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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农家书屋的转型*

——湖北省Y市的调查思考

[摘    要]    农家书屋被宣传为一项文化惠民工程，然而其重心却是出版发行的载体。这导致了农家书屋建设初期轰轰烈烈，后期除了出

版物偶尔更新之外，几近沦为摆设，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效能。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的新形势下，农家书屋亟待转型。农家

书屋应该以服务为本位重新定位，通过与乡村文化活动中心和公共图书馆系统的联通，及时嵌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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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rmers' reading room was publicized as a cultural projec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however, its core is the carrier

of the publishing. It has led to the early construction of the farmers' reading room is vigour and vitality, later farmers' reading room

becomes the decoration except for updating publications occasionally, its symbolic significance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the farmers' reading room needs the

transformation urgently. The farmers' reading room should reposition with the service as the standard, and embed into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timely through linking to the activity center of the rural culture and the public libra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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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the Farmers' Reading Roo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nvestigation and Thinking of Y City in Hubei Province

　　目前学界对农家书屋的研究多如牛毛，但是大多数研

究都是就农家书屋本身而研究农家书屋，所以本文从“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农家书屋。Y 市是湖

北省一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农家书屋效能提升”

被Y 市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本

文正是在对Y 市农家书屋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农家书

屋的转型理论。

1    出发点：出版发行的载体？

　　从2003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就开始提倡新闻出版业

面向农村，为“三农”服务，在总结这些年来图书下乡、农

民文化服务各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农家

书屋工程的设想[1]。

　　2005年，甘肃、贵州等西部省份开始农家书屋试点工

作。同年11月，“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推动

“三农”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增加农民群众买得起、读得懂、

用得上的通俗读物的品种和数量[2]。

　　2007 年，八部委（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明办、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

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下发《“农家书屋”工程实

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当时八部委中并没有文化

部，对此一些图书馆系统的工作人员质疑：“农村基层文化

服务，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图书服务，原本是图书馆等文化

教育机构的传统专业范畴，怎么突然成了由出版界为主实

施的活动，这是体制变革的新突破，还是对现有图书馆活

动模式的质疑？”[3]

　　《意见》要求2008 年农家书屋工程在全国全面展开，

并规定每一农家书屋原则上可供借阅的实用图书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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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

（张） [4]。“农家书屋工程的中长期目标是通过5～10年的建

设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规律的农村出版物发行服务新格局⋯⋯达到出

版物发行网络延伸进村、农村出版物市场初步形成的基本

目标”[4]。不难发现，“农家书屋工程的设计是在农村建立

出版物发行流通体系，建设的重心则是图书销售”[5]。

　　农家书屋工程自此成为出版战线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

工程。2008年1月10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在全国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到：“各出版集团、发行集

团和书刊音像电子出版单位要在农家书屋建设中发挥主力

军作用。要切实加强农村发行网点建设，拓宽发行渠道。”[6]

很多学者也认为：“出版单位是农家书屋建设的主力军，出

版物是农家书屋工程的基础和源泉。”[7]从现在情况看，出

版界参与农家书屋建设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在新闻出版总

署组织的两次农家书屋推荐书目申报中，有373 家图书出

版社申报了书目，占全国578家图书出版社的64.5%[7]。

　　有学者认为，农家书屋作为当下覆盖面最广的农村出

版公共服务项目，无论是在发展规模还是内容提供上，都

是实现农村出版公共服务的一个理想平台[8]。农家书屋是

推动农村出版发行工作的有效平台，它通过树立强大的品

牌，构建完整的服务网点和发行网络[9]。农家书屋工程无

疑将成为推动三农出版物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各出版单

了每个行政村的全覆盖，然而大部分农家书屋并没有发挥

农民“用得上”的作用，很多农家书屋沦为摆设，其象征

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功能。

2.1    调查的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地摸清农家书屋的实际情况，课题组于2014

年 8月 26— 30日，在湖北省Y市（县级市）组织11名调

研员调查了8个乡镇的15个农家书屋，深入到160余户农

民家中进行访谈，并现场收回有效问卷163 份。受访者中

男性占47.2%，女性占52.8%；调查主体是在家务农的农

民（50.6%）和学生（20.3%），大部分访谈对象距离农家

书屋1 000米以内（见表1）。

2.2    农民的知情权没有落地

　　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农家书屋

的知情权是农民享受农家书屋文化服务的基本条件，试想

如果农民都不知道村里有农家书屋的存在，那么农家书屋

的服务和利用谈何而来？然而根据调查的情况，38.30%的

村民都表示不知道本村有农家书屋。Y 市的农家书屋早在

2011年已经实现全覆盖，然而在七成多调查对象距离农家

书屋500 米的范围内，却仍有很多人不知道农家书屋，足

见作为农家书屋服务前提的知情权没有真正落实到位。

　　知情权的缺失在于宣传的不到位，从现有的调查来

看，农家书屋正式的公开宣传渠道极其有限（见图1）。真

正意义上专门的公开宣传几乎没有，根据访谈得知，村民

位应及时调整策略，抓住时机，充分利用农家书屋

这个大平台推动三农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工作[10]。目

前，我国城市出版物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大城市出

版物市场容量趋近饱和，而农村人口众多，市场潜

能巨大。仅2008年，我国就新建了约 4 万家书屋，

各级财政投入 10多亿元，直接拉动了全国出版物

销售数个百分点的增长[11]。这些数据说明，农家书

屋的发展建设给出版业带来了良好的机遇。由此可

见，农家书屋建设的出发点与出版发行息息相关。

有学者甚至直言，政府倡建农家书屋的现实依据是

农村图书发行网点（主要是各级新华书店）的萎缩

和没落[12]。文化体制改革以来，新华书店受到更大

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了建设农

家书屋的政策[12]。

2    现状：摆设＞实用

　　 根据调查发现，Y 市的农家书屋基本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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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访者的基本统计特征

统计指标 人数

性

别

男

女

1~10 岁

11~20 岁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61 岁以上

没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77

86

13

18

18

17

39

38

19

14

50

57

27

10

1

百分比/ %

47.2

52.8

8.0

11.0

11.0

10.4

23.9

23.3

11.7

8.8

31.4

35.8

17.0

6.3

0.6

统计指标 人数 百分比/ %

年

龄

文

化

程

度

在乡务农

在外打工

经商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学生

工人（城镇户口）

无职业

其他

100米以内

100~500 米

500~1000 米

1 000米以外

50.6

6.3

5.7

5.1

20.3

3.2

5.7

3.2

34.3

40.7

20.4

4.6

职

业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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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公开宣传”，大部分是村党员、干部在开会时顺便

提及，而这往往也只发生在党员远程教育与农家书屋合在

一处的地方。《意见》要求：“要积极发挥电视、广播、报

纸、网络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对工程实施情况和服务“三

农”的先进典型进行充分宣传报道，扩大社会影响。”[4]然

而，各地只是积极地配合了《意见》对农家书屋的硬件建

设要求，对于相关的宣传则置于一旁。根据调查，Y 市村

民通过电视、网络知道农家书屋存在的比例竟然是0。对

此，Y 市文体新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当地电视台对农

家书屋的宣传主要局限在领导视察或者其他单位捐书等相

关报道方面。

图1    村民知道农家书屋的渠道

　　2007年农家书屋在Y市还仅仅只有1家，尽管在2011

年普及之后达到了433家，但基本上还属于一个新事物。对

于这样一个新事物，如果没有专门的宣传，那么农民的知

情权自然无法落地。在宣传缺失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宣传

动力的缺失。现有的管理员几乎全部是无偿的义务兼职，

自发地宣传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因此管理员队

伍中除了极少数对文化有感情、乐于奉献的人之外，大部

分都没有主动宣传的动力。调查显示，村干部和管理员主

动通知的比例不到三成，农家书屋信息的传播基本上还是

依靠熟人间的无意传递。不少村民表示，发现农家书屋是

由于自己住在附近或者串门时自己发现的，也有少部分是

根据农家书屋的标志牌得知的。

　　实践证明，适当和对口的宣传可以起到一定效果。例

如，课题组成员在调查过程中，在H村遇到3名1～2年级

的小学生，当调研员告诉他们村里有个农家书屋，里面的

动画故事书等图书可以免费借阅后，他们马上就拉上其他

小伙伴跑去借书。由于农村平时的课外读物非常有限，当

这几个小孩子借完书出来后欢呼雀跃。

2.3    开放时间无法保障

　　Y市的农家书屋开放时间统一标明：上午9:00-11:00、

下午1:30-5:30、晚上7:00-9:30。然而这种开放时间的制

度只是挂在了墙上，实际上根本无法保障。由于绝大多数

农家书屋都位于村委会，村干部值班的时间有限，因此由

村干部兼职的管理员往往靠“铁将军”来看守农家书屋。调

研员在走访位于村委会的农家书屋时，大部分都没有开

门，一位民兵连长兼任的管理员告诉调研员：“我一周只值

班1天，一般只有值班时我才来”；还有一位村支书兼任的

管理员告诉调研员：“农家书屋开放的时间不固定，反正我

就住在村委会附近，村民需要借书的话过来我家叫我就

行。”对此，Y市的几位乡镇综合文化站站长也表示：兼职

的管理员没有报酬，按时管理开放是不太可能的。

2.4    迎接检查的工具

　　有的地方农家书屋几乎成了摆设，成了装点门面的

“道具”，在少数地方甚至成为应付上级检查的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13]。M 村的一个原来位于镇中心小学对面、村支

书家里的农家书屋，由于经常面临各种检查，后来搬到村

委会办公大楼。该村支书对此解释：“上面什么单位下来检

查都来看农家书屋，文化局、民政局、妇联等等，干脆搬

到新建的村委会大楼更好看一些。”可是，搬到村委会后由

于缺乏专人负责，农家书屋从此经常大门紧闭。另外，为

了应付检查，农家书屋时常可见“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

在N 村一个农家书屋三个格子的空间被一个折成长方形的

牛皮纸占据，管理员对此解释：“书被镇政府借去了，说了

过段时间还的，到现在还没还，反正是公家的书借给了公

家，我们也不好意思催。”对于借书的去向，该管理员称：

“其他村农家书屋上面来检查，镇领导听说我们这里有书，

就拿去充数了。”

2.5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功能

　　对于农家书屋的服务效能，几位乡镇综合文化站站长

纷纷表示：“现在基本没人开门，发挥不了作用，那就是浪

费”；“很多农家书屋，村委会又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完

全是个摆设，配套没人做，图书流失的现象很严重”；“都

建得有、都有书、都有管理员，至于发挥的作用还不很明

显”；“村里普遍的文化氛围也不好，村民的日常活动就是

打麻将。农家书屋摆在那里，就是没有人看。”

　　农家书屋的服务效能不高是一个全国普遍存在的事

实，如江苏省在2013 年 12 月下发《关于实施农家书屋提

升工程的意见》中提到：“农家书屋建设是重大惠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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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书屋建成后，管理、使用跟不上，经常‘铁将军’把门，

成为不受农民欢迎的摆设，巨大的建设投入难以发挥应有

效益。”[14]对此学界亦多有论述。

　　从文化权利的角度看，不论农家书屋的实际利用如

何，只要它供给在农村，就彰显了一种国家赋予农民的文

化权利。因此，尽管村民、管理员、文化站站长等都承认

农家书屋服务效能不高的事实，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农家

书屋“完全没必要，浪费钱”。以村民的调查统计为例，近

六成的村民仍然认为农家书屋工程是“一项好政策，说明

政府关心农民”（见图2）。

图2    您如何看待政府建设农家书屋这项工程（可多选）

3    根源：旧体制与新形势

　　农家书屋服务效能不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既有建设

阶段“一刀切”式的后遗症因素，又有激励机制缺失的缘

故，还有监管失灵的原因，但究其根源则在于，农家书屋

陷于原有新闻出版系统内的运行，而难以适应当下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的新形势。

3.1    “一刀切”的后遗症

　　《意见》要求：“十一五”期间计划在全国建立20万家

“农家书屋”，到2015 年基本覆盖全国的行政村[4]。然而，

农家书屋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大跃进”式发展，结果

到2012年8 月，新闻出版总署就宣布，农家书屋工程全面

竣工。彼时共建成农家书屋60 万家[15]，覆盖了全国有基本

条件的行政村，而这一时间比原定目标提前了整整 3 年。

　　Y 市的农家书屋发展紧跟全国的大趋势。2007年第一

家农家书屋开始试点、2008年建设51家、2009年建设141

家、2010 年建设 120 家、2011 年建设 120家，截至2011

年11月全市所有的行政村实现了农家书屋的全覆盖，共建

成农家书屋433 家（见表2）。“大跃进”式的发展导致了

很多原有的制度设计在没有完全同行的情况下仍然投入建

设。以湖北省为例，2008年1月23号，《省文化厅 省教育

厅 省财政厅关于村文化员聘用工作的指导意见》（鄂文化

文[2008]9号）规定：“对从原民办教师中聘用为文化员的，

省财政按每人每年3 000元的标准，采取‘以钱养事’的

方式给予适当补助。聘用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按国家有

关政策法规办理。”[16]然而，实际上这些配套的措施都没有

落实到位。

　　“农家书屋”的生存基础不同于公路、通讯等一次性投

入建设的公益项目，一方面它不仅没有营利的“造血”功

能，另一方面它还需要有后续的投入进行管理。然而在全

国大部分地区，当时“一阵风”地建设农家书屋的高潮时

期并没有考虑到后续的管理和投入问题，这为后来的管理

带来了一系列的“后遗症”。以Y市为例，在建设期间，政

府颇为重视农家书屋工程。一是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任组

长、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等16个部门组成的农家书屋工

程领导小组；二是市政府制定了《Y 市农家书屋工程实施

方案》，把农家书屋工程列入了Y 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工程，与各级政府层层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制，签

订责任状；三是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农家书

屋”建设管理使用的意见》，明确了Y 市农家书屋工程的

指导方针、目标任务、实施办法和组织领导等。为了确保

农家书屋建设落实到位，Y 市将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资金列

入财政预算，设立财政专户，从2009 年至 2011 年每年财

政列入预算80 万元，除了20 万元新书补充经费之外，其

余60 万元用于配套设施资金。然而，自从2011 年农家书

屋建设在Y市实现普及之后，每年60万元的配套经费就取

消了，从此除了每年20万元的新书补充经费之外，几乎没

有任何专项经费继续投入到农家书屋的后期管理中来。同

时，农家书屋建设期间的各种责任状也逐步退出，重视程

度自此从天上跌落地下。

　　湖南省醴陵市图书馆谢跃先分析了各地农家书屋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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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Y市农家书屋发展进度

年份/年

共建/个

自建/个

总计/个

累计/个

1

1

1

2007

35

16

51

52

2008

80

61

141

193

2009

58

62

120

313

2010

20

100

120

433

2011



建设又迅速衰落的原因，主要为被动创建，由于硬性指标

规定，不少村建室的初衷就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建室

仓促，室舍简陋，位置不当，直接影响服务效果的发挥[3]。

这种“一阵风式”的“重建设、轻管理”的情况必须警惕，

解放初我国农村也曾兴起过建设乡村图书馆（室） 之风，

1956 年我国就有乡村图书馆（室）18万个, 到 1958 年, 受

“浮夸风”、“大跃进”等极左思潮的影响, 乡村图书馆（室）

猛增到 47 万个[17]。但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

动乱，农村图书馆事业处于停顿、瘫痪、甚至全面关门倒

闭状态[14]。

3.2    激励机制缺失

　　Y 市的 433 个农家书屋管理员除了1 家由村里支付薪

酬之外，其余全部是兼职并且没有任何报酬。这种情况并

非个案，与Y 市相连的J 县的管理员同样全部没有补贴和

收入。

　　在现有的体制安排下，农家书屋的管理员几乎全部是

兼职人员，并且由于财政保障资金并没有管理员待遇这一

块，因此管理员从事的农家书屋管理都是义务工作，对此

Y 市很多农家书屋管理员均表示：“义务工作做一时可以，

然而长期做义务工作的动力就无法保障。”事实证明，大部

分管理员都是很随意地对待这份义务工作，很少有人花费

心思进行管理。退一步讲，即使有个别非常有爱心和奉献

精神的农村“活雷锋”进行管理，农家书屋是否可以整体

上有所改观？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具有奉献精神的

“活雷锋”到底有多少个？“活雷锋”一直无偿地奉献又能

够持续多久？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湖北省Y市村民王俊（化名），现年51岁，高中文化，

几年前因一场意外，高位截肢赋闲在家。由于他平时喜欢

读书和下象棋，再加上邻近几个村子的公交车停车亭就在

他家门口，附近是卫生所和菜市场，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于

是2009 年 10 月，A 镇 B 村的农家书屋便落户在王俊家中。

起初，王俊管理农家书屋兢兢业业，对所有书目及时分类

登记，借阅手续登记得非常规范，几乎24小时全天候开放。

不过，经营了5 年之后，除了贫困补助每个月几十元钱之

外，农家书屋的管理一直是义务劳动。从此，他最初对农

家书屋的热情逐渐降温，管理逐渐松懈，过来借书看书的

人也越来越少。

　　农家书屋管理员待遇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并非个案，

2010 年 7 月 10 日，陕西省图书馆对汉滨区农家书屋调查

发现，该区共46 个乡镇，所辖行政村836 个，其中30 个

乡镇共建立了60个农家书屋，基本上建在村委会，管理人

员兼职1 名，报酬为零，建成以后资金没有来源，无一例

外[18]。2008年《农家书屋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

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明确规定：“对中西部地区的补助资

金，主要用于农家书屋出版物购置等⋯⋯专项资金不得用

于农家书屋管理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性支出。”[19]

　　全国60多万个农家书屋，所有的管理员全部纳入用财

政供应是不现实的，但是完全不给管理员任何补助是绝对

行不通的。对此，村民们也纷纷表示农家书屋管理员应该

适当给予补助。其中，73.70% 的村民认为“应该，管理员

付出了劳动”；21.10%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管理员通过

农家书屋获得了好处”；5.30%的村民认为“不应该，管理

员没做什么事情”。Y 市的综合文化站站长也表示：“没有

激励措施，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分钱不给，谁都不愿意做管

理员。”

　　作为一个文化人，除了适当的经费补助之外，农家书

屋管理员还需要适当的激励措施。然而Y 市仅有的激励措

施就是“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评选，激励机制不仅存在

形式单一的问题，而且仅有的激励机制尚不健全。Y 市的

“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两年才评选一次，一次名额仅有10

个，奖金1 000元。从时间上看，两年一次，间隔太长；从

数量上看，433个农家书屋才评选10名优秀管理员，名额

太少。“僧多肉少”的形势太突出，导致大部分农家书屋管

理员对此并不感兴趣。另外，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的评选

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规定，几乎所有的管理员（包括曾经评

选上的优秀管理员）都不了解评选的程序和要求，这种不

太透明的操作进一步消解了激励机制的发挥。

　　另外，图书馆与农家书屋表面上看都属于同一个图书

系统，然而在实际中，农家书屋的业务主要还是在出版行

列。对此，Y 市的图书馆管理人员表示，除了农家书屋的

管理员培训之外，他们跟农家书屋没什么联系，“书籍方面

是新华书店配送，农家书屋并非我们管，即便管好了也不

属于我们的政绩”。

3.3    监管机制失灵

　　农家书屋落点在农村，建好后谁来监管？对此，Y 市

文体新局分馆农家书屋的一位副局长表示：“全市有433个

农家书屋，局里完全管理是不可能的”；几位文化站站长表

示：“我们只是提供业务上的指导，具体管理在村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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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干部则认为农家书屋管理是文化系统的事；很多村民

对农家书屋并不知情，难言监督，即便知情的村民在参与

性不足和主体性缺失的情况下也几乎从未想过监督管理。

调查显示，79.1% 的读者从未对农家书屋管理员提出过任

何意见或建议，而且少数提意见的结果也往往是没有下文。

　　除了监管责任难以明确之外，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在

于，农家书屋管理员都是义务的兼职，这就相当于抽掉了

各方制约的基础。对于大部分管理员而言，只要保障书柜

还在，图书基本没有减损，可以应付上级检查就足够了。除

此之外，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即便有监管，对他们而言

也没什么值得惩罚的，监督乏力不言而喻。

　　除了对农家书屋本身的管理监督之外，目前整个农家

书屋的运作不透明也是一个监督的死角。例如，农家书屋

内的杂志和报纸相对较受欢迎，但却是经常配送不及时或

者断供。对此，Y市一位乡镇综合文化站站长表示：“配送

什么，什么时候配送，管理员都是不知道的，因此到底是

否及时，是否缺失，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就连我们也不知

道，都是省里统一配送的。”书屋的图书采购是在各省市新

闻出版部门的行政主导下组织新华书店、图书运营商来完

成，其经营的属性在缺乏监督和透明性的情况下，能否与

农家书屋的公益性和谐地统一起来，还值得商榷。

3.4    旧体制与新形势

　　前面所述农家书屋的设立在于新闻出版总署倡导的出

版发行向农村延伸，因此出版发行的逻辑必然导致重视农

家书屋的硬件建设和图书的供给，而农家书屋的效能提升

则必须切换到另一种逻辑上来——公共文化服务。

　　早在2005 年 10 月 11 日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概念便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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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提了出来。

2007 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突出抓

好农家书屋工程等农村文化工程，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2013年1月14日，文化部关于印发

《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的通知中明确将“读书看报”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

将读书看报视为一项基本文化权益[21]。农家书屋一直被视

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

而在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提高服务效能”[22]要求的新形势下，农家书屋并未真正

地转变角色，积极主动地嵌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来。

　　在现实中，农家书屋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有设计的出版

发行逻辑运行。以农家书屋的财政保障资金而言，目前国

家层面明确的资金只有《中央补助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财教［2013］25号）中规定的“农

家书屋出版物补充及更新每村每年2 000 元”[23]。在Y市，

目前农家书屋的资金也只有图书更新资金每村每年2 500

元。而且这笔出版物更新资金并非直接打到每个农村或者

农家书屋账上，甚至都不经过Y 市文体新局，而是由省文

化厅统一调配。尽管这笔经费在形式上也通过统一招标进

行运作，但是每年无一例外地中标的都是湖北省新华书

店。这种农家书屋“全省图书长得一个样”的模式，是一

个有利于出版企业卖书的机制，而不是一个有利于农民

“用书”的机制[5]。尽管在县市层面，大部分新闻出版局和

文化局已经合并，但在农家书屋的运转方面，依然是“出

版发行”占主导地位，“公共文化服务”的象征意义远远大

于实际效能。

4    出路：转型与“再定位”

　　不可否认，“出版发行”在推动农家书屋发展的前期起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新闻出版总署的倡议和各级出版

发行单位的积极配合，农家书屋这样一个最贴近农民的公

共文化服务载体才从无到有，然后遍地开花。借助“送书

下乡”的民生项目，“出版发行”的逻辑推动了农家书屋的

场地建设和图书配备，为农家书屋服务效能得以施展提供

了前提和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在农村阅读方

面的标准化和均等化。遗憾的是，在农家书屋迅速实现普

及之后，《意见》中所要求的农家书屋“供书、读书、管书、

用书”的长效机制只有单向度的“供书”机制得到相应落

实，而具有服务导向的“读书、管书、用书”机制则一直

得不到重视。

　　2013 年 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4]的概念，并在2014年03月

19日，由文化部牵头成立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

调组。2014 年 7 月 22 日，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全国政协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题协商会上表达了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质——“以民为本、以人文本、以

人民为导向”[25]。具体到农家书屋就应该是以“为农民服

务”为导向，而农民真正关心的是农家书屋“读书、管书、用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农家书屋的转型——湖北省Y 市的调查思考0 7 0

ISSN 1004-325X | CN23-1331/G2



书”的效能。农家书屋在新形势下必须回归到它的本位——

提升服务效能，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很明显，“读书、管

书、用书”的长效机制单独依靠具有利益关联的“出版发

行”逻辑已经行不通了，农家书屋必须及时地调整角色，

通过与农村其他文化资源的整合，嵌入到整个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之中，真正地变身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民生

工程。

　　沿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路径，理想的农家书屋应该

以农民需求为本位，变身成乡村具备复合功能的文化活动

中心，实现“三个嵌入”的合一：一是将农家书屋嵌入到

乡村的社会结构网络中心，这个中心点并非是简单的地理

位置中心，而是人际关系网络中心，以此在一个日益“空

心化”的乡村内尽可能地集聚人气；二是将农家书屋嵌入

到乡村的公共文化活动中心，通过与村里原有的公共文化

活动相联系实现文化的聚合效应；三是将农家书屋嵌入到

公共图书馆体系之中，通过打造县域内互联互通的图书网

络来扩大服务。总而言之，通过前两个“嵌入”，实现乡村

内部文化资源的整合，将农家书屋塑造成乡村的公共文化

活动中心。通过第三个“嵌入”，实现乡村内外文化资源的

整合，将农家书屋嵌入到公共图书馆系统这个网络之中。

通过文化的复合功能及资源的扩展整合，将农家书屋切实

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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