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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存在: 政府主导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面临的挑战及成因

———以地方文化行政部门的处境为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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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各级文化行政部门为主要组织载体的政府，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超越解

释文化行政部门面临问题的职能分割论、“公益—市场”冲突论、“缺位—越位”论，以实证个案为基础，从文化行政

发生的社会网络角度考察发现: 政府主导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面临体制性挑战、内源性挑战和社会性挑战等问题。
其中，文化行政部门权力位势的虚弱化、自身能量场衰弱、社会链接力下降等是其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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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府主导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主要组织载体是各级文

化行政部门。文化行政部门作为文化资源的掌控者，既影响

或引领着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因其与其他社会行动者关系的

符号化及其关系的符号化生产而形塑或创造着文化。因此，

对于文化行政部门的现时状态或面临挑战等的研究，既是理

解政府文化行政的基本切入点，也是理解公共文化服务运作

的重要观测点。目前，对于文化行政部门面临问题的研究，

主要可以概括为: 职能分割论、“公益—市场”冲突论、“缺

位—越位”论等观点。
持职能分割论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属于文化范畴的“文

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科技教育等”长期以来被分隔

在政府的不同部门之中，而“这些部门本身具有不可分割

性”［1］26，条块管理“不仅与文化管理的‘宏观、法治’原则相

违背，还可能导致管理上的争功夺利、推诿塞责、政出多门、
多头管理等问题”［2］44，因此应立足于文化部门的整体性推

进改革，逐渐实现从小文化体制向大文化体制的转变。同

时，作为整体的文化既被分割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也被

分割于党政宣传文化工作部门之间。而目前，“无论是党政

宣传文化工作部门之间职能关系，还是政府内部职能部门之

间关系的调整问题，基本上都尚未正式列入地方政府文化管

理职能整合方案视阈范围”。一方面，不同涉文部门之间的

整合，“不过是将原先由三个或更多政府工作部门独立行使

的各类文化管理职能改由同一政府工作部门各个内设机构

单独行使，只是实现了文化管理职能的简单归并，中央政府

所推动构建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大文化管理职

能与机构体系———大部制管理模式尚未真正产生”; 另一方

面，我国在文化领域的党政双重管理体制，对于文化行政部

门积极性的发挥有着较大制约作用，“以党政关系调整为核

心的政治体制自我完善”并未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文化管理

体制改革”的核心举措。［3］43 持“公益—市场”冲突论的一些

研究者认为，文化行政存在过度“市场化”及因此而产生的偏

离其“文化服务”宗旨的趋向。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的历史背景下，文化行政机构兼具“履行政府法定职责、提供

公共产品的‘政府主体’角色”和“谋求本部门、本系统、本行

业利益的‘团体代言人’角色”，“在这种‘双重角色’中，‘政

府主体’的角色在部门利益的挤压下不断弱化，‘国家’的各

级机构会愈来愈将‘国家’的职能即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作

为业余职能，而愈来愈以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为导向。”［4］137

如韩永进所指出的那样，“不少文化单位的实际运作性质日

益与其‘公共服务’的性质相脱节，而把创收 作 为 主 要 职

能”，“当创收比较困难甚至没有创收的情况下，不少公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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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门( 如文化馆、图书馆) 原来有限的公共文化服务更几乎

被完全放弃了。对于西部各老少边穷地区和城市低收入家

庭或者农民工来说，更是如此”。而“由于不加区别地鼓励实

行有偿服务”，则使得体制上仍然按公共服务机构管理的大

部分事业单位所提供的产品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公共性质。
进而造成并强化着“在同一单位内，公共与非公共性质的产

品和服务混淆，经营性活动与公益性活动交叉，多重功能相

互重叠，多重发展目标相互冲突，内部管理机制日益混乱”的

局面。［5］13 － 38持“缺位—越位”论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行

政存在较为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烙印，在市场经济体制

时代表现出政府惯常的越位与缺位状态。如相关研究者指

出的那样，传统文化管理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较为明

显的政府“办文化”特色，“政府在文化建设上事无巨细，从

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到文化组织的管理，到文化活动的组

织等所 有 工 作 都 由 文 化 主 管 部 门 包 揽”，政 府 作 用 被 泛

化———兼具管理者、“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身份，陷于具体

事务办理的政府做了许多不该做且没有能力做的事，“实际

作用只相当于跑堂的角色”。造成的后果是“政府部门的

‘政府’色彩得不到应有体现”、“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

文化建设的热情也得不到激发”、“政府部门和整个文化事业

的发展处于尴尬的境地。”［6］16 － 17

这些观点颇有见地，但是因为未将文化行政置于其发生

的社会网络之中加以考察且多偏重于宏观论述，所以在对文

化行政面临问题的深层“病理”分析方面稍显不足。本文尝

试从文化行政发生的社会网络角度揭示文化行政部门由办

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所面临的问题，以期提出理解政府主导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面临挑战的分析框架。
本文选取的案例研究对象为获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项目“周末公益性剧场演出活动”( 周末一元剧

场) 之前的黄淮市①文化行政部门( 后简称文化局) 。黄淮

市地处黄淮之间的平原地带，是平原省的人口大市，现有

常住人口 1091 万，下辖 8 县、1 市、1 区，虽然人口众多，但

经济相当落后，2009 年人均 GDP 为 1． 06 万元，在平原省

地级市中排名靠后。②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

人口大市，其文化行政部门却在众多省市的地方文化行政

部门中脱颖而出，运作出一个让公众只花 1 元钱，就能在

周末欣赏到 高 质 量、高 品 位 文 艺 演 出 的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项

目———“周末一元剧场”，进而促成地方政府日渐重视并支

持文化建设、文化行政人员工作作风和工作思路日渐“服

务”化、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局面。③

黄淮市文化局从难以“办文化”向有效“管文化”的转变，

为我们理解政府主导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面临的挑战提供

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笔者携调研团队分别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7 月 12 日至 7 月 16 日在黄淮市进行

了实地调研，文中的材料、访谈等即源于此。

二、体制性挑战: 文化行政部门权力位势的虚

弱化

在中国，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是政府及其各个部门权力

的重要来源。法律、法规和政策等的调整或变更，意味着政

府及其相应部门的权力内容、实施范围、乃至部门身份将发

生相应的变化。近年来，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日渐普及

和相关改革的逐步推进，以管治为基本特征的政府传统运作

模式日渐受到挑战。面对着来自体制的期待、压力和塑造，

地方文化行政部门的传统运作模式也日渐受到挑战。

托夫勒( Alvin Toffler) 认为存在三种权力类型，即基于暴

力的权力、基于财富的权力和基于知识( 文化) 的权力。［7］9 － 27

与三种权力类型相对应，权力的运作存在三种逻辑，即强制

的逻辑、交易的逻辑及共享的逻辑。政府作为众多社会行动

者中较为特殊的一维，在其显著方面既是合法暴力的拥有者

与潜在使用者，也是垄断性财富的拥有者和分配者，还是独

特文化资源的代理人和掌控者。当政府因为理念升级、社会

需求或社会压力等原因而进行某种变革时，伴随着对合法暴

力、垄断性财富和独特文化资源的重组，相关政府部门的权

力位势将发生相应的转移。
2006 年，对于黄淮市文化局而言，发生了三件较为重要

的事情。一是新的文化局在部门的调整组合中成立，二是新

文化局迎来了多年来较为年轻的新任局长，三是体制赋予文

化局的职责和功能有着较为重大的调整。在文化局一些“老

人”看来，部门的调整组合及年轻的新局长的上任，既是地方

政府对中央文化改革的一种实践性回应，也表明存在着一种

对地方文化行政的体制化新期待。与这种体制化新期待相

关联，文化局在职能上的新调整则联动着地方文化行政部门

权力位势的体制化转移。新文化局在其职能方面被赋予与

文化政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物保护、文化交流等相关

的十四项职责。与文化局原有职责相比，这些职责在“取消

已由市政府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增加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职责、加强推进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与指导基层文化建

设职责”等十一方面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这些调整的背

后，隐含着两股重塑地方文化行政运作的力量。一方面是

“个体演员业余演员参加营业性演出”与“在职演员参加其

他单位举办的营业性演出的审批权”的取消; 另一方面是有

关“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性转向要求的增加。新文化局职

能的“一减”与“一增”，既意味着其基于合法暴力资源的强

制型权力被体制性地回收，也意味着其基于财富资源与文化

资源的非强制型权力被制度化地要求增加输出量。正如一

些内部人士所说的那样，“管人的权力、创收的权力小了，要

干的事多了，花钱的地方也多了”。这种变化，对于处在政府

体系边缘位置且可供回收的“传统权力”存量较少的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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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不但意味着其自身的传统权力位势正趋向虚弱化，而

且意味着在未来的文化行政中文化局将面临更为重大，以至

于凭借其现有行动逻辑和行动方式难以完成的任务。

三、内源性挑战: 文化行政部门能量场的衰弱
组织的权力不但来自于其所依存系统的体制化输送，还

与组织自身的能量场营造相关。组织自身能量场的营造，不

但与其自身的物质资源存量相关，还与组织成员的认同度、
战斗力等相关。近 30 多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中心化”，作

为与“经济效益”关联度相对较低的文化部门，日渐处于政府

权力格局和资源分配格局的边缘位置。由此所造成的后果

是文化行政部门( 特别是基层部门和外围部门) 的物质资源

存量，由于历时性、结构性的耗损及长期无法补充而趋向虚

化。文化行政部门( 及文化系统中) 成员的组织认同度和战

斗力，由于部门的“不受重视”、工作的“( 除了事务性工作)

几乎无事可干”、待遇的“无法和其他单位相比”而趋向弱

化。进而使得处于“服务型”期待的文化行政能量场长期呈

现衰弱状态。
黄淮市文化局于 2007 年至 2009 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的文化系统“摸家底”调查结果，即充分地反映着地方文化系

统资源存量的虚化状态。例如，Y 县文化馆每年获得财政拨

款约 32 万元，占人员工资总数的 100%，几乎没有办公经费

和其他费用; 为“配合”县里旅游开发，该文化馆于 2001 年将

馆址迁至文化局( 合署办公) ，狭小的办公空间使得“各种培

训器材无处存放，资料无法保存，正常的文化活动和各种培

训班无法开展”①。H 县文化馆原馆舍在 2001 年县城道路改

造中被拆除，后历经“在外租房”办馆和经有关领导协调“将

家属楼后改造为文化馆活动楼”办馆的困境，造成“( 目前)

房间窄小、空间浪费，且在三楼以上大门楼梯不顺畅”，难以

适应正常开展活动的需要。而工作人员“在 1998 年以前人

员就达到 66 人”，“时任县委书记称我县文化馆为天下第一

馆( 指当时县级文化馆人员最多) ，但专业技 术 人 员 却 不

多”，开展相关活动缺乏专业人才; 在活动组织方面，“按照文

化馆职能任务，文化馆要紧密结合国家法定假日、传统节庆

及世界节日，组织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活动。
但由于文化馆只有人员工资，没有活动经费，每次活动东拼

西凑，经费没有保障，很难达到活动的预期效果”。② Q 县图

书馆因县里办公空间紧张，长期与县文化馆合署办公，面临

“图书破旧老化、资金短缺、经费不到位、人员老化，人员专业

不平衡”等多重问题; “县财政只给人员工资的 90% 和 5000
元报刊杂志费，而福利、奖金、办公、业务活动等经费全无”。
由于几乎无经费来源，图书少、“现有的设备只是二十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破书架，和一些破桌椅”，“不能很好地发挥阵地

作用，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使之与人民群

众对图书的日渐增加的需求极不协调、极不和谐”。③ 该市 G

县图书馆于 1987 年建馆，但是至 2008 年馆藏图书却不足

8000 册。相较于编制 5 人、在职职工 13 人的图书馆管理人

员，人均管理图书只有 650 余册; 相较于全县 76 万的人口，

人均藏书量却仅约 0． 01 册。该图书馆每年获得的财政补助

只能维持职工的工资，从来没有购书经费，自 1990 年起就没

有购买一本新的图书，“如要考虑图书质量，将 10 年或 15 年

前的图书加以剔除的话，图书馆会成为无书的空壳子”。④

与 G 县图书馆情况相似，该市其他县图书馆几乎都无购书经

费，以至于多个县市“图书馆 20 余年新图书断代”。

与地方文化系统资源存量的虚化状态相对照，文化系统

工作人员的认同度和战斗力亦趋向弱化。一方面，一些地方

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将精力主要集中在经

济建设方面，“( 长期以来) 哪些部门、哪些工作于经济指标

有贡献，哪些部门或工作就( 在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那里) 受

重视，就高人一头。像我们文化部门，由于对经济指标难以

形成贡献，或者和其他部门相比经济贡献不大，在很多地方

领导眼里常常属于‘靠边站’”，即便被提及也往往是“摆设

的花瓶”或定位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由于文化部门不

被地方政府和其他部门“看在眼里”及其自身的“无权”状

态，使得文化系统的相当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文化工作光说

不练、没意思”，对于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难以形成较高的认

同; 另一方面，文化部门作为政府部门中的“清水衙门”，福利

待遇和其他“热门”单位难以比较，文化系统内的“差额”单

位和“自收自支”单位甚至常常连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在

欠发达地区尤甚，一些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因为生计不得不

将主要精力置于“第二产业”，因而对于“正式工作”表现出

“没有积极性”的状态、难以形成战斗力。又一方面，文化行

政的惯常模式或“正式工作”，即按部就班地看报、喝茶、接电

话、开会和按部就班地组织各种应景式的、主要面向“上级”

的各种活动和各种检查，在一些试图有所作为的文化工作者

看来缺乏挑战性，相当一部分文化工作者的干劲和创造性因

此而被遏制。

四、社会性挑战: 文化行政部门社会链接力的

下降

特定社会行动者与其他社会行动者有无触点及其链接

力，或者说特定社会行动者行动的网络化能力及其对他者行

动的引爆力，既是其自身能量转换的重要途径，也是其在依

存系统与自身能量场之外权力生产的重要途径，对于政府更

是如此。近 30 多年来，与政府在经济建设中持续发力且联

动其他经济主体方式日渐多样化和灵活化形成对照的是，政

府( 包括文化行政部门) 在文化领域的触点日趋减少和链接

力衰退。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黄毒邪”等文化形式在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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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县文化馆评估报告》，内部报告，2007 年。
《H 县文化馆评估报告》，内部报告，2009 年。
《Q 县图书馆考评报告》，内部报告，2009 年。
《G 县图书馆考评报告》，内部报告，2009 年。



日渐蔓延而没有力量与之抗衡，文化行政部门在社会中的形

象逐渐虚化，进而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难以有效地公共化

聚合各个社会行动者的力量，公共精神在社会中日益衰落。
一位在宣传文化系统工作近四十年的黄淮市干部对调

研者说，其参加工作以来最深刻的感受是“多年来，我们政府

在文化领域阵地的不断缩小”，“好像我们国家每经历一次大

的‘灾害’，阵地都要往后有一个大的收缩”。与政府在文化

领域阵地收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建迷信、黄色文化、赌博

文化等“邪文化”的势力日渐上升———这些“邪文化”形式不

但存在于农村，而且存在于城市。影响群体除闲暇时间较多

的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之外，还影响着在工作之外不无闲

暇的中年群体———“宗族文化、封建迷信、博彩等呈上升势

头。许多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直接

影响到广大农村的文化安全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8］52 封

建迷信、黄色文化、赌博文化等“邪文化”之所以能大行其道，

在该干部看来除了社会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制约以外，最主要

的原因是社会中“引导性力量和规范性力量”的虚弱，即社会

关系的符号化和符号化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中缺乏国家的

在场。事实上，相较于国家的政治性嵌入和经济性嵌入，这

种“引导性力量和规范性力量”主要是指国家的文化性在场

和文化性嵌入。然而如上所述，政府( 包括文化行政部门) 在

文化领域之触点日趋减少和链接力衰退，使得其文化性在场

和文化性嵌入几乎难以实现。
政府( 包括文化行政部门) 在文化领域之触点日趋减少

和链接力衰退所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文化行政部门在社会

中的形象逐渐虚化乃至“劣化”。首先表现在文化部门越向

基层越难找到链接点或切入点，使得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认

为政府领导( 包括文化行政部门领导) 不重视“文化”。如一

位在乡镇兼职文化站站长的干部所说，“文化部门的懒惰和

不负责任体现在经常不到乡镇政府转一转，看一看，听一听，

吓唬吓唬”，这不但因为文化部门缺少“权力”而“直不起腰

杆”，更是因为文化部门缺少工作愿景，“乡镇政府几年不见

这些领导，给你干这些工作那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自己的事

自己都不管，乡镇领导干部无节假日地加班加点干活( 尚且)

还有不少急需要干和要解决的问题也干不完，正所谓‘火烧

眉毛顾眼前’，哪还有心思管‘闲事’。文化部门的领导坐在

阴凉瓦屋里光听虚假的汇报，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群众文

化能发展才怪?”
其次表现为文化部门与百姓接触的既有“接点”( 文化

项目) 在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看来“没意思”。例如，在调查

中一些干部认为，依靠“规定动作”搞公共文化服务，一方面

较难和群众的真实需要有效对接，另一方面也不能和地方的

资源禀赋有效对接，再一方面还难以激发“人的创造力”，最

终“容易使群众和社会上产生政府在搞文化政绩工程的错

觉”。在目前推进的几项规定性的文化服务中，一些干部认

为“农家书屋”工程进展是相对不错的，但这种不错也只是

“村里边能看书识字的基本都出去打工了，老头老婆即便能

识几个字他( 她) 也不去借那个书看那个书。我们去下边调

查，一个还搞得不错的村的村干部跟我们说，‘跟你们说实

话，我们村就只有一个看书的，只有他几天能借一本’，这个

干部讲的情况是实际情况。因此，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一般建

议将书放在学校里，毕竟小孩是看书的，村里人想看书了也

能去借……我们到下边去检查，( 书屋) 一推开门就有一股霉

味、( 看到) 书放得整整齐齐( 的情况) ，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

味儿，说明这个没有发挥作用。”①在这位干部及其办公室同

事看来，国家以这样的方式( 巨量化、分散化、“教条化”的)

花钱“搞服务”，真正实际效果是“不好评估的”，虽 然 他

( 她) 们强调这只是“个人观点”、“可能是初级阶段的暂时情

况”、“有些话你不要写进去”②，但这的确是他( 她) 们的“真

实看法”。显然，这些干部的看法不是个案。在调查中，一位

在文化系统工作多年、年轻时曾干过电影放映员的地方领

导，对“规定动作”式的文化服务———“送电影下乡”就有着

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政策制定者还是以上一世纪 80 年代的

体验想象现在农民的文化需求，电影送下去“村里只有老头

老婆，也没有较好的观影条件，会有多少人看规定了放映目

录的‘送电影’”，“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看的人很少”。在该领

导看来“路近的村，村民没有看的需要; 路远村民有看的需要

的，一来一回放映员时间不允许”，“村里干部也不积极，因为

去放电影都得村里招呼，现在大多数村子没有集体一块儿，

即便有也得村干部费神”。因此现在一些地方的情况是，“放

一次，村干部干脆就把一年的字都给签了，这样双方省事，有

人来问村干部都会说‘来了’，问村民一般也会说‘有啊’，因

为毕竟到村里放过，村民哪能记清楚是哪一年的事情呢”，

“与其这样‘下乡’，不如把乡镇一级的文化设施建好、把人

员配备到位、做好一些有较高响应的文化活动，相对集中地

使用资源效果会好些。”③

最后表现为干部群众因为在日常活动中听不到且看不

到文化行政部门，因此他们不知道文化局到底是干啥的。几

位曾经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过拉丁舞竞赛金奖的黄淮市市民

告诉笔者，她( 他) 们一直以来有在黄淮市和群众见面、展示

并推广拉丁舞艺术的想法，但是( “周末一元剧场”) 之前不

但( 在黄淮市) 找不到一个“展示舞台”，就连平时的训练场

地也很难( 固定地) 找到，想找政府支持“也不知道该到哪里

去找”。文化局推出“周末一元剧场”之后，她( 他) 们不但在

黄淮市有了展示表演舞台，而且还被文化局请到了新建的市

文化馆中训练，“现在有了什么想法随时可以和政府说上

话”。在黄淮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活动的一些老年人看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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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记录，2011 年 7 月 14 日。
应受访者要求，笔者对一部分访谈并未录音。对于属于这种类型的访谈内容，笔者根据笔记，在不改变受访者意思的情况下，进行了

适当的技术处理，特此说明。
访谈记录，2011 年 6 月 29 日。



在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不良低俗”文化活动都有“舞台”———
“黑”网吧毒害少年人、地下赌场毒害中年人、地下宗教毒害

老年人、各种低俗表演毒害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积极向上

的文化活动见不着”，原因就在于“政府不如以前重视文化”
或者“不成气候给挤出去了”。虽然他( 她) 们对“周末一元

剧场”存在着诸如“舞蹈太多、戏曲太少”或“名家演出还不

够多”等方面的看法，但是因为“周末一元剧场”能“( 使文化

局) 和群众接上火”、使“爱热闹的人有了去处”，而且把“各

方面的力量都给团结在一起”，所以他( 她) 们还是给予“周

末一元剧场”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在我们及周边地区还是

很有影响”、“是个大好事”及“关键是贵在坚持”等———的

评价。
总之，来自于政府系统的体制性挑战、文化行政部门自

身的内源性挑战和外部的社会性挑战，使得包括黄淮市文化

行政部门在内的政府部门须在既有的运作机制之外创造新

的“引爆点”以恢复其文化领导力。而这些共同构成了如黄

淮市“周末一元剧场”一样的文化行政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

变及进行服务化探索的生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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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with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t all levels as the chief organizational carrier，leads an important
role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construction． Beyond the theory such as function division，“public interest and mar-
ket”conflict，“absence of status and offside”ect，with the empirical case，through the angle of social networks where cultral adminis-
trating occurs，this paper finds that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development faces systematic，endogenous and social challenges． The under-
lying reasons are that the weakening right potential and its energy field，the decline social interlinkage ability of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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