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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刘 辉

摘 要: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行动者身份的品牌化认证、互动空间的公共性转换、服务能力

的联动式升级及发展方向的国家在场化定位是“让公共文化服务运转起来”的成功之策; 文化项目的品牌化、文化

空间的公共化、文化服务的平台化和文化互动的网络化及国家的常态化在场是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途

径。以文化为纽带并以文化建构为目的、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生成、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合作及多元化治理

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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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是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贯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构建体现时代发

展趋势、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市场经

济要求、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经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于 2017 年 3 月 1 日

起正式施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公共文化服

务如何提供”的“中国实践”并尝试形成公共文化服

务研究的“中国话语”，正是本文的旨要。

一、公共文化服务如何提供: 六种代表性观点

事实上，围绕“公共文化服务如何提供”这一问

题，学术界已有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观点。其中较

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六种: 公共文化服务的

“均等化”之路、“免费开放”基础上的创新之路、“技

术”上的发展与创新之路、评估驱动的“供需”对接

之路、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结构化”创新之路以及治

理思维之下的“社会参与”之路等。
第一，“均等化”之路。有研究者基于公民文化

权利和政府职能，提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应走均等

化之路。然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

之路”面临各种非均等化的现状，为此应通过树立

公民文化权利新型理念、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建构多

元化生产体制、推进绩效评估、实现社区的“共享”
式发展等方式予以实现。①第二，“免费开放”基础

上的创新之路。有研究认为，相较于以法国文化政

策为代表的建筑师模式、以英国文化政策为代表的

赞助者模式及以美国文化政策为代表的便利提供者

模式，中国实施的是上下贯通的管控体制，即由政府

进行投资并管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

( 站) 等各级公共文化机构。因此，我国公共文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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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建设之路是基于“免费开放”推动的创新和

转型过程。②第三，“技术”上的发展与创新之路。
有学者提出，为破解“传统文化服务手段和模式”与

“公众文化的多元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我国公共文

化服务须进行手段和模式的创新，“文化资源共享

的整合”是重中之重，“技术上的发展与创新”则是

应有之意。③第四，评估驱动的“供需”对接之路。
相关研究者认为，相较私人文化产品，公众对公共文

化产品的需求信息无法通过市场价格反映。( 农

村)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应通过系列制度组合，“建立

一种能够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和“完善

反馈纠偏机制”以形成“以需定供”的供给体系。④

该类研究认为，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为是影

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和数量的最重要因素”，

而要科学衡量“公共文化服务的客观水平”、促进政

府公共文化服务“规范化及可持续发展”，构建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对政府作为进行评估是可行之举。⑤

第五，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结构化”创新之路。有研

究者认为，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能囿于对

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小修小补”或功能升级的层次，

必须基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且超越传统文化事业体

系进行系统结构创新，并“基于市场经济环境”进行

发展模式的重构。⑥第六，治理思维之下的“社会参

与”之路。也有研究者提出公共文化服务要有治理

的思维，要“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⑦，以文化

治理的思维来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选择，强调深化文化管理和

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强调发挥政策法

规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培育、引导、扶

植、保障、规范及促进作用。⑧

上述研究都颇具启发意义，但存在多偏重宏观

论述、多针对“政府主导”式公共文化服务展开讨论

等局限，实证研究特别是基于类型化案例的研究明

显不足。有鉴于此，在目前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

“政府文化职能”“公民文化权利”“‘国家—社会’
共同文化价值”等话语之外，本文基于文化治理的

视角，将公共文化服务分别置于其实际发生的三个

类型化场景中加以考察。

二、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国实践: 三个类型化案例

从 2010 年 6 月至今，笔者围绕“公共文化服

务”这一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在此基

础上，笔者选择了周口市“周末一元剧场”、渭南市

“一元剧场”和开封市梁庄“农民文化交流会”三个

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作为案例展开研究。⑨选择这三

个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作为案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点。第一，这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持续时间都在

五年或五年以上。第二，笔者对于这些公共文化服

务项目的持续性追踪在两年或两年以上。第三，这

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具有类型化特征，分别为文化

行政部门、文化企 ( 事) 业单位和文化自组织。第

四，这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具有“可学习性”，即其

发生背景具有常态化和非特殊资源禀赋的特征。
案例一: 周口市“周末一元剧场”。周口市是一

个较为典型的欠发达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原有制

度安排，在 2008 年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内，地方文化

行政部门连接其他行动者 ( 如政府相关部门、社会

组织、企业、社区、地方文化精英) 的能力和开展公

共文化服务的能力较弱。2008 年年初，地方文化行

政部门推出了“周末一元剧场”⑩公共文化服务项

目，此后该文化项目成为地方文化行政部门连接政

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地方文化精英的

文化纽带，当地文化行政部门由此初步实现了从弱

势状态逐渐向强文化治理状态的转变，当地政府相

关部门、企业、文化精英也逐渐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

重要支持者，当地公众开始实现从被动的文化需求

者向积极的公共文化服务者的转变，周口市“周末

一元剧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也成为第一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案例二: 渭南市“一元剧场”。渭南市秦腔剧团

( 有限责任公司) 瑏瑡创建于 1954 年，是一个久负盛名

的文化团体，“秦腔皇后”著名秦腔艺术家余巧云就

曾长期在该团工作。然而，2007 年之前的相当长时

间内，剧团的发展乃至生存却因种种原因陷入困

境———形成剧团“无”戏可演、演员“无”事可干、政

府“无”意支持、企业“无”意赞助( 演出) 、群众“无”
戏可看、剧团成为“上访户”的局面。自 2007 年始，

渭南市秦腔剧团推出“一元剧场”公共文化服务项

目，此后该文化项目成为剧团连接演员、观众、企业、
政府、其他剧团( 演艺团体) 、社会力量和公众的文

化纽带，形成演员坚守“舞台”、观众重回“剧场”、企
业及社会力量赞助演出、( 财政困难的) 地方政府以

购买服务方式支持剧团、剧团商演邀约不断、县级剧

团积极加入“一元剧场”公共服务体系的新局面，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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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一元剧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也成为第一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案例三: 梁庄“农民文化交流会”。开封市禹王

台区大王乡梁庄是一个较为典型的黄河边村庄。
2003 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的生活水平虽

然不断提升，但是村庄却是“泥”村、“闲”村、“乱”
村的景象，村庄日趋个体化，村民合作难以形成。自

2003 年始，梁庄在村老人成立自组织式的“老年”剧

团并持续举办“农民文化交流会”，此后该文化项目

成为“老年”剧团连接村内老人、村民、村外文化组

织、政府( 部门) 等的纽带。由此，村内也逐渐形成

了村庄内的其他自组织关联性生长、农民相对积极

参与村庄治理、区域内文化组织联动并自我服务及

公共服务、政府从管制者向村庄文化治理的支持者

和引导者转变、“文化”新农村有了较为坚实社会基

础的良好局面。
在此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 公共文化服

务就是以文化为纽带并以文化建构为目的，包括政

府在内的行动者的公共行动之生产及其再生产的过

程; 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生成、多元化治理主体的

文化合作及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建构是公

共文化服务的应有之义。

三、行动者的文化联动: 让公共文化服务

运转起来

通过对周口市“周末一元剧场”、渭南市“一元

剧场”和开封市梁庄“农民文化交流会”三个案例的

研究，我们发现: 公共文化服务行动者身份的品牌化

认证、互动空间的公共性转换、服务能力的联动式升

级及发展方向的国家在场化定位，是“让公共文化

服务运转起来”的有效举措。
1．行动者身份的品牌化认证

所谓身份，是指作为“自我”的行动者与作为

“他者”的行动者对于“自我”权利与责任的认知与

体验的集合。品牌既是品牌持有者的理念表征和形

象表征，也是品牌指向群体的感知物，还是品牌持有

者与品牌指向群体关系的符号化表征。公共文化服

务的品牌化是“自我”与“他者”对于“自我”公共文

化服务者身份的认证过程，既有利于对“自我”公共

行动的形象化展示和传播，也有利于强化“自我”对

于其“文化—公共行动”的常态化坚持，还有利于提

升“自我”与“他者”的共享型关系及“他者”对于

“自我”公共行动的常态化( 持续性) 认知与体验。
在周口市的案例中，地方文化行政部门巧妙地

将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与协助文化人士“寻找表演舞

台”的双重任务有机结合，设计了以“周末一元剧

场”为品牌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周末一元剧场”
品牌的出现，既在最短时间内引发了“他者”对于地

方文化行政部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关注，也在第

一时间展示了地方文化行政部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的决心、内容与方式。周口市文化行政部门的公共

文化服务者身份，通过“周末一元剧场”这一品牌得

以立体化展现、全方位地受到监督并获得多方认证。
在渭南市的案例中，秦腔剧团通过“一元剧场”

品牌，既较好地刻画和展示了剧团对于自身新的行

动边界和身份的认知与界定，也在最大程度上引起

了其他行动者对于剧团及其新的服务内容的关注、
监督与响应。而剧团基于“一元剧场”品牌的公共

文化服务运作，不但提升了其他行动者对于品牌及

剧团的认可，也强化了剧团对于自身公共文化服务

者身份的认同。
在开封市梁庄的案例中，“农民文化交流会”虽

然并非梁庄老年剧团刻意打造的文化品牌，但由于

农民生活相对单调，加之名称的独特性及熟人社会

口耳相传的强化，“农民文化交流会”有着和品牌一

样的符号化表征效果。老年剧团通过“农民文化交

流会”这一品牌，为自己设定了新的行动边界和身

份; 而其他行动者通过这一品牌，对于老年剧团及

“梁庄”有了新的认知及更趋于积极的评价与响应。
2．互动空间的公共性转换

所谓空间是容纳行动者生命、生产与生活的地

方。根据他者是否在场及对他者的影响，空间又可

划分为私密空间、私性空间及公共空间。所谓公共

空间是指能够平等地容纳不同行动者并且能为人的

社会需求满足及公共行动展开创造可能的处所。在

私密空间、私性空间与公共空间中，人们遵循着不同

的行动逻辑; 行动者行动逻辑的转换及其连带与聚

合效应，又发挥着使空间性质发生相应转换的功能。
在周口市的案例中，“周末一元剧场”使得文化

行政部门与当地文化组织、当地群众等的互动空间，

从具有“管理与被管理”意味的办公室拓展至具有

“共管与共享”意蕴的“周末一元剧场”。文化行政

部门为了确保自身的行动能获得他者的响应，还常

常在广场和剧场中问计于文化志愿者与当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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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需要具有一定条件( 例如具有一定行政级别或

较高消费能力) 的“人士”才能进入的周口市人民会

堂，通过“周末一元剧场”式的转换，成为“普通群

众”也能日常进入的文化场所，亦成为多方平等的、
相互理解式的、或日常化或仪式化互动的处所。

在渭南市的案例中，剧团曾经为了能够行政化

生存或市场化生存，依据依附的逻辑或交易的逻辑，

为其互动者设置了“位阶”门槛或“票价”门槛; 那些

喜欢剧团和喜欢戏曲的普通群众，则因为不具备相

应的“位阶”或“票价”支付能力，被拒之于剧团门

外; 最终，剧团因“无人”看戏而陷入困境。当剧团

依据共享逻辑搭建“一元剧场”———这一“无门槛”
的、平等的互动平台之时，剧团不但获得了观众的掌

声，也获得了社会的赞誉及政府的认可，还因此获得

了一系列商机。“一元剧场”这一公共空间，既使得

剧团的共享式行动逻辑得以常态化，也为剧团的市

场运作创造着条件。
在开封市梁庄的案例中，步入小康生活的梁庄

人，在住进“更好更大”的自建房的同时，却发现原

有的村庄公共空间已急剧缩小。在“农民文化交流

会”出现之前，梁庄村委会大院常常处于“封闭”状

态; 老年剧团因文艺演练的需要进入了村委会大院，

也使村民跟进其中; 进而，村委会大院这一空间逐渐

“开放”，成为梁庄的公共娱乐和公共舆论“场”。当

因此而生的公共舆论挑战到时任村庄主事者权威

时，村委会大院又成为村庄主事者依据强制逻辑

“打压”老年剧团的地方。依靠举办“农民文化交流

会”，老年剧团将“自我”的文艺喜好、为村民“办热

闹”和找时任村庄主事者说理的言说与行动，在村

委会大院中予以彰显; 时任村庄主事者的强制逻辑，

逐渐地为老年剧团的共享逻辑所“挤出”。村委会

大院这一梁庄多方互动的空间，实现了其公共性转

换并成为承载多方“文化—公共行动”的公共空间。
3．服务能力的联动式升级

所谓服务能力，主要是就行动者公共行动的规

模、强度与持久度而言的。在公共文化服务的范畴

内，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主要是指公共文化服务者所

能提供的满足他者文化需求或激发他者公共行动的

服务之规模、强度和持久度等。
在周口市的案例中，当地文化行政部门所拥有

的资源几乎难以和政府其他“强势”部门相比，其工

作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根本做不了文化的

事”( 就专业技能而言) 。在资金和专业人员都相对

缺乏的情况下，“周末一元剧场”持续运营五年以上

并能深入区县、乡镇和农村、厂矿且获得多方好评，

除了自身颇具创新性的服务创意和植根于群众需求

的服务理念之外，地方文化行政部门通过其公共行

动联动其他行动者，进而增强和提升其服务能力是

一项关键因素。
在渭南市的案例中，秦腔剧团在创意化地开展

“一元剧场”的过程中逐渐地“找回观众”。但当面

对恢复老戏、编排新戏和逐渐增多的商业邀请演出

等“业务”压力时，剧团服务能力渐显相对有限。通

过与面临“无戏可演”的区县级剧团的联动，剧团服

务能力的相对有限性不但得以消解，而且随着传统

曲目的恢复、新戏排练及因应商业演出需要的新设

备的配置到位，其服务能力也得到进一步升级。
在开封市梁庄的案例中，梁庄老年剧团成员仅

仅依靠其自身力量不但不足以满足本村( 部分) 村

民的文化需求，也难以支撑起整个“农民文化交流

会”。他们通过与邻近村庄和自己有着相似状况、
但有一定表演基础的业余剧团的联动，不但壮大了

自身的声势，也提升了自身的服务能力。随着“农

民文化交流会”的持续运作，该村妇女在老年剧团

的“启发”和帮助之下，腰鼓队、花篮队等文艺组织

先后成立，既成为“交流会”中的生力军，也成为丰

富梁庄村民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老年剧团通

过“农民文化交流会”的联动和培育，其自身服务能

力得以不断升级。
4．发展方向的国家在场化定位

文化既是一定时间和空间中行动者关系的符号

化表征，同时也是一定时间和空间中行动者关系的

符号化生产过程。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方向与“在

场的行动者是谁”及“在场行动者的行动逻辑”等因

素有关。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国家对于其他行动

者公共行动之正向的、即时的、恰当的响应，对于他

者的公共行动及其再生产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国

家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推进不仅在于其公共文化产

品的生产能力方面，而且在于其对其他行动者开展

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领导力方面。国家对于其他行

动者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领导，应避免对于其他行

动者的国家化“收编”或覆盖，宜注重为其他行动者

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提供适当的国家支撑或搭建具有

“引爆力”的文化服务平台。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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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国家在场化定位，既有利于避免国家与社会之

间的紧张或冲突关系，也有利于防止社会“陷入”国

家之中，还有利于形成合作治理效应。
在周口市的案例中，“周末一元剧场”举办之

前，当地群众文化生活相当单调且具庸俗化倾向; 地

方文化行政部门呈现“乏力”的状态。公共文化服

务的“周末一元剧场”式设计，既是回应当地群众文

化需求的一种途径，也是地方文化行政部门实现文

化领导的一种重要方式，相当一些文化组织、文艺人

士“志愿式”地团结在政府周围。可见，公共文化服

务的国家在场，并非是指，或者说主要不是指“由政

府提供更多、更好且更具效率”的公共文化产品; 而

是指政府以独有的方式为其他行动者开展公共文化

服务指明方向、予以指导和提供平台与服务等。
在渭南市的案例中，“一元剧场”举办之前，政

府对于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且又运转不良的秦腔剧团

持边缘化态度，未改制的秦腔剧团对政府则“过度”
依赖。当剧团由于工资无法发放等原因而长期无法

正常运转之时，其成员以“炸会”和“上访”等破坏性

趋向行动对政府表达诉求和不满。剧团开展“一元

剧场”并获得影响力后，当地政府通过“以钱养事”
的方式对其公共行动予以支持和鼓励; 而政府对于

剧团公共行动的回应，不仅起到了引导剧团在商业

演出增多后仍开展“一元剧场”的积极作用，也引发

了其他社会力量的公共行动响应。由此可以看出，

企业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国家在场或者说

政府的积极响应，既能成为企业常态化开展公共文

化服务的动力，也能对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起到引导作用。
在梁庄的案例中，“农民文化交流会”举办之

初，因为时 任 梁 庄 村 干 部“既 不 支 持 也 不 到 场 讲

话”，村民通过议论和“骂”的方式对村干部的“不作

为”和村庄发展的困境表示不满。在“农民文化交

流会”举办两届之后，梁庄村民在村庄民主选举中

选掉了时任村庄主事者( 即时任村委会主任及与之

相关的村干部) ; 此时，老年剧团则因为向时任主事

者“示威”的效果已经达成而准备终止“农民文化交

流会”。但国家在文化政策层面的公共文化服务

“宣示”和新任村庄主事者的及时邀请，则又使得老

年剧团及其“农民文化交流会”成为村庄治理的重

要力量。随着“农民文化交流会”影响的扩大，各级

政府通过领导到场支持、选派专门人员入村进行文

艺指导等方式表达了对“农民文化交流会”的肯定

与支持，而老年剧团也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如书

写、演唱响应国家政策的歌谣，表达着对国家的认

同。国家的在场既保障了“农民文化交流会”的持

续运作，也鼓励了老年剧团、村民、周边村庄剧团和

新任村干部公共行动的良性开展。

四、启示与建议: 重视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既要注重理论研究，也要注

重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提升。在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公共文化服务三

个类型化案例的启示在于: 要重视国家文化治理能

力提升。
1．文化项目品牌化: 塑造公共文化服务的“形

象”价值

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提升既要重视公共文化服务

项目的“品牌”建设，更要重视通过公共文化服务

“品牌”引导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长效化和“共享

化”。如前所述，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既是公共文化

服务者的理念表征和形象表征，也是公共文化服务

指向群体感知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象征物，还是相

关公共文化服务者与品牌指向群体关系的符号化表

征。因此，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运营不但要重视公共

文化服务的“产品”供给，而且要重视通过品牌化经

营塑造公共文化服务的“形象”价值。
当前，各地多是通过一个个的文化活动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但相当一些文化活动只是因应上

级“行政压力”或“各种评比”的“被动”行政动作，

且缺乏长期规划和“品牌化”运营能力，因此，这些

文化活动往往最多只能发挥政府与其他行动者“文

化触点”的作用( 甚至一些文化活动沦为其他行动

者的行政“负担”) ，而不能成为政府与其他行动者

之间以及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文化接点”和“文化引

爆点”，其他行动者公共行动的文化再生产也无从

谈起。为此，不仅要重视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相关

行动者互动关系的符号化( 品牌化) ，还要重视通过

品牌化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连接不同行动者并使相关

行动者形成“共享—价值”型关系。
具体建议有以下几点: 第一，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运作要有品牌意识。第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

“品牌”名称及相关“符号”设计要有识别度。第三，

要注重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品牌”传播公共文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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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宗旨和价值。第四，要注重通过公共文化服务

“品牌”培育衍生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第五，要注重

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的共建，增强以品牌项目联动

其他行动者的能力和作用。第六，要注重通过公共

文化服务“品牌”实现相关行动者社会资本的增长。
2．文化空间公共化: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

共管与共享

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提升既要重视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更要重视公共文化空间对“公共性”的生产。
如前所述，公共空间不但是能平等地容纳不同行动

者的处所，而且是能为人的社会需求满足和公共行

动展开创造可能的处所。因此，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建设一方面应“重视硬件”和“重心向下”，从而保障

公众( 特别是基层群众) 文化活动“有地方去”; 另一

方面应通过制度设计防止文化空间过度“行政化”
或“市场化”，为人的社会需求满足和公共行动开展

创造积极条件，从而解决人们可以平等享有文化空

间和有机会承担公民责任的问题。
目前，各地多以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各类文化

馆站的建设和达标为重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这虽为不同行动者的互动提供了可能的处所，但是

这些设施并不必然具有催生相关行动者的公共文化

行动的作用，也不必然产生保障其公共文化活动持

续开展的功能。为此，一方面各类文化设施的管理

者或实际运营者应防止因过度“行政化”“市场化”
或“自组织化”，即人为地制造“高门槛”，从而使不

同的行动者难以平等地在这些空间中互动; 另一方

面各类文化设施的管理者或实际运营者应注重“开

发”具有平等服务“他者”功能和强连接功能的公共

文化项目，为不同的行动者的公共行动回应及其公

共行动再生产创造条件。
具体建议有以下几点: 第一，可通过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解决我国人均公共空间面积相对较少的问

题。第二，注重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选址和布局的科

学性、长远性。第三，注重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活动

( 项目) 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对接，提升公众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可达性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

使用效率。第四，重视提升公共文化设施管理的社

会参与水平和市场运作能力，但也须防止公共文化

设施的“市场化”异化。第五，重视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向不同资源禀赋群体开放的公平性，提升不同资

源禀赋群体文化交往的可能性。

3．文化服务平台化: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

参与

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提升既要重视公共文化服务

政府供给的“数量”和效率，更要重视通过搭建文化

服务平台联动其他行动者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路径

培育。如前所述，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但是指公共

文化服务者所能提供的满足他者文化需求的服务之

规模、强度和持久度，而且指向公共文化服务者激发

他者公共行动的效力之规模、强度和持久度。当前，

各地公共文化服务的着力点多集中于前者，而忽视

了后者，如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主体参与的问

题已十分突出，而这也是关系到公共文化服务能否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公民文化

权利实现的基本保障，是多元价值对话的重要途径，

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文化“映像”。同时，公共文化服

务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文化平台，是公民义务

履行的文化通道，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方式，是经

济发展的文化“杠杆”。因此，公共文化服务单单依

靠政府、社会或市场中某方的“一己之力”是难以持

续推进的，相关行动者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不

但取决于这些行动者的自身资源，还取决于这些行

动者在自身资源之外联动其他行动者及其资源的能

力，即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者应重视通过

联动其他行动者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升级。
具体建议有以下几点: 第一，加大公共文化服务

过程中的政府投入，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数

量”。第二，注重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转

变，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第三，相较于通过

直接供给公共文化产品促进文化发展，国家文化治

理的要义在于对文化企事业单位、文化社会组织的

培育及其基础上的间接供给效果，须注重通过制度

设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产业效应和文化产业

的公益化转换。第四，相较于通过直接供给公共文

化产品履行政府文化职能，国家文化治理的要义在

于为公民责任的实现和多元价值的融合创造积极条

件，为此，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效应

的实现就显得尤为重要。
4．文化互动网络化: 发挥国家的“元治理”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既要避免国家逻辑对市场逻

辑或社会逻辑的“取消”，更要避免市场逻辑或社会

逻辑对国家逻辑的“消解”。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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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不仅意味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的主体身

份，而且意味着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

的网络化互动和新型关系的形成。那么，在市场活

力不足和社会参与乏力的情形下，由谁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的开展? 在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当相关参

与主体由于各自立场、地位和利益的不同而出现分

歧致使互动难以为继时，由谁提出基本规则并保证

规则的运行? 因此，确认并发挥国家的“元治理”作

用瑏瑢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首要保证。
目前，各地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开展多因应国

家的“一体化”设计，在此过程中虽然也强调市场力

量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但是这种“参与”多为公共

文化服务过程中国家逻辑( 或国家逻辑市场化) 的

延伸，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作为“治理主体”常常处

于无位状态。同时，我们也须注意到在由民间发起

的“文化”活动中，国家常常处于缺位状态; 国家( 自

知或不自知) 的不在场不但无法实现对相关行动者

的文化领导，而且会造成由于社会逻辑、市场逻辑与

国家逻辑难以整合而相互消解的局面。因此，公共

文化服务的发展既需要避免对于国家在场的“依

赖”，也要防止对于国家( 实体化及非实体化) 在场

的遮蔽或隔离。
具体建议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可通过文化政

策对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群众性自组织或公

民发起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进行鼓励、引导和支

持。第二，针对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群众性自

组织或公民发起的创新型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国家

可以适时对其进行制度化转换以保障其长效性和可

持续性。第三，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主导，其着力

点是体现政策支持和文化领导力，重点在于保证公

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和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

一致。第四，国家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支持须

避免“亲力亲为”和“以钱养人”，应区分公共文化服

务的决策主体、生产主体、供给主体和评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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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一元剧场”，后者称为渭南市“一元剧场”或“一元剧场”。瑏瑡

渭南市秦腔剧团在 2010 年 8 月改制后，单位性质由事业单位转换为

企业，命名为“渭南市秦腔剧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文统称( 渭南市)

秦腔剧团。瑏瑢刘辉:《管治、无政府与合作: 治理理论的三种图式》，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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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Innov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Liu Hui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hancing the strength of state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brand authentication of actors' identity，the public conversion of interactive space，the upgrade of service capacity，

and the presence of state in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are all strategies which can successfully mak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working． The
brand element in cultural projects，the public element in cultural space，the platform in cultural service，the network element in cultur-
al interaction，and the normalization presence of the state are fundamental measures which enhance cultural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state． Taking culture as a link and mak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as a purpose，and promoting the cultural making，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or the diverse governance subjects have great meanings for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Key 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culture－public action; public space; cultural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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