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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在我国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也

存在同样的主要矛盾，也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不平衡发展，是

城乡之间的公共文化建设的不平衡发展 ；最突

出的不充分发展，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不充

分发展。

笔者主持的一项基于全国 20 省 80 县（区）

的问卷调查也显示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显著

差异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并且从城市中心、

城郊到集镇、农村村落呈“差序结构”——离

城镇愈远，公共文化服务愈弱。当前下沉到村

和社区的公共文化资源过于匮乏，在一些农村

即便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公共服务，也主要停留

在县乡两级，极少进入村庄内部（更别说到自

然村），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很难享受到政府的

公共文化服务。这是我国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存

在的突出问题和普遍性问题。

因此，当前应着力改善城乡之间公共文化

服务的不均等问题，把它作为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均等化重中之重来抓。

一、加强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的一个

重要而关键的着力点，是加强村级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服务平台建设，积极推进并改善我国

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持续发展。

村级文化服务中心是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的主要供给平台。它至少需要提供四项服务

内容 ：（1）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包括

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广播电视、读书看报、

文体活动、展览展示、教育培训等方面内容。（2）

农村特殊群体文化服务。随着当前农村社会流

动性和人口空心化的不断加剧，专门针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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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残疾人、留守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的

文化权利保障必然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一

项十分重要的内容。（3）农村科普和法治教育

服务。（4）农村党员教育服务。

具体地，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是

一个系统工程，“建”“管”“用”各个环节相

互关联耦合，既要考虑场地设施建设投入，也

要考虑服务中心日常管理与运行投入，还需要

结合村民自治、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力量参与

等因素考虑其运行机制问题。

1．场地设施建设。场地设施建设是村级文

化服务中心的“硬件”与基础，主要包括规划

布局、文体广场建设、活动室建设、器材设备

购买、图书报刊购买等方面。村级文化服务中

心“硬件”设施的建设，不仅涉及到基础建设

的一次性投入，也涉及到后期设施维护、更新

的相关费用。对于场地设施的建设建议采取“盘

活存量、调整置换、集中利用”等方式进行。

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可以依托既有的村党组织活

动场所、文化活动室、闲置中小学校以及其他

综合公共服务设施，在明确产权归属、保证服

务接续的基础上进行集合建设，并配备相应器

材设备。

2．日常管理。村级文化服务中心的日常管

理主要涉及到人员管理、财务管理和设施物品

管理三大方面。从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湖北

省农村文化广场、广西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安

徽省农民文化乐园、山东省农村文化大院、甘

肃省乡村舞台等较为成功的地方实践经验来

看，村级文化服务中心一般需要配备至少 1 名

专职管理人员，同时管理人员必须从本村常住

村民中产生。在各地的实践中，除日常值守的

专职管理人员外，一般还需要配置 3 ～ 10 人

规模的文化志愿者或文艺爱好者作为兼职管理

人员，以应对各种大型文体活动的开展。

3．日常运行。从当前全国各地的实践来看，

村级文化服务中心主要提供免费开放、文体活

动、培训教育、文艺团队培育等公共文化服务。

其中，培育群众文化队伍是村级文化服务中心

长久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安徽、浙江等省

的实践中，就明确提出每一建制村要建立 2 ～

3 支群众文艺队伍，每年组织不少于 12 场次的

文艺演出。甘肃省虽然未对群众文艺队伍数量

做硬性要求，却提出民间自办文化社团要达到

10 人以上规模的要求。由此可见，每个建制村

至少组织 1 支群众文化队伍应该成为村级公共

文化服务的一个基本标准。

4．运行机制。从各地成功经验来看，村级

文化服务中心在“建”“管”“用”各环节都应

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建构在地居民民主

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运行机制。总之，

村级文化服务中心的良好运行必须建构这样一

些具体的运行机制 ：（1）中心内部民主治理结

构和运行机制 ；（2）群众文化参与机制 ；（3）

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和社会化运营机制 ；（4）包

括人员、队伍、资金、技术等在内的保障机制；

（5）各种文化资源的整合以及融合发展机制。

二、加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

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的一个

有效政策工具，便是加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

公共财政投入。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标准化机制，以公共财政

来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一）财政投入原则

农村公共文化领域的财政投入应当遵循以

下基本原则 ：

1. 基本保障原则。首先坚持基本保障原则，

满足村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求。重点围绕当

前村级文化服务中心的四大基本职能开展工

作，确保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不同方面、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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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覆盖。

2. 分区域投入原则。当前全国不同地区已

经开始了不同形式的基层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的实践，受所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

展状况和资源禀赋的限制，各地区公共文化服

务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为此，应针对不同

区域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文化传统等资源

禀赋差异采取分区域投入。

3. 按需投入原则。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应该

严格按照职能承担的需求、岗位设置的需求、

事务开展的需求进行投入，既要避免资源浪费，

又要避免投入不足。按照当前村级文化服务中

心功能定位设置其基本职能，根据职能设置安

排相关服务岗位。坚持以岗位为中心，实行一

人多岗，既要落实岗位职责，也要激发人员活

力。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落实相关经费。

（二）财政投入依据

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要依托农村社

会内部力量，强化原有村民自治主体、激活农

村社会参与主体。按照当前的运行模式，财政

投入既要维持原有组织架构的正常运转，也要

推动农村内部社会参与力量的成长。

1. 专职管理人员基本补贴。专职管理人员

基本补贴参照当地一般村干部基本补贴标准进

行发放。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目前村干部的补

贴水平大概为 1 ～ 2 万元。专职管理人员基本

补贴是对相关人员脱离农业生产、专项从事村

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误工”补贴。这部分

资金的拨付，对于保障专职管理人员基本生活、

提高其工作积极性，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的财政投入中，专职管理人员基本补贴必须优

先予以满足。

2. 场地设施建设和维护投入。场地等“硬

件”设施是村级文化服务中心运行的基础条件，

公共文化服务财政经费投入必须满足场地设施

建设和定期维护的需要。其中，场地设施建设

属于一次性投入，所需金额相对较大。但在“盘

活存量、调整置换、集中利用”的要求下，场

地（场馆）问题可以部分地通过依托村（社区）

党组织活动场所、利用撤并后的闲置中小学校

场地予以解决，从而节省部分经费。场地设施

的后期维护则是一项常态性投入，尽管每年投

入金额相对不大，但需要财政的长期支撑才能

运行下去。

3. 服务运转的投入需求。服务运转的投入

需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活动开展经费投入

和老幼群体服务投入。活动开展经费主要用于

村级文化服务中心承担的各种文体活动、培训

教育活动、党员教育活动、文艺队伍培育活动

等相关支出。老幼群体服务投入主要针对村庄

老年人和留守儿童的看护与辅导，采取向专职

管理人员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

（三）财政投入基本构成

根据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和运行的基本

模式，当前农村公共文化领域的财政投入可以

分为两大部分，即基本经费投入和专项经费投

入。经笔者谨慎保守地测算，平均每一建制村

一年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中，基本经

费投入为 16.45 万元。专项经费投入中，中西

部地区场地设施一次性固定投入 27.5 万元，东

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由

地 方 财 政 承 担 相 关 建 设 经 费。 目 前， 全 国 共

有 建 制 村 55.9 万 个。 初 步 测 算， 全 国 村 级 公

共文化服务场地设施建设一次性专项投入规

模为 1537.25 亿元，以后每年须投入基本经费

919.56 亿元。

三、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建议

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是政府的一项重要

责任，加强和加快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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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既是政府保障基层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基

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又是破解我国城乡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均等、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重要方法。而以财政标准

化投入来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又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举措。最后，笔者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和文

化建设倾斜的、持续稳定增长的公共财政投入

机制。前面关于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财

政投入测算十分谨慎，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投入

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应不断加大对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和文化建设的投入，并建立持续稳

定增长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

第二，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一步将公

共文化服务下沉到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建成“10

分钟”或“15 分钟”服务圈。在我国许多农村，

税费改革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合村并组，导致一

个建制村的面积太大、人口过多，有必要将公共

文化服务进一步下沉到组或自然村，提高服务的

可及性。当前，自然村或村民小组最紧缺的是文

化广场，建议把它列为首选建设项目。

第三，建议转变乡镇综合文化站职能，创

新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按照行政层级布局、建设的

（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一致、相匹配），这种服务

体系并非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因而

存在资源集中在高层级、服务难以下沉到基层，

以及以行政手段配置服务资源、服务效能低等

弊端。对于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建议将建设的着力点和重点放在村、组一级，

各种优质服务资源下沉落实到最基层 ；乡镇综

合文化站不直接承担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而

是转向居间协调、统筹规划和有效调配、流转

各村组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着力于培育和指

导各村组文化服务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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