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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界对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

升的方法路径研究已经展开，比如通过引

入公共文化服务市场购买机制、建立公共

文化服务的需求表达以及监督反馈机制等

途径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然而对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目标的研究并未达成共

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目标包括满

足基本的文化需求、引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及塑造政治文化认同三个维度，三者之

间存在一致的地方也存在一定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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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共识与矛盾

彼得·德鲁克 （Peter F. Drucker） 认为，效能是

指选择适当的目标并实现目标的能力，它包括两方面

内容：一是所设定目标必须适当；二是目标必须实

现。［1］国内也有学者指出效能一般是指选定正确的目

标及其实现的程度。相应地，笔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效能是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标设置得当及其

实现的程度。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至少包括两个基

本步骤：第一步是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设定正确的目

标；第二步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目标实现的程度。目标提供了导向和指引作用，不同

的目标会导致不同的效能提升路径。
目前，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主要观点有以下

几种。（1） 引入市场机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

政府购买行为。［2］（2）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监督

反馈机制科学地设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绩效考核标

准，在此基础上配套监督反馈机制，以有效的考核和

监督反馈提升效能。［3］（3） 采取高新科技改进公共文

化服务模式将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

动通讯技术等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新技术

实现资源的整合和共享。［4］（4） 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

务需求反馈机制。［5］（5） 改革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制机制。以“大部制”取代原来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等部门分散割裂的状态，赋予“大文化部”统一的

文化管理权，以此整合文化资源。［6］还有一些学者在

讨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和意义时认为它们是多

元和复合的。郭妍琳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施

公共文化政策的平台、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媒介

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7］张桂琳认

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可以满足群众的基

本文化需求以及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还有助于

提升公民素质和公民能力；［8］李海娟认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还有利于增进

文化认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9］ 吴理财认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涉及资源分配、社会整合、政治认同

以及这些过程的象征化、美学化和合理化；［10］杨泽喜

认为，西方价值观的强烈冲击、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

以及公民文化权利保护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逻

辑基础，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路径应该包括社

会主义价值观前置、政府职能的公共服务塑造以及公

共文化资源均等性配置三个方面。［11］

一言以蔽之，现有的研究对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

升的目标和路径研究是不对称的，也是不一致的。对

于路径的研究是重点，往往也是专门论述的，而对目

标的研究则往往是不经意的，附带的。这就导致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效能提升实践中出现有些结果往往是无

意识的，某些目标的实现可能是溢出效应的结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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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要让正确的目标导向正确的方法，首先必须明确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目标和重点，从而将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提升的某些外部效应纳入可控的预期范围。
2 效能维度一：满足基本的文化需求

需求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导向的基础。因此，效

能提升首先应该建立在对群众真实文化需求的认识和

选择上。［12］古宜灵认为文化与行为的动机是主观的，

因个人价值观、认知的不同而有差异，并导致文化需

求（inculcation）的不同。日常文化生活的艺文活动实践

（practice）＝｛习癖（habitus），文化资本 （capital），艺文

活动领域 （field）｝。［13］ 从上述公式可见，个人的兴趣

和偏好是第一位的。假如文化服务不符合对象的需

求，那么文化活动实践则难以开展，文化设施容易沦

为摆设，文化资本亦成了浪费。因此，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作为一项完备的体系，必须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

务需求日益复杂化的现实，通过有效的途径切实回应

公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以此提高服务效能。［14］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以政府和文化部

门的意见主导和表达社会公共文化需求，并作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依据，［15］以此彰显公共文化服务

中政府的主体性。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现

代化变迁，群众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在缺乏群众的文

化需求表达机制下，政府部门或者准政府部门自上而

下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出现供需错位，从而难以

满足群众的真实文化需求，这显然与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出发点背道而驰。因此，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

应该作为效能提升的直接目标。
只有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得到了切实满足，他们

的基本文化权益才能够得到保障。《文化部“十二五”
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现阶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
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

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既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现实要求，又是与国际接

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内容。《世界文化多样性

宣言》（2001 年 11 月 2 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 认为：“文化权利是

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和

相互依存的，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参加其选择的文化生

活和从事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动。”
综上所述，满足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群众

的基本文化权益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能提升的重要

维度之一。

3 效能维度二：引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公共性。在某

种意义上，公共文化服务的主旨，不在于它提供了什

么样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而是通过它建设文明健

康的公共文化生活，并以此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或公

共精神，［16］这与中国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化日益

凸显的现实紧密相关。个体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

“去传统化”。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

来，这些约束包括整体性的文化传统和其中包含的一

些特殊范畴，例如家庭、血缘关系和阶级地位。［17］虽

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和社会群体不再发挥作用，但却

标志着原有的力量权威已经弱化。托克维尔认为，个

体 （individual） 是公民 （citizen） 最坏的敌人。公民倾

向于通过城邦 （city） 的安康来寻求自己幸福的人，

而个体对公共事业、普遍的善或者公正社会倾向于冷

漠、怀疑或是警惕。个体除了追求个人利益之外，根

本不知公共利益为何物。［18］而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过

程恰恰是一个公共性培育的过程。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外，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

活跃，大众文化日益兴起。大众文化的发展解决了传

统社会精英文化主导下普罗大众的文化生活匮乏问

题，但由于缺乏引导也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大众

文化往往单调、平淡、庸俗，容易让人们在富裕的生

活中产生诱惑。大众文化是人的欲望的产物。作为一

种工业化的文化生产，它以大众不断膨胀的消费需要

为前提。在消费欲望成为第一精神需要的当代社会，

以娱人耳目、刺激感官、提供消遣为功能特征的大众

文化快餐，使得人们遗忘或丧失了中心价值，也丧失

了对欲望的自制力，以致在疯狂的速食行为中聊以充

饥。［19］正是大众文化将审美的文化转向消费的文化，

将神圣的文化转向世俗的文化，［20］在消费与世俗的浸

染下，很多低级趣味的文化也一并裹挟进人们的日常

生活。在自由主义观念日益兴起的背景下，直接干预

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不现实，哪怕群众选择的是

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以借免

费的“服务”之名，引导群众参加积极健康的文化生

活，提升民众的的艺术鉴赏能力，以此抵制大众文化

部分消极影响。［21］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是通

过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让公众享受到基本文化娱

乐权利，也蕴含着引导人民通过接受文化产品背后的

文化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意图。［22］

国外的公共文化服务较少涉及引导健康的文化生

活的目的，因为它们有宗教的规约，而在我国以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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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导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则需要更多地担负起这

一价值引导的重任。
4 效能维度三：塑造文化政治认同

凝聚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公共文化服务

必然涉及对我国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而这部分文化

服务无形中影响着群众的价值观，并构成整个社会文

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时产生对群众的文化凝

聚力。［2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诸多内容都可以激发文

化和民族的凝聚力。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内

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精华的结晶，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在绵延数千年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创造

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成为物质金钱难

以衡量的精神财富，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互嵌”被认为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

效率的一种有效形式。［24］另外，博物馆也是集体文化

传承和文化凝聚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自然的、历

史的、美术的等各类博物馆，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国

家或民族过去的生产、生活和文化。［25］世界各地越来

越重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通过对博物馆的参观可以

激发和凝聚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观念。［26］以台湾为

例，20 世纪晚期以来，台湾的“新博物馆运动”中以

“历史物质化”为目标的历史性博物馆，被用来创造

和贮存新的集体记忆。这对建构台湾民众的集体记忆

和群体观念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7］

从宏观角度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属于整个文

化治理范畴。特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总是服务于特定时

期的政治统治，因此，文化与文化治理往往具有政治

面孔。［28］因而，在中国语境中讨论构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必须深刻意识到国家概念所给定的内在制

度要求，那就是根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29］我

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处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引领

下，意味着意识形态价值诉求已经前置性内存于国家

概念中。这样，目标的设定以及服务体系的搭建，不

仅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机制，也

为实现“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提供了可能。［30］不可

避免地，政治价值的规训需要潜移默化地纳入到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正如文化部、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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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美术馆、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站） 既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

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阵地，也是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的有效手段。”因此，公共文化机构的免费开放，其

意义绝非免去一张门票那么简单，它更担负着建构

文化政治认同的重任。
5 小结与讨论

文化本身的弹性和包容性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

效能必然在多个维度上进行延展。在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提升的三个维度中，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基础和

前提。只有在满足群众需求的基础上，引导健康的生

活方式才有可能实现，塑造文化和政治认同才具备有

效载体。假如公共文化服务与群众需求是脱节的，后

两者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需要指出的是，三

者之间尽管具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三个维度之间仍然

存在一定张力。如果不加引导、一味地迎合群众的需

求，那么公共文化服务就难以引导健康的文化生活方

式；如果一味地引导与灌输而忽视群众的文化需求，

那么公共文化服务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是适得其反；

如果重点强调政治认同，那么公共文化服务很有可能

再回到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笼罩的时代，从而淹没现代

公民的文化权利。
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三个维度之间的

矛盾与冲突是现有研究所忽视之处；另一方面，就当

下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实践而言，它也不可能在

每个维度上面面俱到平均用力，权宜之计是选择以某

个维度为主进行聚焦。当下，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硬件建设日趋完善，而管好用好的问题日益突出。
具体表现在很多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富丽堂皇却难

以聚集人气，很多农家书屋之类的文化产品处于闲置

状态。因此，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体制机制，逐

步实现供需对接，提高群众需求的满意度才是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效能提升的直接目的。
所以，当前，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主要目标

是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当务之急是建立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需求表达机制。不过受后两个维度的影

响，需求表达机制应该与引导机制相结合。因此，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核心应该是建立以顾客满意度

为基础的需求表达与引导机制，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整合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资源；采用网络通讯等新技术拓宽公共文

化服务渠道；引入绩效考核与评估反馈等措施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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