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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的
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

高迎刚

( 山东大学 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公共文化”概念的出现，反映了我国文化行政部门执政理念的转变。经过数年

努力，我国的“公共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体现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网络已基本建立。然而，目前我国的公共文化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依然面临各地区之间发展

不平衡，以及整体上文化活动不够活跃，内容不够丰富等诸多问题。“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作

为破解当前“公共文化”建设种种困境的有效方式之一，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待

不断完善提高; 西方国家中较为普遍的存在着的非营利性公共文化机构的运营模式，对于调动

普通群众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作用非常显著。如能适当的借鉴其中的某些方式，对于

改善我国当前公共文化主要由政府运作的局面，应该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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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文化部“社会文化司”正式更名为

“公共文化司”。该司一位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说，更名“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形势和

要求，反 映 了 关 于 文 化 建 设 的 新 思 路、新 理 念

……”①，在这段话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概念: “文

化事业”与“文化建设”。二者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 此所谓“文化事业”，指的就是“公共文化”;

而“文化建设”的对象，也还是“公共文化”。“社会文

化司”更名为“公共文化司”，其职责即是建设“公共

文化”。
那么，什么是“公共文化”? 我国的“公共文化”

建设走过了怎样的历程，面临怎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才能推动我国公共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本文拟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公共文化”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及其基本含义

在我国，“公共文化”还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2005 年 10 月 11 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加大政府对文化事

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②的要求。这是“公共文化”这一概念

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
2007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

干意见》，这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建设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文件

阐明了我国当前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原则

和目标任务: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相适应，按照结构合

理、发展均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

民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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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努力建设

以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

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为基本

框架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
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

本文化权益。③

由此可见，当前所谓“公共文化”，指的就是政府

为全体民众提供的文化服务，属于国家“公共服务”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12 年 7 月 11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国家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性规划。“规划”解释了“基

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并指出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范

围:

基本公共服务，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

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

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享有基本

公共服务属于公民的权利，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是政府的职责。
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一般包括保障基本

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

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

公共服务，广义上还包括与人民生活环境紧

密关联的交通、通信、公用设施、环境保护等

领域的公共服务，以及保障安全需要的公共

安全、消费安全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服

务。④

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中，“文化”是

属于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公共服务”范围的。
“公共文化”概念的出现，反映了我国文化行政

部门执政理念的转变。正如文化部公共文化司负责

人就更名一事答记者问时所说，“‘公共性’是服务型

政府的本质属性，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

基本职责。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

容，也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职能”。⑤而要实现文化建

设的公共属性，就必须摆脱以前那种政府“办文化”
的模式，转变为政府“管文化”的新模式，如此方能调

动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从而真正实现文

化的公共属性。

二、我国“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公共文化”的概念的提出虽然只是近

几年的事情，但这一理念的形成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

时期。

在汉语中，所谓“公共文化”，指的就是“公共的”
文化，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的一种形态。然而，什么

是“文化”呢? 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

题，美国文化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就曾列举和分析

了 160 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而在古汉语中，“文

化”的汉语则相对确定。在笔者看来，我们今天正在

建设的“公共文化”，大致上延续的还是中国古人的

文化观念。
在中国 古 代，所 谓“文 化”即 是“人 文 化 成”。

《易·贲卦·彖传》曰: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

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⑥这段话一向被视为“文化”一词的源头。这里

的“人文”一词显然并非西方语境中的“人文主义”，⑦

而是另有所指。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

此教而化成天下也。”⑧“诗书礼乐”，即是儒家观念的

具体承载者。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

是带有很强的道德教化意识的，而这种道德教化的具

体体现，就是一种存在于公共空间中的文化活动。今

天我国正在建设的“公共文化”，其核心的理念是“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使之“体现到精

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⑨这种文化建设

的思路与自古以来“文治教化”的路子大体还是一致

的，当然在具体的观念上已有了截然的不同。
在古代，“文治教化”活动一般是依托私塾、书

院、社学等机构进行的。晚清时期，为顺应时代潮流，

推行通俗教育，政府设立了“通俗教育演讲所”; 民国

初期改为“通俗教育馆”，后来又改为“民众教育馆”;

新中国前的解放区也设有“民众教育馆”。新中国成

立后，人民政府借鉴前苏联的模式，将民国时期的

“民众教育馆”改建为人民文化馆，后来统称文化馆。
于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文化馆与图书馆、博物馆一

起，成为我国“公益性文化单位”的主体。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公共文化”建设始终

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因而也就主要体现为

一系列政策的发展演变。总体看来，这种演变大致经

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计划经济时代( “文革”时期除

外) ，以政府对文化事业的“大包大揽”为特征; 改革

开放之初到 2002 年，发展市场经济思路下的文化体

制改革，这些改革至今尚未完成，仍留有许多现实问

题亟待解决; 2002 年至今，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与经营

性的文化产业分途发展，使我国的公共文化建设有了

一个较为合适的政策环境。
( 一) 计划经济时期( “文革”时期除外) 的公共

文化管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专门

的文化行政主管机构，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文化工作的

政策法规，并比照行政序列，逐层设置群众文化事业

机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文艺从业人员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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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的职员，职员的工

资和活动经费均由国家财政支付，所有演出或展出活

动也都需要经过主管部门审查。这一时期的“群众

文化体系是适应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和发展的，

主要由国家投资、单一渠道建设”，瑏瑡因而这一时期的

“群众文化虽然形式多样，但其主要任务是传播主流

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瑏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计划经济时

期”，并不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十年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的成就被全面否定，文化建

设工作遭到全面的否定和破坏。因而在新时期之初

才会存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恢复期。
( 二) 发展市场经济思路下的文化体制改革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赢利为目的的

文化活动开始兴起: 文化事业单位多采取“以文补

文”活动，如“建立图书室、摄影室、游艺室、地方戏团

队、电影放映队等，进行有偿服务，所得利润用于改善

职工生活以及进行扩大再生产”; 瑏瑣而以各种书屋、录
像厅、台球室为代表的个体文化经营活动也开始出现

在街头巷尾，并逐渐成为当时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的主要场所。
尽管伴随着种种营利性文化活动的兴起，关于文

化艺术活动是否应该被商品化的议论便不绝于耳，但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以“经营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

式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便逐步展开了:

1985 年 4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

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后，各地普

遍进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形式的艺术表演团体体

制改革试验。
1987 年 2 月，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工商局联合

颁发了《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

暂行办法》。在国家政策层面上，这是文化产业开始

从事业单位中分离出来的起点。
1988 年 9 月，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

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双轨制”:

“需要国家扶持的少数代表国家和民族艺术水平的、
或带有实验性的、或具有特殊的历史保留价值的、或
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表演团体，可以实行全民所有制

形式，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主办。大多数艺术表演团

体，应当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由社会主办”。瑏瑤“双轨

制”的提出意义非常深远，这标志着在国家政策层面

上，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与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分途发展

的思路已经基本形成。
1988 年 2 月，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

下发《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

出“文化市场”概念; 翌年，文化部文化市场管理局成

立。
1993 年 9 月，文化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

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根据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

了新的改革意见。
1994 年 2 月，文化部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

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

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

行机制。
1996 年 9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

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决定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

策，在加大各级财政对文化事业投入力度的同时，拓

宽文化事业资金投入渠道，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要求的筹资机制和多渠道投入体制。
1998 年 8 月，文化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司。
200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发布，首次在中央

正式文件中使用“文化产业”这一概念。
( 三) 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与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分

途发展

2002 年 11 月 8 日，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文化发

展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

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

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并鼓励它们

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完善文化产业政

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

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瑏瑥

2003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

题的决定》，提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具

体要求:

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
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

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文化产业

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

实力。瑏瑦

2005 年 8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

文化产业的若干规定》。
2005 年 10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

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

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加大政府对文化

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瑏瑧“公共文化”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

中央文件中。
2006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十一五”时期文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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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发展纲要》，“公共文化服务 ”和“文化产业”各占

一个单独的章节。
2007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

发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 设 的 若 干 意

见》，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发展目标和主要措施。
2007 年 10 月，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要求，发展“公益性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依然是两个重要的方面。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

基本文化权益 ”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

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分占两个章节。在“发

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这一章节中，“构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得到专门论述。
2012 年 6 月，文化部“社会文化司”正式更名为

“公共文化司”。
2012 年 11 月 8 日，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谈到

“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时强调“要坚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

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瑏瑨

2012 年 12 月，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

理中心更名为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2013 年 1 月 14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部制定并印发了《文化部“十

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提出

了“到 2015 年，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

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公共文化设施网

络更加完善，服务运行机制进一步健全，服务效能明

显提高，“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国家基本标准

有效落实，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的

建设目标。瑏瑩

三、我国“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如前所说，2005 年 10 月，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公共文化”概念首次

出现在中共中央的官方文件中，这可以视为我国“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起点; 而“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蓝图，则出现在两年之后的另一份由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文件中。这份名为

《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文

件指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要“以政府为主

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

与”; 2013 年 1 月 14 日发布的《文化部“十二五”时期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则强调了“公益性

文化单位”的骨干作用。这种建设“公共文化”的理

念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文化事业的方式显然存在

诸多相似之处，但又与那种政府对文化事业“大包大

揽”的做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方面，当前的“公共文

化”建设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而新中

国成立初的文化事业则排除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可

能; 另一方面，当前的“公共文化”建设只是强调政府

在各种建设主体中的主导性地位，并不像新中国成立

初那样排除政府和公益性文化单位之外其他社会力

量的介入。新旧文化政策的区别，也恰恰构成了当前

我国“公共文化”建设的两种路径: 前者体现为国有

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用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后者

则体现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被视为面向

未来世界的文化事业发展蓝图。这两个方面的发展

状况，也就构成了当前我国“公共文化”建设的现状。
( 一) 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

我国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1980 年 3 月，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文化厅

局长会议集中讨论了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问题，会

议借鉴农村经济改革中的“承包制”做法，决定在国

有文艺院团中试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

院团改革。经过几年试点，1985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

体的改革意见》，以“院团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国有

文艺院团体制改革逐渐在全国得到推广。
然而，经济领域改革的成功经验，并不一定能被

顺利推行到文化领域，不是所有文化形式都可以被市

场化的。还在各地文化事业单位尝试开展“以文补

文”活动的时候，关于文化艺术是否可以被市场化的

讨论就在知识阶层展开了。这些讨论最终影响到了

文化政策的制定。1988 年 9 月，国务院批转文化部

《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正式提出“双轨制”的改革方向: 根据文艺团体的

专业水平和所从事文艺活动的性质，将原来从属于各

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文化事业单位分为“由政府主办

的”和“由社会主办的”两种。如前所说，“双轨制”的

提出意义非常深远，标志着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公益

性的文化事业与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分途发展的思路

已经基本形成。那些“由政府主办的”文艺团体，后

来就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骨干的“公益性文

化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那些“由社会主办的”文

艺团体，后来就成为“文化产业”的主力军。
2002 年，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文化发展分为“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并明确指出:“坚持

和完善支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扶持党和

国家重要的新闻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扶持体现

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艺术院团，扶

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扶持

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加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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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群众文化。”瑐瑠这些需要扶持

的部分，其中就包含了当年提出的“双轨制”中需要

“由政府主办的”那些文艺团体。这说明: 一方面，新

世纪提出的“公共文化”建设蓝图，与当年提出的“双

轨制”是一脉相承的，保持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 另

一方面，这一表述也说明了，“双轨制”提出 14 年后，

那些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原本没有多少区别的文艺院

团，经过多年改革，依然没有多少差别。改革之艰难，

于此可见一斑。
2008 年 10 月 23 日，《社会科学报》刊登了一篇

名为《尴尬的演出业: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文章，

用翔实的数据，描述了当时演出行业存在的诸多困

境: 演出成本过高、资金来源单一、管理人才缺乏、营
销环节薄弱等。而造成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演

出机构法人地位模糊的尴尬处境:

很多演出团体和场所都是事业单位，其

生存、发展依然较多地依赖于政府，没有投

入、产出和成本、利润的概念。在事业体制

下，演出经营机构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决

策、组织艺术生产的观念淡漠，创新动力和

品牌意识不强，缺乏具有现代管理知识、经

营理念并了解国际演出市场规则、运作方式

和现实状况的管理人才、经营人才，产品策

划、包装、宣传、营销能力普遍较差，因而自

身活力不足，与成为真正的文化市场经营实

体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差距巨大。
另一方面，在近年来不断进行的文化体

制改革中，很多演出团体和场所名称已经改

为“公司”，并被不断推向市场，需要他们在

一定程度上自负盈亏。但是，由于仍然受到

行政主管部门对演出剧目及创作等方面的

干涉，如突然性地撤销某类主题的创作和演

出，这就使主办机构无法按照完全市场化的

方式进行融资和运作，从而造成很多演出团

体在市 场 化 的 过 程 中，不 断 遭 遇 尴 尬 境

地。瑐瑡

这说明，迟至 2008 年，无论是政府还是从文化事

业单位改制而来的各种文艺表演团体，都没有真正从

计划经济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政府还是把各种

文艺表演团体看作其下属机构，给其提供资金支持，

也左右其演出计划，而没有将其视为完全的市场主

体; 另一方面，那些已经更名为各种“公司”的文艺表

演团体，也没有能够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还是需要仰

仗政府的财政补贴度日，不能做到真正以上的自负盈

亏，作品的创作与演出也还是要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

许可，不能做到自主经营。这种“事业单位，企业管

理”的模式，其实只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与文化事业

单位关系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自然延伸。
2009 年 7 月，中宣部、文化部下发《关于深化国

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指

出“国有文艺演出院团的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不少成

绩，但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具体体现为:

绝大多数国有院团仍保留事业体制，没

有形成与市场对接的体制机制，没有成为市

场主体，缺乏通过市场竞争做大做强的内在

动力; 相当多的剧( 节) 目以参评获奖为主

要生产目的，没有进入市场，忽视观众需求，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受到制约; 现行体制

是按照行政区划和级次层层办团，“小而

全”、“散而弱”，很难形成有实力的文化品

牌，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 许多院团包

袱沉重，人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影响

了演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生产经营难以为

继。瑐瑢

这样的状况，显然“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不相适应，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战略目标不相适应”。为推进国有院团体制改革，文

件还提出了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除新疆、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 2009 年底前都要

至少完成一家直属院团整体转企改制; 试点

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现阶段要有计划地分

期分批展开; 2010 年后，将国有院团转企改

制工作向面上推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要于 2010 年前选择一至两个试点县，推动

县级院团转企改制，探索政府采购公益性演

艺服务的方式，开发农村演艺市场。

由上而下、由点及面的改革路线非常清晰。时间

安排上，主要有两点要求的比较明确: 一是 2009 年底

前，除新疆、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省会城市至少要完成一家直属院团整体转企改

制; 二是 2010 年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选择一至

两个试点县，推动县级院团转企改制。这样的改革力

度显然不够大，还是强调要由点及面，逐步推开。但

考虑到文件是 2009 年 7 月下发的，而两个重要的时

间节点都定在 2009 年底，时间还是很紧迫的。
2011 年 5 月，中宣部、文化部又下发了《关于加

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在 2012
年上半年之前完成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任务。瑐瑣改

革的基本思路，依然是当年提出的“双轨制”，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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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原则被表述为“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实际上依

然将国有文艺院团分作两类，一类可以保留事业单位

性质，一类则必须转制为企业。为了减少地方政府的

麻烦，这份文件还附上了“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国有

文艺院团名单”，其他国有文艺院团( 不含新疆、西藏

地区) 都要转制为企业，并鼓励已列入名单的保留事

业单位性质院团转企改制。
这次改 革 规 定 的 时 间 段 是 从 2011 年 5 月 到

“2012 年上半年之前”，实际上也就是从 2011 年 5 月

到 2012 年 5 月的一年左右时间，因为文件说明“今年

( 2011 年) 下半年，中宣部、文化部将联合开展对地方

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工作的督查。2012 年上半

年，将对 各 地 国 有 文 艺 院 团 体 制 改 革 工 作 进 行 验

收”，力度是相当大的，效果也就非常显著。
根据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中国文明

网”于 2012 年 7 月 17 日转引自《光明日报》的报道:

“截至今年( 2012 年) 5 月 31 日，全国文化系统 2102
家承担改革任务的国有文艺院团，已完成和正在进行

转制、撤销和划转的院团达 1691 家。其中江苏、安

徽、陕西、山西、河北、重庆、宁夏、贵州、天津、辽宁、云
南、甘肃、湖南、江西 14 个省 ( 区、市) 已经基本完成

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任务。”瑐瑤最后期限到来之前，

已经有 80． 4% 的国有文艺院团完成了改制任务，这

次改制的规模之大，任务之重可想而知。
最后期限到来之后，改制工作继续进行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转引《人民日报》的报道:“最新统计显示，全

国文化系统承担改革任务的 2102 家国有文艺院团

中，已有 2061 家完成改革任务，完成率超过 98%。
在已完成改革任务的院团中，转企改制院团 1249 家，

占比 61% ; 撤销院团 435 家，占比 21% ; 划转院团 377
家，占比 18%。”瑐瑥

从数字上看，这场始于 2009 年 7 月的国有文艺

院团体制改革工作已经接近尾声。相较于此前 20 几

年来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改制经历，这一次的改革可

谓急风骤雨式的，在中央政策高压之下，集中在两年

左右时间里突击完成了。不过，从目前的实际情况

看，这种“完成”还只是形式上的，其内部体制机制的

理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根据 2011 年 5 月中宣部、
文化部下发的《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

通知》规定，“国有文艺院团转制前由各级财政安排

的正常事业经费，转制后在一定期限内继续拨付”。
因此，短期内这种强制改制的后遗症还不是很明显，

但长远看来，深层次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
2013 年 6 月 5 日，文化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

传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九部委联合出台了

《关于支持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指导

意见》，意见指出:“随着大部分国有文艺院团转化为

市场主体，以企业为主体、事业为补充，面向市场、面
向群众的新型演艺体制格局已经形成，为我国演艺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当前我国

演艺市场发育程度还比较低，大部分转企改制国有文

艺院团( 以下简称转制院团) 底子薄、包袱重、经费自

给率低、赢利能力弱，转制后面临巨大的生存发展压

力。”瑐瑦为改变这一现状，该文件提出了三个方面共十

四条意见:

一、落实和强化对转制院团的政策扶持

( 一) 落实转制院团土地使用政策;

( 二) 加大财税扶持力度;

( 三) 改善转制院团排练、演出条件;

( 四) 加大演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 五) 支持文艺演出院线建设。
二、促进转制院团自我发展能力建设

( 六) 规范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

( 七) 增强转制院团发展内生动力;

( 八) 着力培育骨干演艺企业;

( 九) 扶持中小转制院团健康发展。
三、加强转制院团改革发展支撑体系建设

( 十) 完善工商登记注册服务;

( 十一) 鼓励各类资本投资演艺业;

( 十二) 积极发展中介组织;

( 十三) 为转制院团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 十四) 加强转制院团党组织建设。

很显然，这些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基于目前转

制院团的艰难处境，不得已“扶上马、送一程”; 另一

方面则是面向我国公共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为我国

文艺机构的未来形态画出一个蓝图; 最后一方面，则

是政府转换角色，真正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
的转换，为转制院团的未来发展提供支持。

这些措施是否可以奏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 二)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如前所说，2005 年 10 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官方文件中; 2007 年 8
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蓝图出现在中办、国
办下发的《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

意见》中。自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我国“公

共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神州大地红红火火

地开展起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呢? 2007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若干意见》中的说法是“以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

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

估为基本框架”; 瑐瑧2013 年发布的《文化部“十二五”
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则将之精简

概括为“公共文化设施、产品、服务及制度体系”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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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瑐瑨

从笔者所了解的实际情况看，2007 年以来，我国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致包含三方面内容:

场馆建设、设施配备、服务方式创新。辅之以三方面

的保障措施: 增加资金投入、重点工程建设、从业人员

培训。平心而论，近年来的公共文化建设工作的确取

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很多非常严峻的问题。在笔

者看来，目前我国的公共文化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的

瓶颈期: 解决好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就可能大幅提

高我国“公共文化”建设的水平; 否则就可能长期停

滞不前，甚至会严重影响“公共文化”建设的进程和

质量。
1． 主要建设内容

( 1) 场馆建设

场馆建设是近年来收效最为显著的公共文化建

设措施。在谈到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最主要的成就时，最先被提及的往往就是“覆盖城乡

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建立”。瑐瑩

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11) 》提供的数

据，“截止到 2010 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2884
个，其中省级馆 37 个，覆盖率 119% ; 地( 市) 级馆 334
个，覆盖率 100% ; 县( 市) 级馆 2512 个，覆盖率 88%。
文化馆( 含群艺馆) 3264 个，其中省级馆 31 个，覆盖

率 100% ; 地( 市) 级馆 343 个，覆盖率 103% ; 县( 市)

级馆 2890 个，覆盖率 101%。乡镇 ( 街道 ) 文化站

40118 个，覆盖率 102%。”瑑瑠 基本实现了“县有图书

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
总体上看，经过多年努力，目前我国已经基本上

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地县乡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当

然，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情况，在

不同地区之间，文化场馆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还是

很明显的。
( 2) 设施配备

近年来，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地先后建成了

一批公共文化活动场馆。然而由于配套资金不到位，

许多场馆都处于“空壳”状态。这种状况在乡镇一级

的文化站( 或文化中心) 尤为严重。瑑瑡

为解决 乡 镇 文 化 站“空 壳 化”问 题，财 政 部 从

2008 年开始，设置乡镇综合文化站设备购置专项资

金，对中西部地区面积达标的乡镇文化站给予每站

10 万元设备购置经费补助，用于购置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和开展文化活动必须的桌椅、书架、电视、音
响、DVD 等设备。2008 年、2009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

7． 47 亿元资金对中西部地区 10871 个乡镇综合文化

站进行了设备充实。
根据文化部的安排，2009 年至 2013 年，计划用 5

年时间对中西部地区截止到 2008 年底已建有文化设

施的社区文化中心( 街道文化站) 和社区文化活动室

给予设备购置补助。2014 年至 2018 年，再用 5 年时

间对中西部地区 2008 年以后新建的社区文化中心

( 街道文化站) 和社区文化活动室的设备购置进行补

助。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为: 每个社区文化中心( 街

道文化站) 12 万元，每个社区文化活动室 5 万元。瑑瑢

( 3) 服务方式创新

在 2007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若干意见》和 2013 年发布的《文化部“十二

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都提出了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要求。2007 年提出的要求已经

部分得到实现，2013 年的“实施纲要”则重点强调了

通过“创新发展思路和体制机制”，解决“制约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针对性更

强。
客观地讲，现阶段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创新

是很有限的。这种有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目前的一些创新性服务方式的受益者主要还是城镇

居民，尤其是县( 市) 级以上城市地区的居民，广大农

村地区的居民则多半连基本的文化需求也还得不到

满足; 其次，虽然在 2007 年的中央文件中就已提出

“引入竞争机制”的要求，但近年来的实践证明，现有

的一些创新性服务方式( 如全国性的“四馆一站”免

费开放、部分地区的图书馆总分馆制等) 主要还是靠

“由政府主办的”公益性文化单位实施的，参与国家

公共文化建设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
2． 重点保障措施

( 1) 增加资金投入

“公益性”是“公共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属性之

一，按照国家目前的发展规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是“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因而，近年来国家

对“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逐年增加，为我国的“公共

文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根据文化部

公共文化司于群司长主编的《中国公共文化发展报

告》一书提供的数据，“‘十一五’期间，全国文化事业

费( 不含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管理部门行政运行经

费) 总计 1220． 40 亿元，是“十五”时期的 2． 46 倍; 年

均增长 19． 3%，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速最快的时期”;

“十二五”时期，文化建设投入又有了较大增加: 2011
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 392． 62 亿元，人均文化事业费

29． 14 元，比 2010 年增长了 20． 86%。瑑瑣

( 2) 重点工程建设

2007 年 8 月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加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到的“重大公共文

化服务工程”有五项: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全国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

地建设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建设工程。
五年多来，这些重点工程都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而

且还发展出诸如“送书下乡”、“流动舞台车”、“春雨

工程”等辅助性惠民工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惠民

工程的实施，我们今天才能骄傲地说，“覆盖城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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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基本建立”。瑑瑤

除此之外，2007 年以来的重大惠民工程中还有

一项极为突出的成就，那就是“四馆一站”( 美术馆、
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文化站) 的全面免费开放。
按照文化部、财政部 2011 年 1 月发布的《关于推进全

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 免费开放工作的意

见》，要求到 2012 年底，“实现美术馆、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站) 规章制度健全，职责任务清晰，服务内容

明确，保障机制完善，健全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文

化服务项目并免费向群众提供”。瑑瑥据统计，“截止到

2011 年底，全国 2952 个公共图书馆、3285 个文化馆、
34139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实现了无障碍、零门槛进

入，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瑑瑦正如所说，

“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标志，是公共文化服务真正走

向‘公共’的标志”，瑑瑧这的确应当视为近年来我国公

共文化建设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 3) 从业人员培训

当公共文化场馆和设施基本到位之后，人才的匮

乏就成为制约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2010 年 10 月 21 日，文化部下发了《关于

开展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工作的意见》，提出“用 5
年时间，对现有 24． 27 万县乡专职文化队伍和 366．
85 万左右的业余文化队伍( 包括业余文艺骨干、村 /
社区文化活动室工作人员等) 进行系统培训，使专兼

职结合的基层文化队伍素质显著提高，公共文化服务

能力明显增强”的工作目标。为了实现“逐步建立基

层文化队伍培训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基层

文化队伍培训网络”的计划，文件还规定，“采取申报

与招投标方式相结合，确定 10 个工作基础较好、培训

积极性较高的省级文化培训机构或文化单位、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作为基层队伍培训基地，辐射全国或周

边省区，承担文化部委托、本省及周边省区相应数量

和规模的基层文化队伍骨干培训任务。”瑑瑨事实上，目

前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一共只设立了四家这样的培

训基地，山东大学的“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基地”
就是其中的一家。

从目前的情况看，全国已经形成了以中央文化管

理干部学院为主，以四家培训基地为辅，各省文化培

训机构为补充的覆盖全国的基层文化队伍培训网络，

较好地承担起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工作任务。

四、我国当前“公共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在评价近年来我国的公共文化建设时，很多

人都会将目前的发展态势形容为“蓬勃发展、整体推

进、重点突破”; 瑑瑩但实际上熟悉公共文化建设情况的

人都会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我国的公共文化建设还处

在起步阶段，“总体水平不高”，瑒瑠还存在许多非常棘

手的问题。

( 一) 文化行政部门领导和“公共文化”建设领域

专家的意见

在《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历史性转折》
一文中，李国新、杨永恒、毛少莹三位专家提出了我国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六大问题:

( 1) 一些基层地方党委政府没有真正树立科学

发展意识和正确政绩观，对文化建设特别是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重视不够，缺乏文化自觉。( 2 ) 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总量少、比重低，城乡、区域不平

衡突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任务非常艰巨。
( 3) 公共文化设施不完善，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
( 4) 基层公共文化队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专业

素质偏低。( 5) 公共文化资源缺乏统筹，难以发挥整

体效益。( 6 ) 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政策落实不到

位。瑒瑡

李国新、杨永恒、毛少莹合撰的《中国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历史性转折》一文载于 2012 年 10 月

出版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 2012 ) 》一书，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而早在 2011 年，文化部公

共文化司文化馆处白雪华处长在中央文化管理干部

学院所做《关于我国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情况汇报》的报告中，也列出了我国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七个问题，与上述六点基本一

致，只是将第三条分成了两条而已。瑒瑢可以看出，这些

内容是文化部领导和专家一致认可的影响我国公共

文化建设的关键性问题。
对以上六条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内容都是

从管理者的角度提出来的，无论是领导的态度，资金

的投入，设施、队伍的建设，管理的水平，还是文化资

源的统筹、政策法规的制定，都只是在说，文化主管部

门做得还很不到位，却没有提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服务对象，即普通大众的参与状况，积极性及满意度

等问题，而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正如中央各种政策文件，以及文化部各级领导经

常提及的那样，“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保障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

为目的，……”瑒瑣人民群众作为被服务的对象，没有他

们的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想落到实处

是很难想象的。
( 二) “公共文化”建设现状的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公共文化”在基层的建设情

况，我们利用组织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的机会，对

全体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 瑒瑤在山东省内选择了十个

不同地区的文化工作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访谈; 并

对部分县( 市) 、乡( 镇) 文化机构进行了实地考察。
总的看来，经过数年努力，目前从省市到县乡的

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全国很多地方来说，“公共文化”
建设在数年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然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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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总体上的不

平衡一样，各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也是极不平衡

的，这种不平衡体现在“公共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从场馆、设施建设，到人员、资金配置，再到规章制度

制定、文化活动开展，各地区文化建设不平衡的情况

无处不在。
仔细分析一下，还可以发现这种不平衡背后，也

存在一些共性的内容: 首先，这种不平衡主要存在于

城乡之间，城镇居民享受到的文化建设成果远远多于

乡村居民; 其次，这种不平衡还存在于我国东西部地

区之间，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公共文化”建设水

平渐次滑落; 再次，这种不平衡也存在于同一地区的

不同层次的城市之间，一般来说，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所谓一线城市的文化建设工作做得也是最好的，

这些地区的市民享受到的文化服务无论种类还是数

量和质量，都远远好于周边地区; 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等中心城市的文化建设工作做得也不错，地级城市

稍差一些，但比县级城市又要好一些。在我国“公共

文化”建设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的汪洋大海中，这

些中心城市像一些孤岛，努力地做着一些提高“公共

文化”建设水平的尝试，而广大的乡村地区，人们却

连基本的文化需求也得不到满足，他们甚至不知道自

己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服务。
除此之外，在调查访问中，我们还发现，我国各地

的“公共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 现

有场馆设施的利用率普遍不高。这看起来是一个有

些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现有文化场馆普及率并不是很

高，瑒瑥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文化场馆却常常无人问

津。而且这种现象越到基层越严重，很多乡镇文化站

的文化活动室常常只是一种摆设，其存在目的就只是

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悖论呢?

表面看来，正如很多文化行政工作者和专家学者

们所提到的，我国目前公共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

是缺人缺钱缺设备缺场所，因而“总体水平不高”。
其背后的逻辑是: 如果我们能够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足够丰富的文化产品，足够宽敞的活动场所，足够方

面的文化设施，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就可以提高

了，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大功告成了。
事实上，这种思考问题的逻辑只关注了文化建设的管

理主体，而忽视了其服务对象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

性。从目前各种文化机构的运营情况看，就算有了场

所有了设备有了资金有了管理人员，也未必能营造出

公共文化的持续繁荣局面。当前正在进行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似乎只是文化管理者们的事情，

普通群众很难参与进来，而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活

动却又找不到合适的途径。

五、解决“公共文化”建设面临

困境之具体途径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当前的公共文化建设“总体水平不

高”的根本原因并非单纯是领导不够重视政府、投入

力度不够这么简单; 另一主体( 服务对象) 的缺位也

是根本原因之一。因而，要解决当前“公共文化”不

够活跃，内容不够丰富的困境，改变其“总体水平不

高”的局面，在下大力气解决场所、设施、经费和管理

等方面问题的同时，还必须有意识地培育文化参与

者，并根据他们的需要改革运营机制。
实践证明，文化志愿者队伍的组建是破解当前

“公共文化”建设面临困境的有效方式之一。然而我

国当前正在开展的“文化志愿服务活动”，还远未能

真正释放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从而实现“个人文化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无间

融合。改变这一现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一) “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与推广

2012 年 9 月 12 日，文化部、中央文明办联合下

发了《关于广泛开展基层文化志愿 服 务 活 动 的 意

见》，要求各地广泛开展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从

文件的对于开展这项活动意义的表述看，“基层文化

志愿服务活动”意在唤起“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

性，让蕴 藏 于 人 民 中 的 文 化 创 造 活 力 得 到 充 分 发

挥”，瑒瑦而不是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解决人才

队伍的匮乏问题。瑒瑧在笔者看来，开展基层文化志愿

服务活动，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培育文化参与

者”，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

文化”建设中来。这或许是破解目前“公共文化”不

够繁荣的一种有效方式。
我国的文化志愿者活动，也并非始于 2012 年。

2011 年，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文化部和中

央文明办共同组织开展了“春雨工程”，即“全国文化

志愿者边疆行”活动。“春雨工程”的主要运作方式

是，“通过内地省( 市) 组织文化志愿者，以‘大舞台’、
‘大讲堂’、‘大展台’三种形式，深入边疆民族地区开

展针对性的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春雨工程”是我

国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文化志愿者活动的一次集

中探索，其意义不仅在于为边疆地区提供文化援助，

还在于探索和实践开展文化志愿者活动的有效方式。
“春雨工程”是 2011 年由文化部和中央文明办

共同组织的一种全国性的活动; 而在更早一些时候，

一些基层文化单位就已经开始了“文化志愿者活动”
的实践。2009 年 3 月，山东省泰安地区的肥城市出

台了《关于实施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递进培养工程

的意见》，“力争通过 3 至 5 年的努力，使县域内所有

社区、村居全部配备 2 至 3 名思想觉悟高、业务素质

强、具有组织协调能力、传播先进文化的公共文化服

务志愿者”。瑒瑨 事实上，这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意



高迎刚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HUNDＲED SCHOOLS IN AＲTS

28

见，而肥城市关于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的探

索和实践起步当然还要更早一些。除此之外，通过网

络搜索我们还可以发现: 2009 年 7 月，中山市公共文

化服务志愿者总队发布了《文化志愿者章程》，表明

他们也比较早地开展了“文化志愿者”活动; 瑒瑩根据北

京市文化志愿者服务中心的介绍，他们的机构成立于

2009 年，相关志愿活动则始于 2008 年的北京奥运

会; 瑓瑠而据广东省东莞市可园博物馆的说法，他们馆

早在 2005 年就开启了自己的文化志愿者体系; 瑓瑡更

早的记录要数北京市东城区的“文化志愿者”活动，

根据屈淑杰的《东城区文化志愿者调研报告》，其文

化志愿活动始于 2002 年 5 月。瑓瑢

各地自发开展的“文化志愿者”活动成为了文化

部和中央文明办在全国推广这项活动的实践基础，而

在文化部和中央文明办联合下发《关于广泛开展基

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之后，各地的“文化志

愿者”机构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2012 年 11 月 2
日，天津市成立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总队; 11 月 9 日，

成都市成立文化志愿者协会; 11 月 15 日辽宁省文化

志愿者工作机构挂牌。
毋庸置疑，各地蜂拥而起的“文化志愿者”活动，

对于改变我国公共文化建设主要由政府包办的局面，

推动普通群众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营造繁荣活跃

的公共文化氛围而言，显然是一种很有利的方式。
然而，在这场主要由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推动

的活动中，政府参与的热情和力度远远超过了普通民

众。各地不断涌现的所谓“文化志愿者”组织，其实

不过是另一种半政府组织，所有的志愿者人员以及他

们的活动，又被纳入一种集体组织之中，而原本激情

洋溢的文化志愿者，也再一次被当成了被组织者、被
评估者，他们的活动，渐渐远离了自娱自乐的原始状

态，成为换取政府承认、资助、奖励的筹码，也成为文

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政绩。
如何改变这种实际上由政府“包办”的“文化志

愿者活动”局面，使“公共文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

“人人想参与、人人可参与”的文化活动呢? 这成为

挑战当代中国文化管理者智慧的另一道难题。
( 二) “公共文化空间”与“个人文化空间”的融

合

文化部蔡武部长在很多地方都特别强调，当前的

文化建设要切实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

变。正如他在接受《学习时报》记者访谈中所谈到

的:“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这个过程肯定

是艰难和曲折的。由办到管的转变，涉及管什么的问

题，更难的是怎么管的问题。过去办文化，我们有一

套成熟的方法和手段。现在管文化还需要不断摸

索”。瑓瑣的确，政府部门要实现“办文化”向“管文化”
的转变，任重而道远; 然而这却是我们今天“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具备的前提。因为

只有政府部门放手让民间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建设

中来，才能真正释放属于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空

间”，从而使每一个个体可以自觉自愿地将其“个人

文化空间”融入到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里来。
本文所谓“公共文化空间”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

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无关，也与社会学家们热衷的

“公共空间”不同，而是特指人人可以自由决定参与

或者退出的文化活动领域。与哈贝马斯所谓“公共

领域”相比，本文所谓“公共文化空间”不涉及权利之

争，因而既不排除个人日常生活空间，也不排除国家

权力介入。与社会学家们热衷的“公共空间”相比，

本文所谓“公共文化空间”与“个人空间”或者“私人

空间”也不是相对立的存在，而是一种试图包含“个

人文化空间”的公共文化活动领域。
本文所谓“个人文化空间”不同于社会学意义上

的“个人空间”或者“私人空间”，与个人隐私无关，而

是特指每个人都有可能拥有的文化生活。这种属于

个人的文化生活可能是自娱自乐的，也可能是与人分

享的，更有可能是以参与的方式融入到“公共文化空

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在“公共文化空间”中，

“个人文化空间”既可以是独立存在的，也可以是与

他人的文化空间交叉重叠的。
我国正在建设的“公共文化”显然属于“公共文

化空间”的一种形态，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惠及全

民、全民参与等方面，特别强调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和

均等性等特征。如前所说，这种“公共文化空间”并

不排除“个人文化空间”介入，相反需要鼓励“个人文

化空间”积极融入其中。事实上，只有每个人都愿意

将其“个人文化空间”融入到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之

中，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才会具有活力，也才能真

正成为“公共”的文化形态，如此才有可能实现社会

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我国正在进行的“公共文化”建设中一个很重要

的现象即是“个人文化空间”的相对狭小。正如文化

部蔡武部长所说，文化行政部门要实现由“办文化”
向“管文化”的转变，涉及“管什么”与“怎么管”的问

题。在笔者看来，“公共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

程，不能只着眼于“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只有同时

关注“个人文化空间”的培育，并建立“公共文化空

间”与“个人文化空间”的合理交流渠道，才能使“公

共文化空间”变得活跃而丰富。换言之，只有真正调

动起普通民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畅通他们参与文

化活动的渠道，才能真正破解目前存在于文化建设中

的困境。
根据目前我国“公共文化”建设的现状，笔者依

然以为，“文化志愿者队伍”的建设是破解当前“公共

文化”不够丰富、不够活跃这一困境的有效方式之

一。我国当前正在开展的“文化志愿服务活动”，还

未能真正释放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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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而也就无法实现“个人文化空间”与“公共文化

空间”的无间融合。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各级文化行

政部门依然习惯于将各种文化活动，包括“文化志愿

服务活动”纳入其管辖范围之内，未能真正实现由

“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也正如蔡武部长所

说，“过去办文化，我们有一套成熟的方法和手段”，

现在管文化，政府部门依然习惯于沿用过去的思路和

方式。
( 三) 西方国家“非营利机构”的借鉴意义

除了“文化志愿者队伍”之外，西方国家中较为

普遍的存在着的非营利性公共文化机构的运营模式，

对于调动普通群众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作用

也非常显著。如能适当的借鉴其中的某些方式，对于

改善我国当前公共文化主要由政府运作的局面，应该

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公共文化”领域的志愿者活动，在我国还是一

种新生的现象; 非营利性的文化机构，则基本上还没

有在我国出现。如何借鉴西方国家发展“公共文化”
的成熟经验，使之有利于我国公共文化的建设，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任何一种制度的产生都是有其独特的文化

土壤的，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文化制度，并不能照

搬到我们国家来。古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有所汲取，有所借鉴，是会有利于我国公共文化建设

的健康发展; 照搬照用，则可能产生“水土不服”的后

遗症。 ( 责任编辑: 楚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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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Ｒeview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GAO Ying － gang
( School of Art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e notion of public culture reflects the conception transformation of our national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de-
partment． Through endeavor for several years，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e has made a great achievement，that
is，the interne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covering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been established． However，there
still is imbalance existing among regions． In addition，it is not active enough in cultural activities，or not rich enough
in cont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volunteer team c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e． In addition，if we could apply the operating mode of non － profit public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 western coun-
tries to contemporary China，it will be of a lot of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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