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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作品是特定时期特定群体的思想产物，我们可以将大众文化素养理解

为大多数普通人对其喜爱的文化作品的欣赏条件。在中国，13 亿人口还有一半

以上仍然住在广阔的农村，他们有着多种的文化需求，但是文化设施与资源落后。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其庞大的服务网络、丰富的数字资源、全新的电子

设备、现代的传输手段以及服务体系的全员培训深入农村。通过传统文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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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网络文化以及视听文化等例，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的大众文化素养正在提高。 

 

1、 绪言 

1.1 如何理解大众文化素养? 

根据《朗曼现代英语词典》的解释，“素养”即意味着“曾经研究或大量阅读的状态

或条件”；“文化”是指“习俗、信仰、艺术、音乐以及所有其它形式的特定时期特定

人群的思想产物”；“大众”则意为“受大多数普通人所喜爱或需要的”，因此，我们可

以将大众文化素养理解为大多数普通人对其喜爱、需要的文化作品进行研究或欣

赏的状态与条件，这些文化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图书、电影、音乐、表演、美术、

饮食、体育、建筑等等。 

 

1.2 农村多种大众文化需求 

在中国，13 亿人口还有一半以上仍然住在广阔的农村。我们有 56 个民族，他们

说不同的语言（方言），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习俗，不同的民间节庆，不同的服饰

饮食，不同的历史自然景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生活，包括音乐、舞蹈、戏

剧等。而且，农民需要各自的传统文化以及农耕文化的同时，也需要新兴文化，

他们对影视的喜爱胜于阅读。总而言之，他们有多种的大众文化需求。 

  

图 1 56 个民族 图 2  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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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化设施与资源短缺 

至 2002 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有 2675 所，其读者量只占总人口的 15%；戏院有

1900 所，其观众只占总人口的 3%，博物馆有 1384 所，参观者只占总人口的 6%。

而且，城乡差别极大，这些读者、观众与参观者绝大多数是市民，农民的消遣方

式主要是看电视、听广播、打牌等。满足农村大众文化需求的设施与资源跟不上。 

  

图 3 看电视是农民的主要消遣方式 图 4 打扑克是另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 

 

1.4 图书馆能否满足更多的大众文化需求？ 

作为一个阅读的地方，图书馆还可以是学习中心，信息中心、电影院、戏剧院吗？

图书馆能够以有效而低成本的方式深入农村吗？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有

其答案。该项公共文化项目 2002 年 4 月启动，由文化部与财政部主办，公共图

书馆承办，宗旨是以数字化的文化信息资源，丰富基层的文化生活。通过几个典

例，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农村的大众文化素养正在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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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标志 图 6 卫星传输方式 

 

2、 共享工程如何深入农村？ 

2.1 服务体系 

共享工程通过各级公共图书馆及乡村文化站承办的庞大的服务体系深入农村。由

设立在国家图书馆的国家中心牵头，共享工程已设立 33个省级分中心，截止 2008

年底，已有村级服务点 40 多万个，覆盖全国农村的 65%。例如，由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承办的广东省分中心，截止 2008 年底已建立 21 个城市分中心，300 个

县镇分中心以及 20,600 个村级服务点，覆盖全省的全部行政村。 

 

图 7-8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网络拓扑图 

 

2.2 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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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工程投入大量的全新电子设备。例如广东省分中心的设备配置标准要求县分

中心配备共享工程服务器、自动化管理服务器及数字化服务器各一台，3.6TB 以

上的存储空间，一台主干交换机，两台百兆交换机，一台防火墙，10M 以上的

宽带，一间主机房，一间 20 台电脑的阅览室，一台卫星接收仪，一台投影仪等。

对村级的服务点，它要求配备一台电脑，一台电视机，一台 DVD 播放器，一台

投影仪，一套音箱以及互联网的连接等。 

 
 

图 9 电子阅览室设备 图 10 乡镇基层服务点的设备 

 

2.3 数字化资源 

共享工程提供丰富的数字化的文化作品。例如，广东省分中心目前已积累数字化

资源达 25TB，其中 10TB 是来自国家中心的视听资源，包括电影、电视剧、音

乐、讲座、图片、表演、美术、动画，农业及保健知识等，总长度 9260 多小时；

另外的 15TB 是来自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电子书刊及地方特色资源。丰富的数

字化资源几乎覆盖所有类型的文化活动，同时，视听资料在农村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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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广东省的传统戏剧—粤剧 图 12 广东特产—荔枝 

 

2.4 传输方式 

共享工程利用互联网、卫星接收器、镜像站、有线电视网、移动硬盘、光盘等现

代传输与存储技术将数字化资源输送到农村。互联网已覆盖所有城市与大多数的

县城。在互联网条件差的边远地区可以利用卫星接收器。数字化资源还可以通过

有线电视网，利用电视机及机顶盒来接收。对于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视网的乡

村，还可以利用移动硬盘、光盘以及易播宝将数字化资源推送给村民。 

  

图 13 工作人员在调试卫星接收设备 图14工作人员整理来自国家中心的DVD碟片 

 

2.5 人员培训 

共享工程对服务体系的职工进行全员培训。国家中心为省分中心提供培训，省中

心对其市县分中心提供培训，市县分中心对乡村服务点提供培训。课程针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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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训对象组而设计的，例如来自市县分中心的人员可以选择师资、数字化或管

理的课程，来自村镇服务点的人员可以接受电脑技能培训。所有图书馆员以及聘

请人员分批轮流培训，包括村级服务点的人员，都有上岗资质及电脑操作技能。 

  

图 15 文化共享工程培训 图 16 文化共享工程电脑操作培训课 

 
 

3. 典例 

3.1 传统文化素养 

乳源县位于中国南部广东省的北部山区，是瑶族的主要居住地，瑶族文化源远流

长。全县人口大约有 12%是瑶族同胞，他们喜欢传统的文化作品，同时，这些传

统文化作品对其民族的传承也十分重要。成立于 2007 年 9 月的县分中心参与满

足这一大众文化需求，提供 20 台电脑的多媒体阅览室，以及一个数字文化网站

(www.yxwhw.net)，有丰富多彩的瑶族文化资源，例如习俗民风、节日庆典、传

统服饰、民间工艺、民歌、舞蹈、诗词、绘画、故事、古迹等。这些数字化资源

接通互联网并延伸至全县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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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乳源县旅游文化节 图 18 乳源县支中心电子阅览室 

 

必背镇位于乳源县，是瑶族的发源地之一，全镇人口 7,314之中，瑶族同胞有 5,914

人。瑶胞天生能歌善舞，他们用树叶演奏音乐，跳长鼓舞，跳竹竿舞。但是他们

传统的娱乐受到外界的挑战，需要促进。2002 年，镇里成立了一支文艺表演队，

在当地民间节日时到各个村巡回演出。队员们经常来镇服务点，上网查询瑶族文

化资源以及最新节目，通过电脑或投影仪观赏，改良他们的节目表演。这支表演

队出了好些优秀节目，2008 年在县里获奖，还去澳门演出。 

  

图 19 必背镇基层服务点 图 20 必背文艺表演队在澳门演出 

 

3.2 农业文化素养 

郯城县位于中国东部山东省的南边，其银杏产量世界第一，有“银杏第一故乡”之

美誉。银杏是最古老最神秘植物之一，其果实、树叶、树木、乃至颜色，均有食

用、药用、生态、旅游以及经济价值。每年九月的银杏文化节告诉人们，田园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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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类文明的起源，已发展成为一种文化，与全球市场以及新技术相结合。农

民需要新的种植知识和商业技能。县分中心参与满足这一大众文化需求，提供

20 台电脑的多媒体阅览室，以及一个数字文化网站(www.tcwhj.com)，有丰富的

农业知识、专家讲座以及市场信息引导。 

  

图 21 银杏 图 22 县支中心自行制作培训课件 

 

于村是郯城县的一个银杏村，全村 1009 人，2008 年 900 万元的总收入中，银杏

收入占 400 万。虽然有些村民已有电脑，能够在家上网谈生意，村民还是希望从

村服务点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村服务点有 20 台电脑，一台 52 吋大屏数字电视，

一台投影仪，一台 DVD 播放器，一台卫星接收器，可上网，有两名工作人员。

例如，有一次，银杏树因过度施肥而枯黄，村服务点请来专家给村民做讲座如何

合理施肥，这个讲座经过数字化后上网供更多的村民分享。据估计，这个讲座帮

助村民节省肥料成本 20 万元，提高产量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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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村民在家上网做生意 图.24 村服务点电子阅览室 

 

3.3 网络文化素养 

大兴位于中国北部，是首都北京南郊的一个县，是蔬菜和水果的农业基地。几年

前，曾经有一则新闻报道说，大兴农民在家上网卖西瓜，三个月收入 400 万元。

这则新闻报道实际上还告诉人们郊区百万农民开始学电脑的浪潮。上网，在城里

已成为一种网络文化，而对农民来说，还是个新生事物，他们需要学习。县分中

心参与满足这一大众文化需求，提供一个 40 台电脑的多媒体阅览室，将国家中

心以及北京市分中心的网站链接到县图书馆的网站，老老少少的村民均可以上去

各取所需。 

  

图.25 计算机培训中心 图.26 县支中心举办的培训 

 

后大营村是大兴县的一个村，全村 1000 人，村服务点成立于 2004 年，配备一间

主机房，一台卫星接收仪，一台 DVD 播放器，一台投影仪，一间放映室，一间

10 台电脑的多媒体阅览室，一个无线局域网，一个文化网站(www.dxhdy.cn)，开

通互联网。村民非常喜欢这个服务点，受益非浅。例如李老汉对新鲜事物很感兴

趣，他在这里很快就学会了用电脑，每天早早就来点播他喜欢的京剧《玉堂春》

等；另外，王女士也是这里的常客，她很感激能在这里上网学到大量的育儿知识，

http://www.dxhd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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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管教她调皮女儿的好方法。村民还能够在这里看电影，上网查询农业信息，

保健知识以及政务公开等。 

  

图.27 村民在线观看戏剧表演 图.28 村基层服务点的电脑 

 

3.4 视听文化素养 

绵竹县位于中国西部四川省，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的汶川 8.0 级大地震中成为重

灾区之一。幸存者痛失亲人与家园，他们需要物质援助，同时也需要精神上的重

振。但是，地震摧毁了绝大多数的建筑物，包括图书馆和影剧院，在这一片偏远

的废区里，如何满足这一大众文化需求？县分中心发挥其作用。尽管图书馆员们

在搬进帐蓬之前在露天呆了几天，他们在地震之后的两个星期，即开始播放视频，

帮助人们学习灾后自救、食品安全、疾病预防等知识，并通过观看电影，从痛苦

中摆脱出来。至 2008 年底，县分中心已在安置区建立了 34 个服务点。 

 
 

图.29 被地震摧毁的绵竹市图书馆 图.30 为震后临时安置点居民播放电影 



12 
 

 

棚花村是绵竹县的一个村，全村 1009 人。2008 年 5 月 12 日的地震中所有房子

倒塌。在重建的过程中，它始终获得更多的关注与社会资助，或许因为它是一个

观光村，其中国年画、每年春天的梨花节以及秋天的赏果节很出名。村服务点在

地震中受摧毁，要在 2009 年 9 月重建完成后才能开放，它曾经帮助这个村发展

观光旅游业。例如，工作人员下载有关接待礼仪、饮食安全以及特色菜谱等数字

资源，用易播宝播放器给农家播放。相对于阅读，村民更喜欢看或听。视听是一

种直观的方式，他们喜欢。 

  

图 31 灾区震后景象 图 32 前图同址地震前景象 

 

结束语 

截止 2008 年底，政府对该项工程已投入 30.9 亿元，其中 15.6 亿来自中央财政，

15.3 亿来自地方财政。中央财政优先给欠发达的边远地区，以促进其 2010 年村

村通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农民可以便利地共享数字化文化资源，

满足多种大众文化需求的条件大大地得到改善。当然，提高整个农村地区的大众

文化素养，是一项巨大、综合、协作与持续的社会事业，其它涉及图书、广播、

电视、电影、舞台艺术等文化作品的大型公共文化项目还有很多。但是不管怎样，

图书馆正在参与，大众文化素养正在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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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村民们在阅览室上网学习 图 34 村民们观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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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2009 年 4 月 28 日完成） 

Translated by Huang Qunqing and Xu Y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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