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进入 21 世纪以后袁 服务型政府治理理念及

其模式已成为国家行政管理和政治学理论研究探

讨的核心问题之一袁同时也成为促使政府向更加民

主尧更为负责尧更有能力尧更有效率方向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遥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罗伯特窑B窑登哈特

渊Robert B.Denhardt冤教授在其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

论中袁赋予政府治理以全新的理念袁包括为公民而

非为顾客服务曰追求公共利益曰重视公民权曰思考要

有战略性而行动要有民主性曰政府的职责是服务而

非掌舵曰重视人而非只重视生产率曰等等[1]遥 公共文

化服务即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而向公

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袁其内容涵盖了为全社

会提供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及服

务的文化领域袁诸如博物馆尧美术馆尧图书馆尧文化

馆尧广播影视尧报刊出版尧文艺演出等遥 强化政府公

共文化的服务职能袁 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文化诉

求袁也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根本途径袁更是

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遥目前学界关于政府

职能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袁但大多关注的是政

府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袁而将目光投向文化职能

尤其是政府文化服务职能的研究成果则是凤毛麟

角遥 本文力图弥补这一缺憾袁拟就政府公共文化服

务职能的意蕴与特点尧当前尚存问题以及创新路径

等进行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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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意蕴
及其特点

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袁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

是以公民为本位尧以服务为宗旨尧以法治为基础尧以
责任为先导遥而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则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院 在行政理念上表现为服务而非管制曰
在组织结构上表现为自治尧合作尧精简和便捷曰在行

为方式上要求公平尧透明曰在决策过程中主张参与尧
对话和协商曰在行政角色上袁公务员就是服务者袁同
时要把国民视为公民而非顾客曰等等 [2]渊P52-53冤遥

公共服务业已成为我国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袁
其价值理念是公平正义袁主要目标是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袁而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是公共服务

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所谓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

能袁简言之就是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所履行的

职责和发挥的功能袁其意蕴包括职责与功能两个方

面院职责主要是保障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得以实

现袁而功能则主要是政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职责的

目的袁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尧相辅相成的关系遥
所谓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责袁即是指政府在公

共文化服务运作中究竟应该管什么以及怎样管遥政
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职责范围较为广泛袁并且随

着社会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袁概言之主要包括

6 个方面院一是确定文化发展战略遥 即对全国范围

内的文化资源进行科学性尧 战略性和整体性计划袁
确定其发展宗旨尧原则和目标等遥 二是制定文化发

展政策遥 即在国家文化政策的指导下袁研究部门合

作尧专家咨询尧公众参与尧社会评价尧技术支持等有

关问题袁调整和制定科学配套的文化政策袁诸如制

定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尧 文化事业建设基金尧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尧国家出版基金尧国家电影事业专

项资金等方面的各项政策袁以便政府能够充分开发

公共文化资源和协调社会公共文化利益分配遥三是

搭建文化发展平台遥 即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决策尧实
施尧管理和监督等有关方面的制度平台袁公共文化

项目引导信息与网络文化的交流平台袁公共文化理

论问题与科学技术的研发平台等遥 从实体角度来

讲袁尤其是要建设好诸如博物馆尧文化馆尧图书馆尧

科技馆尧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遥 四是保

证文化经费投入遥即加大对公共文化事业财政投入

的力度袁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遥 五是

科学评估公共文化服务绩效遥即在加强政府评估主

体建设的同时袁实现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袁并且科学

规范评估程序尧强化评估结果的反馈与运用袁以保

证公共文化服务效益的最大化遥六是维护国家文化

安全遥 即加强和完善文化综合执法机制袁强化对文

化市场的监管职能袁 切实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袁包
括维护语言文字安全尧风俗习惯安全尧价值观念安

全和生活方式安全等袁以抵御西方敌对势力野西化冶
野分化冶的政治图谋遥

所谓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袁就是指政府在向

社会和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之后所发挥的功效

及作用袁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方面遥 一是整合传播功

能遥即集中和动员所有能够利用的人力和物力等社

会资源袁将社会所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和大众的相

关文化利益紧密结合起来遥 传播国家意识形态袁以
实现人民群众追求的共同目标遥 二是导向服务功

能遥 即依据本国的国情以及现代化目标袁确定社会

公共文化的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步骤袁同时根据社会

的长期尧中期和短期发展规划袁在不同时期制定切

实可行的方针政策袁正确指导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

发展方向袁同时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种良好的文

化设施与服务遥 三是保障防御功能遥 即通过文化立

法及执法来规范各类文化市场主体袁全面加强文化

管理以及市场监督袁 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文化行为袁
切实维护文化市场竞争的公平尧公正和有序遥 同时

加强预防和抵御西方野文化霸权冶颠覆我国文化主

权的各种活动遥 四是调节监督功能遥 即通过经济手

段尧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袁加强对文化市

场运行的调节和干预袁确保其沿着有利于整个社会

的文化发展需求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安全方向运

行与发展袁与此同时袁加强对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

的文化部门与企业的监督袁并根据相关法律来制止

违法乱纪活动遥 五是资源配置功能遥 即通过研究和

制定文化发展政策袁合理布局文化生产力以及优化

文化经济结构遥 尤其是在文化资源配置过程中袁必
须时刻注意保持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文化产品市场

供应的总量平衡[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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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
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呈现出如下基本特点遥

第一袁政治性遥早在 1942 年 5 月袁毛泽东于叶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曳中就曾经指出:野在现在

世界上袁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

级袁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遥冶[4]与政治尧经济和社会

职能一样袁 文化职能作为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袁亦
体现着国家的意志袁代表着统治阶级的要求袁反映

着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性质遥公共文化服务涉及广泛

而复杂的政府活动袁其运作都是在政治环境中进行

的遥 当前各级政府的建设目标及任务袁就是要建设

服务型政府袁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以及公共服务职

能遥 因此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要落实和维

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公共文化权益需求袁其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遥
第二袁公共性遥公共文化即指具有群体性尧共享

性等外在公共性特征的文化[5]遥从本质上来讲袁政府

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行使过程袁就是将一个组织系

统通过合理的职能划分尧制度创新等途径袁使其职

能行使更趋于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运作过程袁其目标

在于更好地提升全社会公共文化的服务水平遥换言

之袁以公共文化利益为目标追求的即是全体公民共

建共享文化成果的社会效益遥
第三袁服务性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袁公共文化服

务的生命力与活力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院一个是内

容至上袁另一个是服务制胜遥相比较而言袁优质的服

务可能更加重要遥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袁文化产品

的供给将更加丰富袁文化消费的可选择性将日益增

强遥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职能主要是由公共部

门以及准公共部门共同履行的袁因此袁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构建的宗旨就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

公共文化权益日益增长的需要和追求遥
第四袁系统性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

既包括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尧具体的生产

者以及接受者等袁也包括文化政策尧法规制度以及

文化资源配置等[6]袁其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系

统遥 具体到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履行主体袁不
仅包括职责权利分工明确的组织机构袁而且还包括

其所属工作人员袁政府行使职能的过程无疑也是组

织体系自身有机运转的过程遥

第五袁创新性遥 在我国袁由于受人口众多尧区域

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袁广大公民对

于公共文化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袁由此

决定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亦是一个与时俱进尧
变化创新的系统袁 即注重来自各方面传递的信息尧
需求及意见袁 通过自身运作及成果反馈等环节袁维
持和加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遥

二尧当前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毋庸置疑袁我国政府近年来在履行公共文化服

务职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遥一是经费投入逐年增

长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国家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支持

不断加强袁1953~1957 年 5 年文化事业费总投入为

4.97 亿元袁1978 年增加到 4.44 亿元袁 到 2018 年达

928.33 亿元遥 1979~2018 年袁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

14.3%袁2018 年比 2012 年增长 93.4%[7]遥二是基础设

施网络化基本全覆盖遥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十分短缺遥 1949 年袁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

55 个袁文化馆站 896 个袁博物馆 21 个遥 到 2018 年

底袁全国已有公共图书馆 3176 个袁文化馆站 44464
个袁博物馆 4918 个遥 国家尧省尧市尧县尧乡尧村六级公

共文化设施网络已经基本建立[8]遥 三是文化民生品

牌深入人心遥 近年来袁全国各地创建和培育了许多

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民生品牌遥譬如河北省霸州市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尧邯郸市的野欢乐乡村冶农
村文化工程等袁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遥据统计袁目前

全国共有 936 个县渊市区冤及其乡镇获得野中国民间

文化之乡冶称号遥四是野数字文化村村有冶基本实现遥
截止 2018 年底袁全国广播尧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

率达到 98.94%和 99.25%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涉及县级支中心 2840 个袁覆盖率为 99%曰乡镇

基层服务点 28595 个袁覆盖率为 83%曰行政村基层

服务点 60.2 万个袁覆盖率为 99%曰部分省渊区尧市冤
的村级覆盖范围已延伸到自然村袁29 个省渊区尧市冤
实现县级支中心全覆盖和野村村通冶目标[2](P14-15)遥
五是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系统进一步完善遥我国公共

文化服务组织系统主要由各级政府部门尧宣传文化

事业单位尧各类文化企业尧社会组织以及文化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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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等组成遥 而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袁民间文化

社团尧民办非营利组织尧基金会等第三方社会组织

无论是在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袁还是在公共文化服

务和产品的生产尧供给管理中袁发挥的作用均进一

步凸显袁 大大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化水平遥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政府主导尧覆盖城乡区

域尧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尧服务项目与内容基本均等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遥
然而袁由于受到市场经济负面作用尧文化体制

制度性缺陷尧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滞后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袁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还存在着诸多

问题亟待解决袁其主要表现如下院
第一袁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观念存在误区遥 在公

共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袁政府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

些认识误区和理解偏差遥一是将文化宣传等同于公

共文化服务袁热衷于大型节庆的宣传活动袁淡化甚

至忽视了日常化的文化服务袁致使公共文化服务处

于自发状态遥二是将文化工程等同于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袁过分强调将技术投入于内容建设尧制度

建设袁导致野重技术轻内容冶野有网络无平台冶的体系

失衡状况的发生遥三是将文化娱乐等同于公共文化

服务袁把有限的文化资源投入到文化娱乐活动的生

产之中袁对经济利益与规模效应的追求替代了传播

文化尧普及科学尧教化民众尧培育文明的价值取向遥
第二袁 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范围模糊不清遥

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公共文化事业与公共文化

产业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尚未完全理顺袁双轨制的混

合经营模式以及多种功能的叠加与重合袁委实使公

共文化服务与非公共性质文化产品难以明确划分袁
导致实施主体的经营性活动和公益性活动重叠袁引
发不同程度的职能越位和缺位问题遥一方面是职能

野越位冶袁即责任主体与实施主体关系混淆袁往往实

行野包办一切冶的发展模式袁政府直接包揽了应该由

市场尧企业尧非政府组织处理的事务曰另一方面是职

能野缺位冶袁即在一些应该加强管理的领域袁譬如文

化市场秩序维护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方面袁往往

重视不够袁投入过少袁服务不到位袁致使公共文化产

品与服务供给数量不足尧质量低下遥
第三袁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强遥 首先是民

本意识不强遥不少地方政府将公共物品供给当成追

求政绩的工具袁所谓野形象工程冶野献礼工程冶屡见不

鲜袁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和地方财政紧张遥 与经营性

机构的精细化管理相比袁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的粗放式管理难以及时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遥其次

是责任意识不强遥一些地方政府依然抱着居高临下

教化民众的陈观旧念袁将公共文化服务视为一种从

上及下的文化宣传与文化救济袁对于广大民众的需

求缺乏充分了解和足够尊重遥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没

有意识到为民众提供公共物品是其应尽义务袁而在

很大程度上只对上级负责袁忽略了民众这一真正的

责任对象遥 其三是服务能力不强遥 目前公众对公共

文化机构普遍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服务水平低下袁
服务方式单调遥 其四是服务标准缺乏统一遥 当前我

国还尚未对文化服务标准进行量化统一袁诸如服务

内容尧服务方式以及服务时间等关系到公共文化服

务满意度的各项指标缺乏相对统一的标准袁导致对

人均享有尧优质享有的服务质量及其效果难以做出

科学的评估遥 其五是服务机制缺失遥 虽然近年来我

国各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开始建立袁但总体来看基

本上仍处于缺失状态遥 而公共文化服务的参与机

制尧需求反馈机制等诸种机制的缺失袁不仅野制约了

公众主动享有公共文化的参与性冶袁而且也野不利于

公众的公共文化创造与表达冶袁野从而影响了文化权

益的有效实现和文化创造的主体培育冶[2]渊P19冤遥
第四袁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总量供给不足遥 在

发达国家袁政府对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大约占到公

共总支出的 1%遥而在我国袁尽管近年来政府对文化

事业的经费投入逐年增长袁但全国文化事业经费投

入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则呈逐年下降趋势袁据
统计袁2018 年底用于文化事业的投入仅占财政公

共支出的 0.42%[9]遥 正是经费投入的不足袁直接制约

了基础性文化设施建设的发展袁导致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能力的弱化遥 据有关资料显示袁目前在我国基

层 2860 个县中袁 有 21.4%的县没有文化馆或有文

化馆但没有馆所场地曰有 12.1%的县没有图书馆或

有图书馆但没有馆所场地曰在全国 38240 个农村乡

镇中袁3965 个没有文化站袁其比例占全部农村乡镇

总数的 10.3%遥 同时袁野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管理模式相对固化尧设施

配置落后尧文化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袁与居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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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活需求不能有效衔接袁造成一定的资源闲置和

机构空转冶[10]遥 而且有不少地方野乡镇文化站工作队

伍老化尧虚化尧弱化袁文化建设发展整体动力不强,
乡镇文化站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固化尧僵化袁文化建

设发展活力不足冶[11] 遥
第五袁政府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层次低下遥 现

代发达国家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一般实行野资
源培育性投入冶袁即主要资助文化遗产保护尧文学艺

术创作等袁旨在维护公民的文化权益袁扩大公民的

精神享受遥 而在我国袁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

往往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袁如图书馆尧博物馆尧活动

馆等场馆建设曰而且文化服务总量偏少尧内容陈旧尧
品质欠佳袁 如基层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与图书品种尧
文化场馆的活动与演出剧目尧 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尧
广播电视节目内容尧电影片目等袁普遍存在着同质

化严重尧类型单一的问题袁不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

务资源尧内容品质堪忧袁甚至是粗制滥造袁其公共文

化服务层次之低由此可见一斑遥
第六袁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发展失衡遥 目前

我国文化资源配置主要采取的是按行政区划分方

式袁而不是按照人均享有的方式进行配置袁难以保

证城乡之间尧地区之间人均享有文化资源质与量的

均衡遥 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尽合理袁在总体格局分布

方面袁省尧市尧县渊区冤尧街道渊乡镇冤尧社区渊行政村冤
的五级网络呈现岀野倒金字塔冶型的失衡格局袁即中

心城市的文化设施与资源高度集中袁 而城乡接合

部尧城中村尧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薄弱袁资
源严重不足袁需要人们付出较高的时间成本和交通

成本[2]渊P18冤遥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野中国省市文

化产业发展指数渊2018冤冶数据袁东部地区的公共文化

服务基础以及民众消费意愿尧消费能力尧消费水平

等方面的指数袁野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袁而且在 2017
年差距缩小的基础上袁2018 年又有所扩大袁这体现

出区域不平衡的问题比较严重遥 冶在综合指数排名

前 10 的省份当中袁前 8 名都分布在东部地区[12]遥
上述各种问题袁是在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及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中累积形成的袁
有着复杂的深层次原因袁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

度转型与变革过程中野政府与市场冶的边界划分问

题遥 总结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袁

第一阶段 渊即从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

改革开放至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冤的基本特征是在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袁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进行局部上的分离遥即文化事业主要承担公益性

的文化生产袁 文化产业主要承担市场化的文化生

产遥该阶段改革的主要成果是部分释放了文化生产

力袁初步解决了企事不分的问题袁但并未完全形成

真正的市场主体与公共文化主体袁文化事业内部依

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格局袁公益性事业单位同

时也是文化生产的主体袁导致政事不分遥 第二阶段

渊即从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至今冤的基本特征是在公共文化

事业的概念中衍生出公共文化的新概念袁政府的职

责与定位逐步明确袁文化结构的功能剥离与转企改

制推动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袁
企事分离尧政事分离的局面逐步形成遥实践表明袁政
府与公益性事业单位真正需要承担的责任是监管尧
引导与组织公共服务的实施袁是提供主体袁而非生

产主体遥因此袁野政府的公共财政不是自行消化到文

化生产中的袁而应通过采购尧奖励尧补贴等方式转移

支付给市场化的文化生产主体袁形成公共文化服务

的内容产业链冶[2]渊P21冤遥 然而袁政府对文化生产功能

的剥离还不够彻底袁 文化生产尚未充分归入市场遥
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还未充分

发挥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文化服务效果遥

三尧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创新的路径选择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谈到野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冶问题时

着重指出院野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袁必须

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冶遥尤其强调要野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袁丰富群众性文

化活动遥 冶[13]那么袁当前应当如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尧实现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创新呢钥 笔者

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创新路径遥
第一袁强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意识遥 一方

面要强化以人为本的意识袁即坚持以公民文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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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理念为导向袁 实现政府行政公开化和透明

化袁赋予公民更多的知情权尧选择权尧表达权和监督

权袁建立健全公共文化利益实现机制和公平的文化

资源分配机制等遥另一方面要强化以文化为本的意

识袁提高政府文化执政能力遥 各级政府要以行政手

段为主导尧以重大惠民工程为抓手尧以先进技术为

支撑袁 推动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发

展遥
第二袁规范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范围遥 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野要完善覆盖城乡尧结构合理尧
功能健全尧 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遥 冶[14] 据
此袁 规范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范围的基本要求

是院首先袁鉴于政府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共利益袁
因此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必须限定在保障人们

公共文化利益的范围之内遥 其次袁鉴于政府在文化

市场形成过程中主要承担的职能是组织与建立文

化市场秩序袁诸如保障文化自由和知识产权尧建立

和维持文化市场交易规则的社会秩序基础等袁因此

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范围必须限定在市场需

要范围之内遥 再次袁鉴于政府在宏观调控尧社会管

理尧公共服务等方面一旦能力不足或者短缺袁必然

会导致其自身的弱化与衰落袁因此政府公共文化服

务职能的范围必须限定在政府能力的范围之内遥
第三袁 改进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实现方

式遥 首先袁要彻底改变传统的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方

式遥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袁整个国家的文化事

业体系被按部门管理的形式分割成若干行业袁加之

自上而下的运行方式袁致使我国文化事业对相应的

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具有较大依赖性袁从而形成了行

业壁垒森严的文化事业发展模式袁 许多管理部门

野既是运动员袁又是裁判员冶袁导致职能混淆和角色

错位遥 改进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实现方式袁就
是要在国家的统一政策下袁让文化事业组织不再隶

属于某个政府部门袁 而是成为独立的法人组织袁也
就是要强化事业概念袁淡化行业概念[15]遥 其次袁要正

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遥正如澳大利亚

著名学者欧文窑休斯所指出的: 政府在公共文化服

务提供上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为野掌舵冶要要要决策尧指
挥尧控制和监督袁而不是野划桨冶要要要直接生产[16]遥 即

在市场经济中袁政府需要做的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

的服务以及预算尧政策或合约安排等方式袁来引导

非营利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遥 再次袁要创新公

共文化管理的领导工作方式遥 近年来袁在文化管理

的实践探索中袁不少地方适应新时代文化融合发展

的要求袁逐渐打破条条管理尧资源分割的局面袁使文

化局尧出版局尧广播局甚至体育局尧旅游局合署办

公袁组成一个野大文化冶部门袁从而有效解决了长期

存在的多头管又都不管尧互不沟通尧各自为政的弊

端袁这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尧值得推广的管理方法遥
第四袁完善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建设遥 一

是要大力培育文化市场主体遥其基本途径就是要加

快国有公共文化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步伐袁逐步培

育一批竞争力较强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袁使其成为

文化市场竞争中的骨干力量遥二是注重发展提供公

共文化服务的非政府组织遥中外公共文化服务的实

践证明袁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具

有重要的平衡与补充作用袁已成为政府尧市场之外

的社会中坚力量袁因此袁政府应将其纳入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的总体规划袁给予大力培育和扶持袁为其

营造良好尧健康的发展环境袁在宏观上建立制度保

障尧加大资金支持等曰微观上加强监督管理尧定期进

行绩效评估等遥三是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公共文化

建设袁政府应积极主动地为企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

提供便捷的途径遥当前尤其是要注重培养和造就一

批重点民营文化企业袁从而推进社会文化领域所有

制结构的调整步伐袁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以公有

制为主体尧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

局遥总之袁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最终目的袁
就是要营造一个政府尧非政府组织尧市场与公众四

位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体系 [17]遥
第五袁加大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投入遥 随着

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袁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经费投入也将稳步增加遥当前对公共文化

领域的投资应该重点向 3 个领域倾斜遥一是能够向

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

位袁诸如博物馆尧图书馆尧文化馆以及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等曰二是一些涉及到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的文

化事业组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袁 诸如党报党刊尧广
播电视以及通讯网络设施等曰三是能够代表国家水

准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团体等[18]遥 总而言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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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建立健全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投入的长

效机制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袁鼓励和引

导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袁逐步形成

以政府投入为主体尧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公

共文化服务经费投入机制遥
第六袁 保持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均衡发展遥

随着城市空间从城市核心功能区向城市功能拓展

区尧生态涵养发展区尧城市新区扩展袁传统的农村包

围城市的空间格局被打破袁城乡统筹尧协调发展变

得至关重要遥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尧地区之间存

在的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投入以及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分布严重失衡等状况袁需要各级政府在基础性的

公共文化制度安排上加以重新审视和调整袁公平合

理地分配公共文化资源袁消除地区之间尧城乡之间

的公共文化服务壁垒袁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

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投入及基础设施建设袁以保持

全国各地区尧各领域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遥 同

时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的援助机制等配套措施袁切实

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19]遥
第七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监督机制遥目前袁

由于文化市场监管不力和优质文化资源供给不足

等原因袁劣质文化产品充斥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遥 一

些网站尧报纸尧期刊尧广播尧电影等文化传播载体袁为
了获取经济利益不惜迎合不良的消费趋向袁使得暴

力尧色情等寻求感官刺激和享受的庸俗文化尧低级

文化有了生存和发展空间曰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死灰

复燃袁甚至邪教也乘虚而入遥因此袁各地政府必须坚

持野一手抓繁荣袁一手抓管理冶的文化方针袁建立健

全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监督机制遥首先要加强对公

共文化服务决策机制的监督袁 明确监督的主体尧对
象尧程序及具体方式等曰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公

共文化服务的职责体系袁强化其公共服务责任和担

当袁形成科学有序的公共服务系统曰再次要严加规

范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监督过程遥凡重大公共文化

基础设施建设袁应对其立项审查尧跟踪督办直至项

目验收等各个环节予以全程监督袁对那些达不到考

评体系要求的人员袁要毫不姑息袁严肃追究其行政

责任甚至法律责任[17] 遥
最后袁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体系遥 当前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

为制度化和规范化保障方面的缺失遥在评估主体建

设上袁以官方评估为主袁实行绝对的上级对下级评

估曰在评估指标设置上袁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袁忽视社

会效益曰在评估行为上袁不少地方政府将评估视为

短期的应景作秀行为袁在程序上走过场遥对此袁应采

取以下改进措施院渊1冤合理确定评估主体遥即要在继

续保持政府评估主体地位的同时袁注重吸纳野利益

相关者冶参与评估尧促进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发展尧扩
大公众的评估参与度等遥渊2冤科学规范评估程序遥科
学规范评估程序是有效开展评估的重要保证袁在这

方面中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袁即首

先要根据评估目的以及动机合理界定评估对象袁同
时运用层次分析法约定公共文化项目的评估准则袁
继之搭建起层级评估架构袁随后进行专家群体问卷

调查及分析袁从而得出结果并对该项目评估指标加

以完善袁然后付诸实际案例操作过程袁进而根据实

际操作结果再对评估指标加以修正袁最后在得出结

论的同时进一步给予具体建议[2]渊P156冤遥 渊3冤注重评

估结果的反馈与运用遥评估结果分为阶段性评估结

果和总体性评估结果两种遥 其中袁前者通过对工作

项目进展以及行政资源运用等进行干预和调整袁能
够促使各种文化服务改革效果立竿见影袁保证评估

工作良性循环曰而后者重在各类文化主体的经验反

馈及其实际运用袁旨在助益下一阶段政府公共文化

服务职能的充分发挥以及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进

一步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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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Implication, Problems and Innovation Approaches for the
Government爷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LI Yong-fa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ngguan, Guangdong, 523083)
Abstract: Simply put, the government爷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unction is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functions the

government fulfill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ts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determining the strategy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formulating policies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building platforms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ensuring funds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Its
functions mainly include integrating communication, guiding service, safeguard and defens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o on. The government爷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unction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s,
publicity, service, systematicness and innovation. At present, the problems with the government爷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unc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service, unclear definition of service functions, poor
service ability, insufficient supply of service, lower service level, and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ervice functions. The
root cause for these defects lies in the boundary division between 野government and market冶 i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In the futu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raise its awareness, specify scope, improve approaches, perfect system
construction, increase funds and investment, maintain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engthen supervisory mechanism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ment爷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Key words: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unctional innovation; approaches selection;
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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