专业

平台上展示了“贵阳力量” 。

此外，由市少儿图书馆牵头，联合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省标准化院、贵州

省图书馆等单位共同参与编制的贵州

省地方标准 《少年儿童图书馆馆外流

通点建设与服务规范》， 于 2022 年 1

月获得立项，此举将促进少儿图书馆馆

外流通服务的标准化、 规范化发展，助

推贵州省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据李宇果介绍，“十四五” 期间，市

少儿图书馆将持续建立健全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完善社会教育体系，满足未

成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

为广大少年儿童及家长提供更优质、更

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与产品。

“十四五” 期间，市少儿图书馆将

力争进入地市级少年儿童图书馆一级

馆行列，将自身打造成为西南地区一流

少儿图书馆。 建设“贵阳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阅读融合空间” ，打通图书借阅的

“最后一公里” ，到 2025 年实现建立馆

外 20 个流通点、 图书流动达到 5 万册

的目标，构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

市少儿图书馆还将与贵州省图书

馆、贵州省博物馆、贵阳市城乡规划展

览馆、贵阳市国际会议中心等文化地标

联动探索图书馆文化旅游模式，实现公

共文化服务业与旅游产业互惠发展；加

强与艺术团体、演出机构、研学机构和

旅行社的合作， 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 持续推进数字少儿图书馆建设，为

读者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化公共文化服

务；着力打造“七色花”“图书馆之夜”

等阅读推广品牌活动，创建书香筑城文

化新地标。 此外，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

乡村阅读推广活动； 加强与教育局、学

校、 社区等单位的深度合作， 为 “双

减” 政策提供有力支撑，最大程度地发

挥图书馆文化传播的阵地作用。

设计成豆荚形的低幼儿阅览区，串

联着童话风格的绘本屋、玩具图书屋。

外文阅览区设置了白色欧式圆顶

门、深褐色长桌椅、绿色复古台灯，让

人仿佛来到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

地图屋以复古地图吸顶灯和空间设

计形成视觉差，营造出神秘的洞穴效果。

……

市少儿图书馆在阅读空间布局上

有许多可圈可点的设计， 展现了符合

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以有趣带动

求知欲的奇思妙想， 也成为入馆读者

喜欢打卡留影的地方。

以人为本的服务特点，在馆内功能

分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全馆共计五层楼， 按照 “低龄低

层，大龄高层” 的楼层分区原则，一道

色彩绚丽的彩虹旋转楼梯将一楼至四

楼的绘本屋、阅读拓展区、外文区、国

学馆、地图屋、亲子阅览区、数字体验

区等串联起来。 面向公众 24 小时免费

开放的智能书房，则设在一楼。

幼儿读者在一楼读绘本、 做手工、

与家长互动阅读，青少年读者则在高层

功能区听讲座、学国学知识、用 VR 技

术阅读仿真书； 少儿读者在可容纳 55

人的影音体验厅看《冰雪奇缘》……由

于功能分区合理，低龄儿童与青少年可

同时在馆内参加各类互不打扰的阅读

体验活动。

馆内还专门设置特殊儿童阅览室，

为有特殊需求的小读者提供盲文图书，

并配备电子助视器等设备。格调温馨的

亲子卫生间、母婴室等设施，也在细节

处体现了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原则。

此外， 小读者在家里可通过市少

儿图书馆的门户网站、 微信公众号、

微博、AR 小程序 、抖音等，享受线上

服务。 目前，市少儿图书馆线上阅读

数字资源有 15 种 ， 共计 25 万余册

（集）图书。

以趣味设计激发小读者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 从传统的纸质阅读到提供

多形式的阅读体验， 从培育阅读兴趣

到推动形成阅读习惯， 润物细无声的

人本精神， 充分体现在图书馆面向小

读者群体提供的各个服务环节之中。

新馆建成后，为持续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 不断适应新时代少儿教育

发展需求， 市少儿图书馆把创新发展

融入人本服务， 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

列成果转化及延伸服务工作。

2021 年元宵佳节， 市少儿图书馆

开展“童迎五福·书伴元宵” 主题游园

活动， 吸引了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踊跃

报名参与。 观山湖区居民孟女士在女

儿学会写福字后高兴地说， 孩子在这

里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也培养了健康

向上的兴趣爱好。 今年寒假，家住观山

湖区金元国际新城的黄茹带着 9 岁的

儿子李旻哲到市少儿图书馆参加 “欢

天喜地花环挂饰” 手工制作活动，她表

示，自己和儿子经常到图书馆看书，也

非常喜欢参加图书馆组织的活动。

手工制作冰墩墩，穿上汉服学习传

统礼仪，以“少儿馆奇妙夜———西游冒

险” 为主题开展互动游戏，在线上观看

“影像里的中国———喜迎国庆电影作

品展” ，在庆“七一” 主题游园活动中

打卡党建知识，讲述红色故事、绘制党

旗……“双减” 政策推行以来，市少儿

图书馆面向全市少年儿童组织推广以

阅读为主线，集综合性、多样性、知识

性、 互动性于一体的节假日图书馆公

益活动，包括以推广非遗文化、科普知

识、 国学传统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讲

座、读书会、手工制作、培训、展览、研

学、少儿数字电影放映等。

新馆开馆至今，市少儿图书馆先后

举办了“新年贺词征集”“听书打卡”

“4·23 世界读书日活动”“庆祝建党

100 周年影视互动教育活动”“国庆节

闯关竞答”“体验水族马尾绣”“航天

科技主题课程”“儿童心理健康讲座”

等线上线下活动共计 387 场，参与人数

约 4 万人次。

为推进 “15 分钟文化生活圈” 建

设，市少儿图书馆创新馆外流通点的建

设模式，与学校、社区等开展深度合作，

建设“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阅读融合

空间” ，提供图书、自助借还机、电子阅

读器等设备，在学校、社区打造自助图

书室，图书通借通还，全面实现自助化

阅读，丰富了读者的阅读感受与体验。

据市少儿图书馆延伸服务部副主

任张璐介绍，新馆运行至今，已在云岩

区黔灵镇银枫居委会、 清镇市品桥小

学、南明区四喜巷小学、格林麦田幼儿

园等地新建图书流通点 8 个 ， 配书

9100 册， 使全市少儿图书馆社区图书

流通点总数上升到 15 个， 配书总量达

到 11900 册。

以数字技术和生态理念打造智慧

图书馆， 市少儿图书馆是贵阳市生态

文明和大数据建设的文化成果展示窗

口之一。

进入图书馆， 迎面是一排高约 4

米的电子屏， 一张张馆藏图书的图片

从屏幕的高处源源不断地“流” 下来，

形成一道道“图书瀑布” 。 读者随意点

击一张图片， 屏幕上立即显示出二维

码， 用手机扫码后， 即可在手机上读

书、听书。

走进馆内，更多的科技手段让小读

者流连忘返： 在数字阅读体验区，用

AR 互动学习百科知识，触摸电子屏浸

润诗词书香，通过“时光穿梭机” 去感

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众多科技产品中，小读者最熟悉的，

是能帮助他们自助借还书的黄色小熊机

器人。这个依据孩童身高、年龄等特点设

计的机器人，操作借书还书十分便捷。被

归还的借阅书籍， 经过专门的机器消毒

灭菌，再传递给下一个小读者。

青少年读者则更熟知图书馆内的

各种智慧场景应用： 利用人脸识别系

统自助办理图书馆借阅证； 用智能借

还系统归还书籍； 在数字阅览区查资

料、观看数字资源；在国学馆用电子棋

设备下围棋； 到影音体验厅预约一部

精彩的影片或录制一段音频； 在朗读

亭享受有声阅读的乐趣……

据介绍， 市少儿图书馆配备了 46

种数字体验设备，内容涵盖科普视频、

有声图书、学习互动、认知教育等，馆

内还设有 3D 影音体验厅、亲子影音体

验室， 让小读者在趣味学习中能充分

感受科技带来的全新阅读体验。

市少儿图书馆以智慧共享型图书

馆为建设理念， 以 RFID 技术为基础，

将大数据、 机器人等新科技融入到图

书馆的管理和服务中， 馆内配备了自

动分拣线、智能书架、盘点机器人等智

慧化设备。 在线上依托各类新媒体服

务平台，拓展各项智慧服务功能，实现

集线上查询、预约、咨询、阅读于一体

的综合服务平台。

数字智慧系统极大提高了图书馆

管理员的工作效率。记者在一楼的图书

分拣系统旁看到，被归还的图书进入自

动分拣流水线后，被机器迅速识别并归

类整理，工作人员只需将归类整理好的

书籍送回相应的分区上架即可。

据介绍， 市少儿图书馆运用物联

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关联图

书馆设备、纸质馆藏、数字资源、读者、

馆员等各种要素， 实现图书智能化管

理，使图书馆真正成为人人共享、人人

受益的智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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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落有致的台阶似一本本排

列好的书册，在绿茵坡上铺出上升

的路径； 路尽头的中式园林拱门，

掩映着门内“书山” 造型的现代建

筑……

在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东路

中段，由贵州省图书馆和贵阳市少

年儿童图书馆组成的大型现代建

筑，格外引人注目。 以浅蓝色玻璃

幕墙装饰的图书馆建筑左侧部分，

就是贵阳市“十三五” 收官之作的

文化新地标之一———贵阳市少年

儿童图书馆。

作为贵州省第一家对外开放

的少儿图书馆， 市少儿图书馆于

2015 年正式成立，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馆开馆试运行。 由成立之初只

有 360 平方米的临时馆舍，成长为

投资约 2.2 亿元、 建筑面积达 2.3

万平方米、设计藏书量 90 万册、具

有 28 个智慧应用场景， 市少儿图

书馆建设规模居全国少儿图书馆

前列，先后荣获省“全民阅读示范

点” 、 贵阳市中小学课外教育基地

等称号，是贵阳市建设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的重要成果。

建筑设计融传统书卷气与现

代科技感于一体的市少儿图书馆，

建成投用后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

每逢节假日，光临这座现代化少儿

图书馆的亲子家庭络绎不绝，形成

筑城一道独特的文化新景。

新馆自试运行以来，尽管受疫

情影响， 已累计接待读者 77 万余

人次、新办读者证 3.2 万余张。

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市少儿

图书馆填补了全省少儿公共文化

服务历史性空白，以科技和生态理

念打造智慧图书馆，将公共文化服

务延伸至社区，为读者提供更加精

准的服务，打造全新的现代阅读融

合空间。 市少儿图书馆的 6 年发展

路径， 是对贵阳市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健全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直观生动诠释。

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创新助发展 雏鹰飞更高

核心提示

以“科技 + 生态” 打造智慧图书馆

图书瀑布流。

地图屋。

自助服务区。

阅读展演厅。

打造西南地区一流少儿图书馆

“以人为本” 贯穿公共文化服务全程

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外景。

读书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