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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以
广播电视服务网络、数字文化服
务、乡土人才培养、流动文化服
务、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文化帮扶
等为重点，集中实施一批文化扶
贫项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于 1 月中旬印发的《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要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
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弱势人群的文化生活被纳
入国家扶贫视野。《意见》要求保
障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将老
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
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
难群众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
点对象。

为贯彻落实这一意见，文化
部、中央文明办下发了《关于开
展 2015 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
各地以“行边疆、走基层”为主要
内容，继续深入实施“春雨工程”
与“大地情深”两项示范性文化
志愿服务活动；以“扎根基层、服
务群众”为主要内容，广泛开展 9
个主题的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
动。 文化部还召开了 2015 年全
国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议，
强调“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
把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
和残疾人等作为重点服务对象，
把老少边穷地区作为重点服务
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 ”

城乡文化服务均衡发展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基本
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
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

要建成这一体系，补足贫困
地区文化服务短板，实现城乡均
衡发展成为必须。

按照地区文化发展状况，
《意见》着重关注了革命老区、民
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
四类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提出
实现跨越式发展。 具体措施包
括：

与国家扶贫开发攻坚战略
结合，编制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纲要。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指导标准，明确老少边穷地区
服务和资源缺口，按照精准扶贫
的要求，集中实施一批文化扶贫
项目。

促进地区对口帮扶，加大人
才交流和项目支援力度。 深入实
施边远贫困地区、 边疆民族地
区、革命老区人才文化工作者专
项支持计划。

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挖掘、开
发、 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充
实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按照人群文化生活状况，
《意见》将老年人、未成年人、残
疾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
童、生活困难群众作为公共文化
服务的重点对象，并针对不同主
体提出了不同的建设项目。

老年人、 未成年人方面，积
极开展公益性文化艺术培训服
务、演展和科技普及活动；残疾
人方面，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为
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设施，实施盲
文出版项目， 开发视听读物，建
设有声图书馆，鼓励和支持有条
件的电视台增加手语节目或加
配字幕，加强对残疾人文化艺术
的扶持力度；农民工方面，以公
共文化机构、社区和用工企业为
实施主体，满足农民工群体尤其
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文化需
求。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为实现上述目标，《意见》确
立了坚持正确导向、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共建共享的基本原
则。

“目前文化部已经研究起草
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
化服务的意见和指导性目录，将
于近日提交中央审议。 ”文化部
副部长杨志今在 1 月 21 日国务
院新闻办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这
一消息。

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
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让每
一个公民都平等地享受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权益。 实现这个目标
仅仅靠政府是不够的，财政也不
宜大包大揽。 ”

他表示，财政部门将支持鼓

励社会力量发展公共文化事业，
主要是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政
府相关部门也要简政放权，加强
引导、制定制度，引入竞争。 财政
用于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
要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此外，《意见》还强调鼓励和
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或捐助
设施设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
赞助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等方
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推动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社会
捐赠管理制度。 有条件的地方可
探索开展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
运营试点，通过委托或招投标等
方式吸引有实力的社会组织和
企业参与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

文化类社会组织获支持

在各类社会力量中，社会组
织在《意见》中得到了特别重视，
《意见》要求从制度、政社分开、
购买服务、监督等多个方面培育
和规范文化类社会组织。

加强对文化类行业协会、基
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
织的引导、扶持和管理，促进规
范有序发展。

制定完善关于文化类社会
组织的规章，明确功能定位。 鼓
励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成立
行业协会， 发挥其在行业自律、
行业管理、行业交流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

加快推进文化行业协会与
行政机关脱钩，将适合由社会组
织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事项交
由社会组织承担。

引导文化类社会组织依法依
规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加大政府向
文化类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力度。

加强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
严格执行社会组织年检制度和
信息公开制度，开展运营绩效评
估和社会信用评估，实现依法管
理、依法运营。

建设文化志愿服务体系

与文化类社会组织同样得
到重视的还有文化志愿服务。

“由于我国文化志愿服务工
作总体上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也面临着一些具体问题和困难，
如人民群众对文化志愿服务了
解不够深入、 参与热情不够强
烈， 文化志愿者总体规模较小、
工作网络不够健全，文化志愿服
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还
不均衡等。 ”杨志今在 2015 年全
国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议
上指出了文化志愿服务工作面
临的问题。

《意见》要求，大力弘扬志愿
服务精神，坚持志愿服务与政府
服务、市场服务相衔接，奉献社
会与自我发展相统一，社会倡导
和自愿参与相结合，构建参与广
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机制健
全的文化志愿服务体系。

结合中央有关精神，文化部
将 2015 年定为“文化志愿服务
制度建设年”， 将重点做好四个
方面的工作：

一是全面建立省、市、县三
级文化志愿服务机构，逐步形成
自上而下、层次完备、相互协调
的文化志愿服务体系；

二是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
众，把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农民
工和残疾人等作为重点服务对
象，把老少边穷地区作为重点服
务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

三是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
和活动载体，探索具有地方和行
业特色的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模
式和活动形式，建立起覆盖不同
区域、各具特色的服务项目；

四是重点抓好招募注册、供
需对接、培训管理、服务记录、激
励保障等机制建设，逐步建立完
善文化志愿服务长效工作机制
和活动运行机制。

明确 2015 文化志愿
服务项目

文化服务建设最终要落实
到具体的项目上，文化部、中央
文明办下发的《通知》明确提出
2015 年要深入实施两项示范性
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广泛开展 9
个主题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示范性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以“行边疆、走基层”为主要内
容，具体有以下两项：

第一，“春雨工程”———全国文
化志愿者边疆行活动。文化部牵头
搭建内地与边疆地区、 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横向交流的
平台，以“大舞台”、“大讲堂”、“大
展台”为载体组织实施一批针对性
强、 效果好的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丰富老少边穷地区基层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促进老少边穷地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第二，“大地情深”———国家
艺术院团志愿服务走基层活动。
文化部牵头搭建国家艺术院团
和地方纵向交流的平台，组织国
家艺术院团到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开展
公益性演出活动，将优质文化资
源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将高
雅艺术送到基层，不断提升群众
文化生活品质。

主题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以“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为主要内
容。包括“传递书香见证成长”公共
图书馆志愿服务、“精彩生活幸福
使者”文化馆（站）志愿服务、“共享
历史感受快乐” 博物馆志愿服务、

“感受艺术美丽心灵” 美术馆志愿
服务、“文化惠民为您服务”文化惠
民工程志愿服务、“邻里守望文化
暖心” 关爱重点群体文化志愿服
务、“欢乐节日爱我中华”节日纪念
日文化志愿服务、“文化公益社会
责任”企业文化志愿服务、“关爱成
长快乐生活”乡村学校少年宫志愿
服务等 9项活动。

文化部等贯彻《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弱势人群文化生活被纳入国家扶贫视野

� � 1 月 24 日，2015 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江西省寻乌县体育中心启动，活动由中宣部、文
化部、国家卫计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协、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等联合江西省委、省政府主办。

“三下乡”活动赠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