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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华润怡宝一直不忘
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热心
公益，助力贫困地区孩子们实现
梦想。

华润怡宝“百所图书馆计
划”是一项旨在为教育资源匮乏
地区的中小学校捐建图书馆的
公益行动， 已经持续前行 9 年。
项目秉持“分享知识，解渴心灵”
的理念，为贫困地区学校建立华
润怡宝图书馆，并号召全社会爱
心人士，关注贫困地区孩子们的
成长，与他们分享图书、分享知
识和快乐，共同来推动贫困地区
孩子们阅读现状的改善，启迪心
智，传递信任。

自 2007 年起开始实施，截至
2014 年底，已经有 132 所华润怡
宝图书馆在广东、青海、四川、安
徽、湖南、辽宁等 18 个省内落地
生根，捐赠过百万册图书，受益
儿童高达百万，并给所捐赠的学
校送去了大批教育物资。

2015 年，华润怡宝百图计划
行至第 9 年，升级提出“怡起悦
读，陪伴成长”全新主题。

以往募书质量参差不齐，多
数募捐到的书籍并不适合乡村
儿童阅读。 今年六一儿童节当
日，华润怡宝携手中国儿童中心
送 给 孩 子 们 一 份 儿 童 节 厚
礼———“第一份孩子推荐给孩子
的书单”， 这是由中国儿童中心
专家及著名阅读推广人李一慢、

第二书房创始人李岩等多位专
家顾问研讨推荐出 150 本书目，
再由北、上、广三地的 300 余名
学生代表投票选出最受欢迎的
百册书单。

根据书单项目为新建的华
润怡宝图书馆募集、购置图书，
同时为已建成的华润怡宝图书
馆进行图书翻新。 一方面动员
了全国七大区域核心城市少年
宫和近 200 所中小学校， 并且
邀请少年宫集中三个月时间进
行募书， 还联合了同为华润集

团下属子公司的华润万家共同
参与， 在相对较方便的“家门
口”设立周末募书站，同时通过
怡宝公益官方微信号开发“互
联网＋O2O”功能，走近广大消
费者， 动员社会大众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 帮助更多的乡村儿
童， 为改善乡村儿童的读书状
况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三个月
的时间，华润怡宝“百图计划”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为乡村儿
童募集优质图书近十万册。

项目还邀请专家、阅读推广

人、媒体和社会各界志愿者一同
走进乡村学校图书馆举办读书
会，陪伴孩子们一起阅读，帮助
孩子们彻底改善阅读状况并培
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邀请专
家为教育方法相对落后的乡村
教师们进行了专业的阅读教育
指导，试图从根本上帮助乡村孩
子获得更好的教育。

2015 年将建成 18 所华润怡
宝图书馆， 截止到 2015 年年底
华润怡宝图书馆将达到 150 所。
华润怡宝百图计划负责人表示，

中国目前还有超过 35%的留守儿
童， 他们的阅读环境不容乐观。
百所落成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
点，华润怡宝百所图书馆计划将
为继续建立第 200 所、300 所，乃
至更多的目标而努力。

接下来，华润怡宝“百所图
书馆计划”将会继续关注乡村儿
童的成长，惠及更多地区的更多
学校，希望能将孩子们想读的书
送到他们手中。 鼓励更多社会人
士参与进来，共同为幼小梦想的
实现添砖加瓦。

华润怡宝：为乡村孩子建百所图书馆

� � “为村”是一个用移动互联
网发现乡村价值的开放平台，它
以“互联网+乡村”的模式，为乡
村连接情感、连接信息、连接财
富， 通过移动互联网工具包、资
源平台、社区营造工作坊，引导
乡村基层管理者和乡建领导者
跨越数字鸿沟。

2009 年， 腾讯基金会启动
“筑梦新乡村”项目，定点云贵两
县一州，探索以互联网企业核心
能力助力西部乡村发展的模式，
在贵州省黎平县、雷山县、云南
省迪庆州的教育、文化、经济等
方面展开系列实验项目。

6 年的乡村实践探索发现，

中国农村发展的整体滞后, 是由
于“失连”造成的 ,因信息获取的
不对称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所
产生的数字鸿沟横亘在城乡之
间。 财富在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向
城市聚集,为谋求财富,乡村中的
青壮年开始向城市迁移, 这引发
了乡村的空心化进而造成情感
的“失连”,同时也加剧了留守者
与信息的进一步“失连”,更加剧
了乡村与财富的“失连”。 这三个

“失连”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日益
消磨着乡村的活力, 也困扰着与
农村紧密相连的每一个中国人。

而在乡村中最缺的不是钱
和物，而是人，特别是能够连接

城市的乡村发展带头人。 2014 年
9 月项目升级为“为村开放平
台”。 2015 年 8 月 19 日，“为村开
放平台” 正式面向全国发布，希
望借助这一平台为乡村发展整
合资源， 提供发展和传播支持，
同时用互联网+的方式为年轻人
创造一个进入乡村创业机会。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铜
关村是为村项目的第一个试点
村。

铜关村由 4 个自然村寨组
成，四周大山环绕,共有居民 460
户,1863 人,侗族占 93%。 和全国
不少老少边穷地区一样, 由于山
高路险, 铜关村青壮年普遍外出

打工,只有留守儿童
及老人,大部分人不
会用智能手机,更不
懂什么叫 WiFi,村民
人 均 年 收 入 只 有
2800 元。 这里还是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侗族大歌的发祥
地之一 ,被誉为“侗
歌之乡”, 有着鲜明
的文化特色。

从 2014 年 开
始,这个过去对互联
网很陌生的小乡村
悄然卷入了一场“互
联网+乡村”的变革
中。 网络,化作了连
接山里山外信息、情

感、财富、资源的桥梁,给千百年
来传统农村生活模式带来了一
场深刻革命。

2014 年 11 月,中国第一个村
级公众服务号在铜关村正式上
线。 村寨通知下发、投票调查、活
动召集、 公共事务意见交流、文
化活动分享、特产推荐等等工作,
均可通过微信展开。

腾讯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总
监陈圆圆表示：“我们必须要支
持他们本村的人，赋予他们互联
网思维，支持他们用互联网思维
展开创业和创新。 ”

因为有了微信平台, 铜关村
村委会的“大喇叭”退休了 ,村里
大小事,在微信群里吱一声就行；
在铜关村,基于“微社区”系统建
立的“铜关市集”也已上线。 你可
以看到有村民在微信上推荐自
家做的粑粑、米酒、五色糯米饭
和五谷鸡蛋,可以通过二维码、照
片和联系方式来进行购买。

“我们教这个村庄的村民学
会互联网模式。 当他完成这个工
作，我们认为这个村庄和我们有
一样的能力，我们帮他们对接合
作伙伴的资源，让这些企业以自
己的核心能力推动乡村的发展。
然后进行商业方面的培训，比如
说有效沟通、商业谈判等等。 ”
陈圆圆强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2 日，全
国共有 788 个村申请加入为村

开放平台，覆盖除西藏、港澳台
外所有省市自治区。

乡村“连”城市，为村有三式
———既有高大上的线上连接，也
有接地气的线下对接。

“为村第一式”：以任务设定
和案例指引相结合的方式，引导
村庄申请人和村委会成员，学习
并掌握以微信群、微信公众号为
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功能和基本
的运营技巧，可实现村里外出和
留守成员的信息和情感沟通，高
效、透明地实现村务管理、活动
组织、通知下达、舆情上传等基
层工作的移动互联网化。

完成预设任务并通过“为
村”认证后村庄可接入“为村第
二式”：资源平台，通过整合腾讯
内外部资源，汇聚来自社会各界
愿意为村奉献的专业企业和个
人专家，并按条件开放给已经掌
握并可熟练运用移动互联网工
具的村庄，因地制宜地进行资源
的连接和匹配，为村庄创造连接
信息、连接财富的机会。

将前两式充分演绎并从众
多村庄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乡村
可进入“为村第三式”：社区营
造工作坊， 让优秀的村庄有机
会获得专家面对面指导， 挖掘
自己村庄的“一村一品”并完成
商业计划， 在模拟商战中赢得

“为村”创投基金的机会，最终
实现连接财富。

腾讯“为村” 为乡村连接情感、信息、财富

铜关村村民在博物馆中为游客表演侗族大歌

知名阅读推广人胡志远为乡村教师提供阅读主题讲座志愿者们为华润百色希望小学布置悦读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