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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何

在，或者说如何理解“公共文化服务”，已成为社

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在现有的数量可观的研究成

果中，研究者着力关注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问题、

“非均衡”性问题、资金问题、人才队伍问题、市

场化道路问题等，观察角度多偏重“政府文化职

能”视角，兼及使用“公民文化权利”视角或“国

家—社会文化价值”视角。这些研究具有启发意

义，也是后续研究的基础。但是从研究层次来讲，

这些研究一般偏重于宏观论述，缺乏对公共文化

服务微观层面的关照；从研究对象来讲，这些研究

大多关注与政府相关的公共文化服务，缺少对与自

组织相关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关注。

笔者认为，在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文

化职能”、“公民文化权利”或“国家—社会文化价

值”视角之外，“文化—公共行动”是考察公共文

化服务的关键，自组织也是考察公共文化服务的

重要切入点。在这里，公共行动是指一定时间和空

间中的行动者在确认自身利益边界的过程中，超

越自身利益实现他（她）者利益的活动；公共文化

服务是指一定时间和空间中，包括政府在内的某

个（些）行动者以文化为纽带实现相关行动者公

共行动链式反应的过程。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

开封市梁庄①老年剧团及其运作的“农民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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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公共文化服务：
自组织运作及其治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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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实地考察，在对自组织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

个案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展现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

新图景。

梁庄是黄河边一个普通村庄，位于开封市市

区与开封县县城之间，平时村庄以老人、妇女和

儿童为主。2002年初春，因为有感于村庄生活的

无聊和村庄以往文化生活的“热闹”与“繁荣”，

梁庄李明德、李志诚老人联合本村退休工人王新

民、赵立本和退休干部张文达等老人组织本村民

俗文艺业余剧团②。先期，剧团活动主要集中在剧

团团长王新民家中；之后，由于参加剧团人员较多

及围观群众众多，剧团活动主要集中在梁庄村委

大院。然而在2002年由夏至冬的一段时间中，由于

这些老人至今尚“不知道为啥”的原因，在梁庄村

委大院活动的剧团遭到“断电”制裁，剧团主要成

员王新民与李明德经历了由不明来历人员制造的

“打人事件”，剧团被人在乡政府状告为“非法组

织”。为坚持自己的文化兴趣、为给村里（特别是

村里其他老人）“办热闹”，也为能和村庄主事者

“直接对话”，梁庄老年剧团开始踏上了从“给自

己唱戏”到“给群众演戏”的道路。从2003年初春

至今，剧团除坚持在“家”或河堤等“外”地演练

之外，筹办每年一届、在春节期间举办——邀请

和吸引周边地区多个民间剧团参加——的“交流

会”成为其成员的“事业”重心。梁庄在“农民文

化交流会”连续开展的过程中，由“泥”村、“闲”

村、“乱”村开始向“整洁”村庄、“平安”村庄及

“文化”新农村转变；当地一些村民、文化组织，

在“农民文化交流会”连续开展的过程中，从最初

的旁观者开始向积极参与者转变；当地基层政府，

在“农民文化交流会”连续举办的过程中，从最初

的管制者开始向支持者和引导者转变。由梁庄老

年剧团所运作的“农民文化交流会”式公共文化服

务的治理效应得以呈现，而该案例也为我们理解

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一、作为文化自组织培育平台的公共文化服务

梁庄剧团及其“文化交流会”式的公共文化服

务是一个文化自组织培育平台，为个体化村庄的再

组织和其他文化自组织（文化活动）的诞生创造了

契机。

一定区域内的自组织之诞生具有指标性意

义，这不仅构造了相互需要的人们以他（她）者在

场为前提的相互对话、行动及自我服务的能量场，

而且开启了个体社会再组织化尝试的机遇之门。长

期以来，相关研究者对于农村自组织的关注主要

集中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前者或关注农民经

济合作的可能性，或关注促进农民经济合作的制

度设计，后者或关注农民的抗争政治或关注农村

民主政治的秩序问题，而对于农村文化自组织或

缺乏关注或将其放在经济类自组织和政治类自组

织之外的边缘位置。

基于对梁庄老年剧团及其组织的“文化交流

会”的考察，我们发现：文化自组织及其开展的文

化活动，不但成为农村日趋个体化生活农民之“共

同在场”纽带，而且对于其他个体化状态而又相互

需要的人们的再组织具有示范和推动作用。目前，

梁庄老年剧团虽然仍在组织筹划下一届“文化交

流会”，但是其日常演练则由于其成员或已过世或

因病疾行动不便等原因而难以为继，其自我文化服

务与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也日趋处于弱化的境地。剧

团的负责人王新民老人由于半身不遂在笔者后期

调研时说话已较为费力；剧团目前的主事者张文达

老人则一面积极与笔者及其他受访者探讨如何创

新下一届“文化交流会”，另一方面则一再表示“上

年龄了，最多还能再干上一届”。年龄及由此形成的

共同记忆与共同爱好将这些老人组织在一起，同

样也是年龄（而不主要由于其他原因）及由此造成

的“精力不济和疾病困扰”等老年人面临的共同问

题，则将这些老人一个一个从其组织中分离出去。

① 遵循惯例，本文对人名和村名进行了技术处理，特此说明。

② 下文简称“剧团”或“老年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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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受老年剧团“文化启发”

而相继成立的——以村里女性为主的——梁庄锣

鼓队、旱船队、竹马队、花篮队、腰鼓队、扇子舞队

和广场舞群体等文化自组织则日渐红火，在老年剧

团自我文化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日渐衰退的

情形下，这些文化自组织的自我文化服务与公共文

化服务能力却日趋显现。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文化自组织的渊源无不

与老年剧团及其文化活动相关。一方面，伴随着老

年剧团演出的聚集效应，除老年人和小孩这样的

围观者之外，留守在村庄中的妇女成为主要观众群

体。另一方面，由于感觉初期以唱戏为主的“文化

交流会”有些单调，早先（解放前后）在村庄曾兴

盛过的旱船与竹马等文化活动遂进入剧团老人的

视野，而此类活动的合适“演员”——村内妇女即

成为其启发对象。在外人看来，老年剧团“开始自

己唱戏唱得好好的，又想着搞一个文化交流会？交

流会唱唱戏就中了吧，又想着（戏曲文艺的交流之

外）搞了旱船、竹马这么多的活动”是没事找事。在

剧团老人看来，文化节“光唱戏不是很单调吗”？

于是“先是邀请人家来，后来咱自己组织”，在先

是组织“男的打鼓队”的情况下，一帮妇女竟然“自

己先将打鼓队组织起来了”，而且“锣鼓家伙什么

都是自己置办的，谁参加谁出钱”。

据打鼓队成员毛爱华老人回忆，2006年听到

剧团要筹划组织打鼓队，一帮常常在剧团活动地

“受启发”的妇女就自己开始商量，并鼓动村里其

他妇女参加。虽然在开始时，“心热”的人不少，但

是会打鼓的人却没有。而几个（五六十岁的）妇女

先是请剧团打锣、打鼓者先教会打锣打鼓的一些

技法，继而通过村内的“师傅”介绍到村外去“取

经”，才学会了怎么打锣鼓。同时，在这些先期学

习锣鼓表演妇女演练的带动下，其他的妇女也被

感染到锣鼓表演的队伍中来。如毛爱华老人所言，

“看我们演，对她们也是个启发，她们也有了这个

意识。所以这边一说，她们也都动了起来。文化的

事是能感染人的。”

在调查中，这些文化组织的成员将自己称为

“夕阳红”，而对于“文化的事之所以能感染人”，

腰鼓队的成员刘秀英说：

老年人——夕阳红，我们腰鼓队都是

六七十岁，最小的都五十多了。咋想起？农民的

生活都提高了你知不知道？生活都提高了，无愁

无虑地，也不缺吃也不缺穿。我们都没有钱，我

们都不要钱；我们都是义务的，哪块叫我们了，

我们就到哪块儿去，都是义务的。区里组织活

动——清明节，我们也去了。都七十啦，该欢乐

了，我们都爱娱乐，还有就是能锻炼身体。（访

谈记录：2011年2月17日）

物质生活问题之解决、由于年龄原因在生产

及经济活动中的“退出”、对“欢乐”的渴求及“义

务性”表演所带来的掌声与荣誉等，都是文化活动

吸引老年人、文化活动首先在老年群体中兴起的主

要因素。而相较于这些因素，在文化活动开展中的

“互敬互爱、共同学习、互相帮助”则对于这些文

化组织的发展及其持续性更为重要。

这些文化组织的参与者将在村内演练称为

“一起学习”，将到村外表演称为“结好”学习。

对于这样的“学习”，一位参与者的儿媳如是评

价，“那些词曲可不好记，我妈一上午就能记上一

大段。我孩子上小学很好奇‘奶奶为什么记得那么

快，比我们同学记课文还快’。他看见我妈天天在

那里‘学习’，对小孩的学习态度都有很大促进，再

也没有一边写作业一边玩的情况了。”而这些参与

者认为，以前闲在家里因“无所事事”打麻将或和

子女发生摩擦的机会较多，现在开始“学习”了，

几乎没有哪家子女反对，这些子女大多持“您去玩

吧，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那是我们儿女的福；你

再有（钱），身体不中我们都难受”的态度。事实

上，“学习”是一个颇为漫长的的过程，同时也是

不断发现“新热闹”的过程，其中一位参与者说：

自学，都是去看人家咋打的，也不是一看就

会，多去几次就找着窍了。人家说“小孩上学（学

习）都不一定能（一下）学会”，我们这快七十多

的，一学就会了，“比小孩还刻苦呢”。你只要心

往上边想，坚持下去就能学会。你心不往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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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坚持不下去就学不会。没有二尺五的帽，都

是现学，看人家怎么打怎么跳的，没有专门来教

我们的老师。（访谈记录，2011年2月17日）

“学习”使参与者有了新的生活追求，而对于

“学习”的坚持则使这些有了新的追求的人“学有

所成”。另一位参与者则对这一过程如是说：

当时（学的时候），我们这一帮都去看，也

没有鼓，都是凭眼力劲儿在那里看，学嘞。每

天早上七点都到禹王台公园——对老人免费开

放，有好些人在那里“表演”——家里人说“比

小孩上学还积极呢”。看人家打腰鼓打的怪热

闹，就说“咱也回来自己学”。回来几个人就在

一起开会琢磨，我们几个学会了再回来教。都

是先听说哪儿有，就到哪里学，学会了以后再回

来教，天天在大队院里练习，谁来学都中，都

是没交学费就学会啦。几样都是这样学会的。

（访谈记录，2011年2月17日）

在剧团的启发下，村里的妇女开始在村内和

村外学习打鼓、竹马和旱船。而在学习打鼓等项

目过程中，她们又因为看到盘鼓（舞）、扇子舞及

广场舞等并觉得“怪有意思”，所以又学习了新项

目。由于新文化项目的持续加入，村内各种年龄层

次（主要是中老年）的妇女又被吸引到这些文化活

动中。进而，这些被文化活动连接在一起的村民，

自我文化服务能力日趋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也日趋增强。

老年剧团当前的主事者张文达老人是村中多

个文化组织的指导者，在这些文化组织的产生、成

长与发展过程中的如技能提高、发展定位、现场

表演等诸方面均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些文化组织

中的成员向调研者介绍，“挑花篮（唱词）是十二

个月，跑竹马是六个月，划旱船也是六个月；我们这

（词）哪一个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围绕农村生活、

农村变化，都是真事，还有就是国家大事”，而这

些词从无到有且每年都会有所更新，无不与老年

剧团的张文达老人有关——在剧团由于成员年龄

因素而无法运转的情况下，一些剧团成员像张文达

老人一样，将精力集中于对村内其他文化自组织发

展的指导与帮助。张文达说：

当时，我给他们讲，打鼓、竹马等等都得配

词，要不然没意思。打鼓“咚咚咚，咚咚咚”就

过去了，竹马“普踏踏，普踏踏”也过去了，这样

能吸引人吗？很难。另外配词还有一个好处，能

宣传群众。所以在她们学习之初，我们就定下

来要配词。加上词，加上说，加上唱，再把国家

的大事反映出来，这是一个政治鼓动的过程。最

小到村，最大事情到世界——“小到村，大到世

界”，我们都反映。前一段时间，去乡里边演出，

提前两天通知的，我说“光扭也不行啊，你光扭

能扭出花啊？得唱。”最后是我给他们写的词，

写了四段，写的长了也不行；“神九冲天冲九天，

蛟龙潜海潜七千”这都反映国家科技力量的大

发展，她们都吸呐了，最后表演得不错。（访谈

记录：2012年7月25日）

在张看来，这些唱词不但具有艺术意蕴，而

且具有政治意义，对于村内的价值取向和“舆论空

气”也是一个引导。他为此特别向笔者介绍“文化

活动以前在村里受到打压，现在受到支持”的原因

在于，“人的思想意识提高了。这和村里边的政治空

气有关系啊，现在老百姓和过去的百姓可不一样，

不是那么‘愚昧’，啥都不知道，现在老百姓国家大

事、世界大事都知道得可清楚”。

二、作为“小众化”文化需求实现平台的公共

文化服务

梁庄剧团“文化交流会”式的公共文化服务是

一个“小众化”文化需求的实现平台，为社会弱势

群体的文化“增权”和行动“增权”提供了动力。

“谁在接受服务”或者说“服务对象的广泛

性”等问题是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重点讨论的话题。

一般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展开应该面向社会大

众，其中接受服务的对象具有广泛性是衡量公共

文化服务效应的重要指标。在这一观点的指引下，

有人认为现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接受者主要是“老

人”及部分妇女和小孩，未能将在社会中处于中间

力量的中青年纳入其中，其服务效应值得质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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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服务是否应该得到支持（公共权力的支持）需

要加以讨论。其言下之意认为，假如公共文化服务

的受众只是老人（及部分妇女和小孩），则这样的

服务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考察则效率不彰、从资

源配置和社会效应（例如现代公民人格的塑造）的

角度考察则效能有限，因此必须致力于开发面向

中青年人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笔者以为，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公共文

化服务的展开应该具有受众的广泛性，面向中青年

群体的活动项目也理应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

内容。但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文化服务也

应成为实现“小众化”文化需求的平台。如果公共

文化服务只谈“受众的广泛性”而忽视“小众化”

群体，无视甚至否定公共文化服务面向“小众化”

群体的必要性及其价值，则不但意味着这些研究

者（及实践者）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应有之意理解有

误，而且意味着这些研究者（及实践者）对于如何

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也缺乏现实性及战略性考量。

在对梁庄老年剧团及其“文化交流会”进行

考察的过程中，“村庄内的文化活动为什么首先兴

起于老年群体”、“支持老年群体的自我文化服务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意味着什么”、“以老年群体为

基本力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有无可能”等问题是

笔者思考的重要内容。而之所以生发这样的思考，

其原因在于如笔者及其他调研者在他处所考察时

感受到的那样，“文化活动常常首先兴起于老年

（妇女）群体”；在老年群体文化活动及组织较多

的地方，其场域内文化生活则更为繁荣积极，其相

关人群幸福感更为强烈。而梁庄的文化故事在一

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在一般村民看来“老年人爱戏，年轻人爱

歌”，在老年人看来“年轻人对戏不热，老年人则

赶着也不走”，在乡村干部看来“老年人唱戏，带

动了村里年轻人的文化生活转向，打牌赌博的人少

了”。这些说法背后，所隐含的逻辑是不同年龄群

体对于文化项目的需求并不相同，一体化的文化供

给无法满足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需求，一定群体文

化活动的展开及其文化需求的满足，对于其他群

体文化活动的展开及其文化需求满足具有导引和

示范作用。在以劳动能量及其货币化能力为衡量

标准的农村社会，老年人虽然还在担负一定的劳

动生产工作，但相较于年轻人则其无疑（相对）退

出了生产及经济领域，并在一定程度成为“闲人”；

在缺乏文化活动的情形下，消磨时光的方法或为

“坐在村口等死”（受访老人语），或为各自分摊

打牌，或为（帮年轻人看孩子）带着孙子孙女在牌

桌前各自分摊打牌。

在家庭生活日益“儿童化”的情形下，孩子日

益成为家庭的中心，相较于能够赚钱“养家养孩

子”的年轻人，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位置日趋边缘

化；在享受家庭所提供的私性文化产品方面（例如

看电视的权利），相较于孩子和留守在家中的妇

女，老年人更像是“外人”，处于文化生活弱势群体

中的弱势状态。在单纯的文化生产市场化及文化

消费货币化的情形下，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人）

货币持有量几近于无——既无文化消费能力，也

不被文化市场关注，在文化市场中处于绝对边缘

状态。

以文化活动为枢纽，梁庄老人的文化需求不

但在相当程度上得以满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

过文化活动的连接作用，老年人作为一种不容忽视

的社会力量呈现在村庄中。一方面，老年剧团通过

自娱自乐在为表演者提供以他（她）者在场为前提

的自我展示平台的同时，也满足了相关参与者和围

观者“爱热闹”的需求。另一方面，剧团通过“文化

交流会”的形式将文化服务指向其他村民（特别是

村中其他老人），既将老年群体的文化需求通过这

种“数百个老人集中坐在一起集体看戏、评戏的”

形式予以集体表达和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使村内

其他村民、村庄主事者和上级政府重视、支持甚至

主动提供适合老年人文化需求的文化服务，也在为

村庄营造“文化空气”的同时增强了老年人自身文

化权利实现的能力。

三、作为文化展示平台的公共文化服务

梁庄剧团及其“文化交流会”式的公共文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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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一个文化展示平台，开启了村庄的文化营销之

路。

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二元话

语之下，“城市”与“现代”等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

标杆，而“乡村”与“传统”等则被视为要隐匿或要

抛弃的东西。公共文化服务不但肩负着一定范围内

的人们之文化再组织及文化需求满足的任务，还

应承担起更大范围里相互分离和相互隐匿状态的

人们相互交往、认知、了解及其公共行动生产的任

务。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其基础在于如何实现相

互分离的社会、处于隐匿状态的人们之相互认知，

或者说如何使处于隐匿和边缘状态的“乡村”和

“传统”重新回归社会，重新处于公共舞台之上。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认知体系的“输入端”，

“传统”与“乡村”就因为其“非城市”和“非现

代”的特征而被屏蔽。那些侥幸挤入或被筛选出

来的“乡村”事物，在社会认知体系的“媒介传输”

过程中，也会因为其“政治—权力”化能量较低、

“市场—货币”化能力较小或者“社会—符号”化

可塑性较差而被作为“噪音”处理。其通过社会认

知体系输出者，或为“另类形象”，或为“劣化形

象”。而“城市与乡村”及“现代与传统”在话语层

面及政策层面的分立，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时

代的文化碎片化，即文化作为关系的符号化和符号

化的关系再生产过程的“梗阻”和“爆裂”。要连

接这些“碎片”，不但需要城市或现代“精英”的文

化意识及公共关怀，还需要乡村和传统自身的文化

创新和文化突围。梁庄的文化故事在一定程度上，

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开封市禹王台区梁庄，名虽在城市之内，身却

在城市之外。梁庄人虽然以其蔬菜生产供给着城

市人的“菜篮子”，但在与城市“买主”平等的市

场交易关系中，仍是陌生的落后的“乡下人”，其言

说、行动及自我彰显并无从实现。“文化交流会”

的持续展开，不但在催化其他文化自组织的过程中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梁庄人自身的文化生活，而且在

为其他地方（包括城市）自组织提供文化舞台的过

程中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政府（追求并实现文化繁

荣目标）、媒体（发现并报道新的“文化景观”）、

外部公众（探寻并了解农村及其文化传统的好奇

心）之诉求。

梁庄“文化交流会”自第四届始，持续受到当

地（省市）多家报纸、网络及电视等媒体的关注。

梁庄因“文化交流会”开始不断地见诸外部“视

界”，与梁庄相关的各种事物（例如，其“无公害

蔬菜种植”、其蔬菜“滞销”与“畅销”）也因此而

不断地见诸外部“视界”。梁庄人开始发现梁庄的

“菜”要比以往及其他地方的“菜”好卖。一些长

期的“买菜者”在知道“卖菜者”是梁庄人后，更

愿意介绍其熟人来买“梁庄的菜”并和梁庄人谈

梁庄的故事。一位村民和笔者说，“我们村现在有

名气了，卖菜也比以前好卖，人家（外村人和城里

人）都愿意买我们村的菜；以前有谁知道我们村、

我们农民？现在城里人也说我们村好、我们的菜

好。为啥会有这种变化？是因为老张他们‘唱戏’

把市里、省里扛‘枪’（摄像机）拉‘杆子’（笔杆

子）的都吸引过来啦”。这个村民的说法具有一定

代表性，当时即获得其他村民响应。事实上，作者

调研过程中在其他场合曾多次听到类似说法。梁

庄村支书、“农民文化交流会”的支持者和赞助者

赵正河说：

现在干啥事都讲个形象，没有形象就很难

干事。你和外边人打交道，不管认识你不认识

你，没有个好形象不行。班子团结不团结就是个

形象，你到上边去争取项目，班子不团结就是形

象不好，人家就不考虑你。村子乱不乱也是一

个形象，你越是乱就越是形象不好，也就没人

敢给你。我们村子干得好，也不光是我一个人

的功劳，是因为我们村子团结形象好，各方面才

信任我们村子，信任我。我们村现在没有赌博

的，也没有打架斗殴的，就是一般的邻里不和吵

嘴也很少有。外边人一来，人（在外活动村民）

都在（村委会）院子里跳舞呢，一问（平时村里

年轻人较少，在“家”与“村庄”之间的公共空间

活动者多为老年人）没有说村里不好的，能形象

不好吗？（访谈记录：2011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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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能有一个好的“形象”，并且能和村外人

在“买卖”关系之外建立起一种初步地、成长中

地、平等的对话及互动关系，其原因除了梁庄人

因为生活“小康”的“自我想象”之外，还能有其他

什么可能的解释呢？老年剧团及其“文化交流会”

是一个重要的理解向度。公共媒体在梁庄和外部

世界——“城市和农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而梁庄的文化故事则在公共媒体和梁庄之间——

“传统社区和现代媒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并为公共媒体提供素材）。梁庄的文化故事在其

当事人无意识之间已成为一次文化营销式的公共

文化服务，既成为梁庄以一种新的身份迈向外部世

界的关键环节，也成为梁庄理解认同“现代”社会

及其运行的重要环节。

小 结

在当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一方面是传统村

落的消失，另一方面是传统乡村文化资源（观念价

值、文化符号、文化活动、文化组织等）的消解，其

后果是乡村社会中行动者的个体化和其行动的机

会主义趋向。因此，无论是政府一元化“资源”嵌

入，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资源”嵌入，首先

需要解决的是各种“资源”要“落地”时如何寻找

承接载体、“资源”如何多样化供给、行动者多样

化“消费”偏好如何对接及“资源”被“消化”后的

整体绩效和如何实现社会认同等问题。而公共文

化服务、特别是自组织运作的公共文化服务则提供

了应对这些问题的契机和平台。

公共文化服务具有社会再组织功能，公共文

化服务是个体化社会得以再组织的重要支撑。在

基层社会，血缘、地方性神祗，政党或政权性力量

都曾经使生活在这一范围内的人们“认同而至团

结”。时至今日，“利益”被视为唯一的黏合剂。相

关论者相信市场体系的成长和日趋完善，要么基于

经济人的理性计算，利益会使人们相互需要并连

接在一起；要么基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利

益会使人们相互需要并互相合作。然而，事实并非

如相关论者所相信或预言的那样。利益使得行动

者对于他（她）者的需要成为一种次要的乃至不重

要的需要；相较于利益可能产生的连接作用，仅仅

只建立在自我基础上（而未超越自我的）利益更是

一种消解性力量，利益纽带难以成型，现代社会日

趋个体化。

相较于强制式中心化纽带或交易式中心化纽

带，文化作为共享式非中心化纽带具有易认同、易

连接、低成本和灵活化的社会再组织功能。在梁庄

“农民文化交流会”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纽带在早

期使得有着共同兴趣等的人们相互连接在一起；

在中期，文化纽带将对破坏行动的回应保持在非

破坏性的范畴内，并使逐渐网络化扩展的“组织”

具有更为清晰的公共行动动向；至今日，文化纽带

使得受先期组织起来的人们之“启发”而成立的其

他自组织持续运转，并进一步强化着村庄的文化氛

围和合作氛围。进而，这些文化自组织为梁庄社会

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合作奠定着群众基础，搭建着

平等的、以他（她）者为前提的言说与行动平台。

梁庄社会因为文化纽带而日渐紧密连接在一起且

具有文化共同体的面向。

（责任编辑　王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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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of Whole Nation

——Comment on Complete History of Sichuan Anti-Japanese War

Jihe Tan

Abstract：Sichuan is the base of the war for 
territory regain and Chinese national revival. Realizing 
the true contribution of Sichuan and the Sichuan peopl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war, it needs a global vision 
of the anti-fascist war, needs  perspective with history 
equals "Century Gold  Mirror ," and needs to profound 
vision from global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ti-
Japanese war to expand research. "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War in Sichuan", authors of this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ying to show Sichuan people 
sprite in anti-Japanese war with magnificent drama 
hero history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ethnic and mor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of all-round.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thrust of the whole nation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anti-Japanese war , including 
positive battlefi eld ,battlefi eld behind enemy lines, the 
three major battlefields condensed together, mutual 
learning and closely related, closely united point of 
view, to summarize the war spirit, experience and 
wisdom to recognize the dedication of certain people 
in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in Sichuan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to fi ght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save human civilization, 
and strive for the human justice and peace.

Key words：Whole nation, anti-Japanese war fi eld, 
Complete History of Sichuan Anti-Japanese War

Personal prof ile：Jihe Tan,researcher,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610071.

Understanding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the Operation of Self-Organizing and its 
Effect of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Peasan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Meeting” in one Village near Yellow River

Liu Hui

Ab s t r a c t：B e s i d e s  t h e  p e r s p e c t i v e  o f 
government’s cultural function, citizens’ cultural 
right, or state-society cultural value, this article 
explore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public action and self-organizing. It finds 
the peasan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meeting the typ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which is indicated in the 
aged troupe in Liangzhuang and its operation exhibits 
a new prospec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present such several faces and 
functions as the cultivate platform of cultural self-
organizing, the satisfi ed platform of minority cultural 
demanding, and exhibition platform of culture.

Key words：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Culture-
Public Action; Cultural Community; Cultural self-
organizing; Cultural Governance

Personal prof ile：Liu Hui, Fu 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Investigation on the Ancient Social Assistance in China

Jingan Chen, Guo Dan, Xiaolu Wen

Abstract：Assistance and relief to the impoverished 
populat ion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have the 

continuity and inheritance in history.Although the 
leve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vario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