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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学科建设策略框架* 
郭怡，孙红蕾，郑建明 

摘  要 学科建设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环。文章在分析公共文化研究的学科分布情况及

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建立公共文化学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公共文化学科建设策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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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Public Culture Discipline  
Guo Yi, Sun Honglei, Zheng Jianming  

Abstrac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s one of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service system for modern public 

culture.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isciplines of public culture research and reveals the 

problems of its development. Then, it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public culture disciplines and 

further proposes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public cultural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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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5 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在政

策带动下，2005 年开始有学者关注公共文化领域，出现了公共文化相关研究。2011 年，十

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2012 年公共文

化研究的数量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随着“十三五”期间提出基本建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3]，公共文化研究成为热潮，不少学科的学者运用本学科理论与方法为公共文化建设出

谋划策，提供理论指引。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公共文化领域的科研成果具有一定规模，形

成比较稳定成熟的科研队伍。随着公共文化研究数量逐年增多，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

公共文化涉及的学科种类较多，各学科的学科背景、学科语境不同，各学科关注的问题、

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明显不同，实际应用中，针对同一问题不同学科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给实际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不便。研究力量的分散也导致公共文化研究未能体系化、条理化

和科学化，影响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因此，公共文化学科发展成为题中之义。 

公共文化学科是研究公共文化事业及其相关因素，揭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规律和运作

机制的学科。这一学科的发展和建设符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目标和原则，不仅是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还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本文在

分析公共文化学科分布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公共文化学科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公

共文化学科建设策略框架，以期为公共文化学科建设提供借鉴向。 

1 公共文化学科发展现状 
1.1 公共文化研究的学科分布 

综合考虑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从期刊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两方面对公共文

化研究的学科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揭示学科分布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期刊论文的学科分布。2019 年 4 月笔者在 CNKI 数据库中以“主题=公共文化”为

检索词进行检索，期刊来源勾选“SCI 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年限设为 2005-2019

年，共检索出 3490 条结果。以 3490 条检索结果为样本，进行学科分析和发文期刊分析。 

网络首发时间：2019-09-03 1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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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期刊论文学科分析。依据 CNKI 数据库对学科的划分，CNKI 期刊数据库中期刊论文

的学科分布如表 1 所示，论文数量在 40 篇以上的学科共 10 个，其中图书情报档案领域产

出的公共文化论文最多，占比 35.87%。进一步参照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2018 年)》[4]标注 CNKI 学科所对应的一级学科和所属的学科门类，发现公共文化期刊论

文共涉及 10 个一级学科、6 个学科门类，学科分布较分散，综合性和复合性较强。就一级

学科而言，公共文化期刊论文集中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就学科门类而言，管

理学为主导。 

 

表 1 公共文化期刊论文学科分布情况 
排序 CNKI 学科划分 论文数量 一级学科 学科门类 

1 图书情报档案 1252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2 文化 1145  公共管理、中国史 管理学、历史学 
3 政治 189 政治学 法学 
4 新闻传播 163 新闻传播学 文学 
5 法学 129 法学  法学 
6 公共管理 118 公共管理 管理学 
7 社会 95 社会学  法学 
8 财政 60 应用经济学  经济学 
9 农业经济 47 农林经济管理 管理学 
10 教育 41 教育学  教育学 

 

②发文期刊分析。表 2 依据期刊分类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列出发文数量大于 40 篇的

期刊并标注发文期刊的所属一级学科和学科门类。发文数量大于 40 篇的期刊共 14 个。从

发文期刊的学科分布看，刊登公共文化论文的期刊涉及 5 个一级学科、4 个学科门类，比

较多样化。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占据较大比重，以管理学学科门类为主导。 

 

表 2  公共文化期刊论文发文期刊情况 
排序 期刊名称 发文数量 所属一级学科 学科门类 

1 图书馆 150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2 图书馆建设 142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3 图书馆论坛 128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4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26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5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96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6 新世纪图书馆 83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7 艺术百家 75 艺术学理论 艺术学 
8 国家图书馆学刊 70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9 图书与情报 62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10 图书情报工作 57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11 图书馆杂志 5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12 人民论坛 47 政治学、社会学 法学 
13 图书馆学研究 46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14 中国财政 44 应用经济学 经济学 

 

（2）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学科分布。2019 年 4 月，笔者在 CNKI 博硕士论文数据库中

以“主题=公共文化”为检索词，学位年度限定为 2005-2019 年，检索得到 2063 条结果。表 3

展示依据 CNKI 学科专业划分，公共文化博硕士论文的学科专业分布情况。论文数量在 25

篇及以上的学科专业共 13 个，其中行政管理专业的学位论文最多，占比 19.24%。进一步

标注 CNKI 学科专业所对应的一级学科和所属的学科门类以发现公共文化博硕士论文涉及

10 个一级学科、5 个学科门类，涉及的学科较多，学科分布也呈现较为分散的情况。就一

级学科而言，排名在前的一级学科为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

就学科门类而言，管理学占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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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共文化博硕士论文学科专业分布情况 
排序 CNKI 学科专业 论文数量 一级学科 学科门类 

1 行政管理 397 公共管理 管理学 
2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278 马克思主义理论 法学 
3 公共管理 213 公共管理 管理学 
4 图书馆学 60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5 社会学 44 社会学 法学 
5 农业经济管理 44 农林经济管理 管理学 
7 财政学（含税收学） 37 应用经济学 经济学 
8 艺术学 33 艺术学理论 艺术学 
9 产业经济学 27 应用经济学 经济学 
10 档案学 27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11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26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学 
 

12 
 

城市规划与设计（含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25 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 工学 

政治学理论 25 政治学 法学 

 
期刊论文数据库和博硕士论文数据库的学科分布情况也有差异，公共文化的博硕士论

文集中在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领域，而期刊论文集中在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公共管理、政治学等，且各个学科占比有较大的不同。这从侧面说明，

由于学科专业的设置，期刊论文和博硕士论文的关注点不尽相同。具体而言，由于期刊论

文自由度较高，期刊论文的学科分布更为多样，而由于受到专业局限，博硕士论文的学科

分布相对集中。换言之，公共文化已成为各学科的研究热点，但尚未成为部分学科学生攻

读学位时的选择方向。 

1.2 公共文化学科分布存在的问题 

  （1）学科基础理论不成熟。公共文化的相关基础理论包括公共数字文化、公共文化

要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划分、公共文化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等。各学科专家从本学科

的视角对公共文化的基础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对公共数字文化概念的理解为例，有

的学者强调公共数字文化是“资源性文化和政策性文化的综合体[5]”，有的学者认为公共数

字文化是一种“新型文化范式[6]”，两者存在明显出入。各专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划分

也有所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先进文化理论研究服务体系、文艺

精品创作体系、文化知识传授服务体系、文化传播服务体系、文化娱乐服务体系、文化传

承服务体系、农村文化服务体系[7]等；有的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划分为文化理论

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创新机制、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生态环境，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混合微

观主体，法律政策支持体系和监管体制[8]。虽然这些都属于公共文化领域的基本理论，但

彼此孤立和学科间差异使得相关理论尚未达成统一，为公共文化学术研究带来不便，影响

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 

（2）学科语境不同。学科语境指的是不同学科有着相对固定、相对独立的专业术语、

学科对象、学科使命、学科知识和学科思维方式[9]。在公共文化领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应用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都有本学科特定的

专业术语、学科知识、思维方式、研究侧重点和研究方法。例如，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

科既从宏观层面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研究，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10]、参与主体
[11]、绩效评估[12]、法律[13]等问题，又围绕图书馆这一公共文化实体，分析图书馆在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中的定位[14]、制度建设[15]、战略规划[16]、发展模式[17]、均等化服务[18]等问题，

学科方法多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包括词频统计、知识图谱等）总结研究热点和分析研究趋

势。公共管理学科的侧重点在服务效能[19]、绩效评估[20]、服务供给[21]、政府职能[22]等问题，

研究方法多采用案例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两个学科间对公共文

化研究的学科语境差异较大。这虽然使研究成果更具多元化，但由于共通性和关联性较少，

不同学科对相同问题会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使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难度加大，进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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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定、推进和评估。 

（3）公共文化实体各自独立，研究力量分散。公共文化实体指公共文化机构，包括政

府职能部门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实体机构及各高校信息管理系、新闻传播系、法

学系、政府管理系、社会学系、教育系、经济学系等科研机构。这些公共文化实体是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立的支撑，需要各实体协同运作。然而当前这些公共文化实体间彼此孤立，

各行其是，许多科研成果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最终运用到政府决策和实体机构运营中。

反之，学术界对政府工作的实际落实情况和图书馆等实体机构的具体工作缺乏深刻理解，

使科研成果不能完全满足公共文化建设实践的需求，只能给政府决策和相关工作提供有限

参考。而在科研机构内部，虽然各学科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团队，但学科内部各团

队间及各学科间彼此孤立，联系少，导致各研究方向较分散，连贯性不强，出现七零八落

现象。研究力量的分散也滞后了公共文化发展的速度和科研成果的实践应用，阻碍了学科

的长期发展和政策的制定及变革。 

2 公共文化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2.1 公共文化学科建设的必要性 

（1）公共文化学科建设有利于繁荣公共文化学术研究。公共文化学科建设不仅能整合

各研究队伍，形成学术合力，有利于产出更多更优质的科研成果，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还能推动公共文化基础理论体系的完善，明晰公共文化领域基本理论和核心概念，为学术

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便利学术研究。公共文化学科也可利用学科交叉优势，融合各学科研

究方法和视角，实现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渗透，优势互补，促进学术研究快速良性发展。 

（2）公共文化学科建设有利于统一学科语境。公共文化学科建设，一方面能将各学科

的公共文化研究集中到一个大的学科体系中，统筹规划大学科的研究方向，增强公共文化

研究的体系化、全面化和科学化，减少研究失衡现象。另一方面，在学科体系的指导下有

利于规范学科用语，增强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一致性，有利于在多元的研究方法、研究视

角中确定公共文化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核心学科研究方法体系，实现统一学科语境的目的。 

（3）公共文化学科建设为相关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服务效益有待提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

要学术界提供解决思路和解决方案。公共文化学科建设在推动学术研究的同时，有助于针

对实践问题提出全面科学的建设思路和解决方法，服务于政府决策。这不仅是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发展与迫切需求。 

2.2 公共文化学科建设的可行性 

（1）学科核心概念的明确。近年公共文化领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政策，公共文

化学科的核心概念先后逐步确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2016 年颁布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将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设施等概念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2017 年通过的《公

共图书馆法》则确定了公共图书馆的概念。这些概念随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并被应

用到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中。核心概念的明确为学科发展边界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研究成果的丰富。根据对历年发表论文的统计，2005 年至今，核心期刊发表的

公共文化论文达 3400 余篇、博硕士论文 2000 余篇。近年公共文化领域发表的核心期刊论

文数量稳定，呈增长趋势。相关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以及地方基金的支

持，2007-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公共文化项目超过 80 项。研究成果的丰富以及研

究投入的力度显示了公共文化学科建设的巨大潜力。 

（3）成熟研究团队的形成。近年公共文化研究领域形成了诸多团队。以图情情报档案

学科为例，形成了十多支团队，比如南开大学的柯平团队、于良芝团队和徐建华团队，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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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大学的傅才武团队和肖希明团队，华中师范大学的吴理财团队，兰州大学的李少惠团队，

北京大学的李国新团队，南京大学的郑建明团队和陈雅团队，中山大学的程焕文团队，华

东师范大学的金武刚团队等均是比较成熟的科研团队，每年均产出稳定数量的科研成果，

并为各地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智库服务[23]。研究群体的成熟和稳定是公共文化学科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4）政策的支持。从“十一五”“十二五”到“十三五”，国家对公共文化领域的重视程度

不断加强，对公共文化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十三五”期间，先后颁布一系列有关公

共文化服务、公共数字文化、公共图书馆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建设确定了具体目标，提供了政策保障。政策的出台既推动公共文化学术研究的发展，

又为学科建设奠定了法理基础。 

3 公共文化学科建设策略框架 
公共文化的学科建设是一条长远之路，需要进行系统规划，既需要从宏观上构建学科

建设方向，又要从微观上设计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 

3.1 整体构想 

公共文化学科的基本目标是：整合学术力量，推动公共文化领域科研发展，为政府和

公共文化机构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和方法，最终服务于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局。 

公共文化学科属于交叉学科，学科建设符合一般交叉学科建设的规律和原则。具体而

言，在公共学科建设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立足实践需要。学科建设需紧密结合公共文化实践和学科专业现状，根据实际情

况不断调整，使其适应公共文化发展的需要。 

（2）坚持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方面坚持以科学思想为指导，在学科建设过程中邀请专

家全程参与学科论证、学科体系构建、制度确立和后期调整等过程，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

另一方面，要遵循实际发展规律，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循序渐进。 

（3）坚持多学科融合。发挥交叉性学科优势，实现研究内容和方法的相互借鉴和渗透，

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工具和研究手段推进学科融合。 

（4）加强公共文化实体间的协作。科研单位和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等文

化实体需加强组织融合，统一到共同的规划和机制中，通盘考虑，建立沟通渠道和反馈机

制。科研单位根据政府职能部门和文化机构的实践经验和工作调整科研方向，反之，加速

科研成果转化，使科研单位的学术成果服务于政府决策及文化机构发展。 

3.2 框架设计 

     公共文化学科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全方位的框架设计，包括学科理论体系、学科

话语体系、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和学科制度体系等方面。 

（1）构建公共文化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学科理论体系是学科构建的基石，一般从学科

基本概念、逻辑起点[24]出发，通过层层推导，最后形成学科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要构建这

一理论体系，首先要确定公共文化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等，并按照一定的逻辑

体系组织学科理论框架。其次，要加强学科基础研究，明确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学科定

位需考虑高等院校专业及各学科的设置，根据公共文化的研究内容确定在整个学科体系中

的位置，确定学科研究目标及任务、宗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发展阶段、研究方向等。

此外，需要确定公共文化学科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在学科共建的过程中，要实现研究内

容和方法的相互借鉴和渗透，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工具和研究手段，最

终确定学科研究基本范式和研究方法体系。 

（2）构建公共文化学科话语体系。学科话语体系是对外部世界加以解释的系统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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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25]，包括学科概念、学科用语和学科研究范式等。在学科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上，为

了减弱学科融合带来的不统一和矛盾之处，要在大的学科体系之下对学科话语体系进行统

一。具体而言，首先，构建公共文化学科话语体系需要明确相关学科和分支学科，根据学

科与公共文化学科联系的程度、层次和方式，公共文化相关学科可以被分为密切联系的学

科、交叉关系的学科以及应用关系的学科[26]，依据公共文化领域研究内容和主体的差异可

以划分各分支学科。其次，要在公共文化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确定学科核心概念，实现学

科术语的移植再生，形成学科共识，对学科用语进行规范，减弱不同学科间术语的差异性。

此外，在科研机构内部，改变过去各科研团体之间彼此孤立、各行其是的局面，将各高校

各院系、各科研机构的科研团队统一到一个学科体系中，在同一个体系下规范学科用语。 

（3）构建公共文化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公共文化人才培养体系应满足三个基本要求：

一是理论层面，学生们要对公共文化各个领域有基本了解，有较高的公共文化素养；二是

技术层面，学生需要掌握公共文化的相关技术，包括信息平台的构建、视频制作等技术；

三是人才层面，重视交叉复合型人才，以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具有较高公共文化素养、

熟练掌握公共文化各领域基本知识、掌握相关技术的交叉复合型文化人才为目标。要实现

公共文化人才培养体系的目标，需要做到四点：①经过严密的专业认证确定专业设置。在

考虑社会实践需要及公共文化专业设置可行性的前提下，综合分析国内高校各院系和专业

的设置，确定符合公共文化学科建设的目标和符合各院校的实际情况的专业名称和专业平

台。②培养一批稳定的师资队伍。公共文化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批比较稳定的专家队伍，在

此基础上，需要充分利用公共文化交叉学科的优势，挖掘各院系相关学科内部对公共文化

有研究兴趣和研究基础的教师作为储备力量，投入公共文化学科建设的实践中。③制定专

业培养方案[27]，专业培养方案需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体系的目标，将每个目标细化成具体

的培养方案。④完成课程体系建设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理论层

面需要覆盖公共文化的理论知识、公共文化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实践层面包括技术课程

和相关实践活动。 

（4）构建公共文化学科制度体系。学科制度指的是学科主体为达到学科发展目标围绕

学科制度的主要方面所进行的建设实践，包括学者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

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28]。学科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新兴学科

成熟的标志，代表学科内部已经形成对学科的发展具有规范作用的明文制度。具体而言，

构建公共文化学科制度体系需要做到四方面：①确定学科培养计划和培养方案。根据教学

情况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课程体系和学科培养计划，将其规划化、规范化、制度化。

②建立公共文化学科组织与学术会议制度。公共文化学科组织可以由在公共文化领域有突

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学者们共同创立，将公共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集中起来，并成立

管理机构，以该学科组织为单位定期召开公共文化学术交流会议，给予专家们学术交流的

空间，并逐渐建立学术会议制度，维系组织日常运行。③创办学术刊物。当前公共文化领

域的论文多发表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学术刊物上，研究成果较为分

散。在实施中，可先办第一本公共文化学术刊物，保障论文质量，进而逐步创办其他刊物。

④制度体系的建设需要多方合作，政府单位、文化机构、高校等需要协同合作，共同参与

制度体系的确立、修改、推行等过程，促进学科发展。 

4 结语 
公共文化学科建设是构建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必要的一环，不仅关系公共文

化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还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具体实践过程中工作的开展和改善。但目前

国内公共文化学科建设方面的研究仍属空白，且公共文化学科建设在制度、教育、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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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需要进行全面的研究和长远的规划，在具体实践中也需要参考其他交叉学科优秀的

发展经验。本文虽然对公共文化学科的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公共文化学科的建设任重

而道远，在今后研究中需对理论体系、制度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进行全

面系统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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