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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在社会

全覆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是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的末梢，直接面对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和意见反馈。

公共文化服务能否在社区落地生根、能否为社区居民

提供更多文化生活方式的选择、能否应对居民多样的

多层次的文化需求，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能否得到保障。同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也是社区文

化治理的一部分，社区所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

可以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增进居民的社区认同、

降低治理成本从而提高社区的治理效果[1]。

2013 年 7 月，荆门市京山县被正式确定为湖北

省首批 10 个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单位

之一。近年来，京山县逐步把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

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示范

区的创建，建立县—乡镇—村（社区）三级文化网络服

务机制，在荆门市和全省都产生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笔者跟随“京山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课题组，在

调研过程中走访了京山县新市镇的三个社区，即城畈

社区、文笔峰社区和桂花台社区。这三个社区虽然不

能完全代表目前京山县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但

是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一些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

的普遍性的特征和问题。文笔峰社区、桂花台社区都

属于城市社区，城畈社区属于城郊结合社区。三个社

区拥有的资源存在差异，但是都承担着公共文化服务

职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京山县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状况

京山县新市镇的文笔峰、城畈和桂花台社区的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情况存在着一些差距，但是从中可以

总结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内容，即提供公共文

化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活动以及

扶持社区文化团体这几项服务。而且，社区公共文化

服务的供给给社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变化。

（一）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活动空间及文化设施

为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京山县对各

级文化服务网络结点都提出了相应的文化设施配备

的指标，并要求社区设立社区文体活动中心及配置相

应文化设施。

京山县的这三个社区的文体活动中心都提供了

文化活动室（室内、室外）及相应的设施设备和图书

室，并且根据其管理规定在固定时间向居民开放。除

此以外，社区内的文化广场、以及辖区内的企事业单

位的开放的活动场所，社区居民都可共享空间资源。

像城畈社区，它是村居合一的城市社区，建设有 7200

平米的健身广场、500 平米的室内练功房、图书阅览

室、老年人活动室和室外文艺舞台等。而且在该社区

辖区内有 10 个行政企事业单位、一所镇级小学、一所

民营幼儿园。自 2011 年京山县内所有的公共文化场

馆、设施全部免费开放。可以说城畈社区为其居民提

供了极为充裕的文化体育活动空间。而文笔峰社区

是城市社区，有 14 个辖区单位，依托座落在该社区的

文峰公园广场、京山县体育馆、国家级网球场、篮球场

以及门球场等 25 片文化体育活动场所及社区党员群

众活动中心为居民提供公共活动空间。在文明社区

创建工作引导下，文笔峰社区还利用各类宣传橱窗、

宣传栏，为社区居民提供生活、学习以及交流环境。

同样，据桂花台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该社区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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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空间也是十分充裕，不存在因场地不足而无法开

展活动的问题。社区中公共空间及文化设施的提供

将人们从狭小的家庭空间引入公共空间，为居民的公

共交往提供了可能。

（二）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活动

公共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是社区公共文化服

务一项重要内容，其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生产也具有

积极意义[2]。京山县文体新局所倡议的富有特色的社

区文化节、民俗文艺表演和广场舞比赛等大型活动的

开展都离不开社区文化服务职能的履行。

以社区文化节为例，社区在公共文化活动开展中

承担着组织者的角色。每年社区文化节举办期间，社

区的工作人员都要响应活动承办方、积极组织社区文

化节。社区人员向居民传递社区文化节举办的信息，

组织社区中的文艺团体、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的文化

工作负责人进行协商，并确定节目分工。节目明确分

工之后，社区文化工作者再参与文艺节目的编导、审

核、修改及最终确定。节目如期开展，社区还负责向

居民宣传、邀请人们参与观赏演出。社区文化节的文

艺晚会、读书会、书画摄影展等一系列的节目为社区

居民准备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除了负责上级文化部门的指定的活动项目，有条

件的社区也会自觉组织一些活动以飨居民。例如，文

笔峰社区在 2011 年春节开展赠春联活动、建党 90 周

年举行社区文艺汇演，2012 年春节举办单位居民联

欢大型游园活动，2013 年妇女节开展交谊舞会，受益

群众人数达 1.2 万余人。该社区以健身艺术团为首，

积极参与社区文化节演出。近十年来此健身艺术团

坚持每月定时定点到文峰公园绀弩亭开展文艺活动；

并在资金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坚持每年开展慰问联欢

演出。文笔峰社区举办文化活动成为京山城区群众

文化活动的一个亮点。

（三）扶持社区文艺团体

社区中的文艺团体是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

者，同时他们也是社区的文化服务的生产者。京山县

三个社区都积极扶持社会文艺团体，利用文艺团体的

文化服务功能来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首先，三个社区在文艺团队的常规活动中起到了

重要的管理与服务作用。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其

一，协调文艺团体的活动空间和时间。社区内的可供

人活动的空间资源总是有限的，而社区文艺团队数目

不断增加，对于空间的要求不断增多。社区在其中起

到了调节时间和空间的作用，解决了社区团队之间的

纠纷。文笔峰社区的芳韵健身舞团就是在社区居委

会的安排下重新找到活动场所的，而且也被安排了固

定的活动时间。其二，为文艺团体提供部分活动经

费。社区文艺团队大多是自娱自乐的、公益性的团

队，他们的表演器具、音响设备以及服装道具都是自

己筹备。过多的支出可能会抑制他们的积极性的发

挥。因此，社区会对一些具有规模性的、常规性的文

艺团队提供部分活动资金。其三，为文艺团体提供活

动表演的机会。社区文艺团队有其表演展示的欲望，

他们在社区内的公园、街道、凉亭等场所活动、排练，

同时也吸引社区群众的注视与赞赏。桂花台社区顺

势而为，在社区中的惠水公园的广场上搭建舞台，为

他们提供表演的平台。再者，如前面所提到的，社区

在组织大型的文艺节目时也会充分挖掘社区的资源，

组织社区的文艺团体准备节目、参与表演。

这三个社区所提供的这些文化服务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人们的生活方式渐渐发生变化、社区与居民

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多、社区内人际关系也变得更加

和谐。社区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了居民的基本

文化需求，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文化生活的选择，改善

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人们开始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自我能力的发展，人际交往方式也逐渐发生转变。

这样的话语、口号开始慢慢盛行——“请人吃饭不如

请人流汗”、“从麻将桌转向舞场，从酒局饭桌转向球

场”等等。

其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也构建了和谐的

社区人际关系，维护社区社会稳定。基本公共文化设

施的提供、公共空间的塑造及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

为人们提供更多交往的机会，同时又生产着公共舆论

空间和公共精神。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能够交流自

己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态度，从而消弭矛盾、达成规范

共识。居民之间交往的增多、信任关系的建立，也能

够增加其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增强了居民对于社区的

认同，从而减少社区的治理成本、提升了社区自我发

展的能力。

再次，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文化治理的手段，也是

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公共文化服务不只是提供公

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更是透过它们而使服务对象能够

形成政治认同、公民精神及公共价值。社区工作人员

在工作中有意识得将政策法规的宣传、道德伦理的引

导融入文化空间、文化活动之中，引导居民对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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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和理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社会基本道

德规范的内化[3]。

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限度

如前所述，社区作为连接政府和居民的桥梁将政

府公共文化服务落实到基层中来，并且产生了一定的

治理效果。但是从京山县新市镇这三个社区的服务

实践的经验和过程来看，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

服务资源使用、活动开展、文艺团队管理、服务经费筹

措方面仍旧存在一定的困境。

（一）空间资源及文化设施的使用存在“垄断”现

象，社区居民的使用权有差异

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

理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的工作场所是对居民自由开

放的，包括社区文体中心。虽然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运

用社区的资源，但是某些室内活动区及其活动设施的

使用权是被一些群体所“垄断”的。社区自身室内、室

外的活动空间总是有限的，只能够为那些注册的、大

型的成规模的文艺团体提供空间使用的优先权。社

区在社区团体活动空间和时间协调过程中虽然解决

了一些短期矛盾，但是长期下去仍然会形成新的活动

场地使用权的“垄断”。

如文笔峰社区的老年健身艺术团，他们是在民政

局注册了的社团。他们就可以使用社区提供的活动

室，而其他一些未注册的团队则没有意识到、也没有

向社区要求同等的使用权。再者，对于一些需要较大

活动空间的舞蹈团队，社区也会安排固定的场所供其

活动。长期下去，这可能会形成一种空间使用的垄

断。在社区空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社区中一些特定

的活动场所被特定的社区团体长期占用会产生一定

的场地纷争。

（二）文化活动开展以行政安排为主，忽视了社区

居民的需求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居民，应当考虑居民

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习惯。然而，京山县的某些社

区的文化服务偏向于县委宣传部、文体局及文化馆的

文化活动安排开展活动，而其他的自主的纯粹是娱乐

群众的、多元的文艺活动则举办得很少。社区缺乏对

社区居民文化需求的深入了解，缺少对居民文化生活

的培育和生产。可以预见的是，大多数群众往往只是

被动的接受者，缺少对于公共文化活动内容的自主选

择权。

同时，不同的人群对于文化接触的机会受到自身

条件的限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对文化的选择和

接受存在差异。这就可能导致“下里巴人”和“阳春白

雪”之间的区隔，社区居民之间的距离感增加[4]。就如

一些专业性较高的社区文艺团体，他们对缺少一定专

业技能的爱好者是排斥的。而社区对于这些有需求、

但是没有能力参与文化活动的居民缺少关注。

再者，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向居民提供的是多元文

化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某些社区及其文艺团队所提供

的文化服务的种类较少、品质参差不齐，这可能引发

对于不同文化服务的需求差异，如对部分高品质的文

化服务的需求过高而忽视其他的选择，引起社区资源

分配上的公平性问题。这往往也就限制了居民的文

化生活方式选择、文化权利的实现。

（三）社区对文艺团队缺少管理和指导，不利于其

长期发展

社区在扶持文艺团体的过程中对文艺团队管理

和发展缺少制度性的安排。社区文艺团队在发展的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除了活动资金、活动场所欠缺等问

题被社区部分解决了，但是其仍存在着管理困境和技

能专业化发展的问题。

首先，社区文艺团体大多是依靠文艺骨干的个人

魅力或是技能优势所带动的群体，他们队伍内部可能

有一定的分工，如队长、分队长、财务，但是队伍的规

模大小、会费收支、成员责任义务等等都没有确立正

式的制度。社区对文艺团体缺少监督和管理。其次，

社区文艺团队之间有时也会为了场地等资源而相争。

在与社团领袖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也反映了一些社团

之间因为争地盘而产生口角的事件。而社区没有对

其进行监管、或是制定相应的组织之间行为规范。这

样容易造成社区恶劣的社团生态、加剧居民之间的嫌

隙。最后，一些社区的文艺团队在发展中会不再满足

于自娱自乐而产生向专业化发展的要求。然而，他们

技能的培训与提升主要依靠文艺骨干的自我发展来

带动，社区缺少相应的文化工作人才，甚至一些具有

文艺才干的居委会成员本身就是社团的领袖。这难

以满足社团的技能发展长期需求。

三、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改进

社区作为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空间的提供者、

公共文化活动的组织者、社区文艺团体的扶持者，在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

由于当前的社会基础比较薄弱、公民社会尚未发展

成熟以及社区自身的人力、财政资源相对匮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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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一定的限度就变得无法避

免。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改进需要各个层面做出改

变。

（一）地方政府建立起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保障

机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

公共文化服务虽是公益性的文化服务，但只是依

靠政府财政支助是不切实际的，纯粹公益性的服务会

带来“政府失灵”的现象。政府职能社会化是当前政

府改革的基本趋势，将那些标准明晰、监督成本较低、

评估较为便利的政府职能外包给营利机构或是非营

利机构以减轻政府负担 [5]。因而，一方面地方政府需

要建立起长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保障机制，增加

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支

出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实现文化事业支出的增长率

超过财政增长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合理利用项

目购买、“服务外包”、委托代理、特许经营、财税补贴

减免等方式，吸引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中来，整合社会资源、增加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存量[6]。

（二）文化部门加强对基层文化服务中心的业务

指导和技术培训，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

地方的文化部门不仅承担着上级所安排的行政

性的工作，还影响着地方的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的发

展空间和路径。文化部门对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

供给，不仅要提供制度和政策上的设计和规划，推进

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而且应当给予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执行主体以技术上和专业上的支

持和培训，为其提供便利性资源。同时，文化部门还

要制定相应的奖惩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社区的主体性。

（三）社区转变“行政逻辑”的工作方式，建立居民

文化需求的表达机制

建立制度性的居民文化需求表达渠道是社区当

前亟需的工作。社区可以依托现有的综合治理网络，

让这些网格员了解居民的文化需求以及自我能力发

展的诉求；同时依托现代网络技术，设立社区论坛、社

区网站等平台，通过网络媒介便利居民的意见表达。

在搜集居民需求之后，还需要建立需求综合、处理及

反馈机制，将群众需求形成文化工作的决策、策划和

执行，并且及时反馈给居民。这样居民就可以对社区

的文化工作进行评价，评价再一次影响社区的公共文

化服务建设安排。如此建立合理的信息流通渠道，社

区才能够将居民当作服务主体，实现居民文化权利的

公平性，居民才能更加意识到并且维护自身的文化权

利。

（四）社区居民提升对文化权利的自觉，积极参与

社区公共文化事业

社区居民的文化参与是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内

生力量。社区居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权利，主动关心

社区公共事务、自觉主动地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是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得以持续下去的根本动力来源。

居民应当关注社区的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目标、参与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决策、利用好社区提供的公共文

化设施、积极参与社区组织开展的文化活动。如此，

社区居民的文化参与不仅会生产出社区的公共性、增

加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更有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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