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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一年多

探索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满足人
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
粮。报告中围绕推动文化
事业发展，将“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
活动”纳入重要内容，成为
工作的一项重要指针。

自去年4月份以来，天
津滨海新区结合“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树立并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展开大胆实
践和积极探索，并取得重要
进展和可喜成果，文化惠民
成效进一步显现。连日来，
本报记者分别到新区文化
场馆、文化主管部门展开走
访调查，探问示范区创建带
给群众的“文化红利”。

2018年4月，滨海新区
获得本市唯一创建第四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资格。按照创建规划
要求，到2020年，全区要建
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便
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做
示范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成为全面落实国家文
化法规政策的先行区、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
革的试验区、拓展文化服务
新创造的创新区。

记者 李婷婷

新闻背景

“距今约 46 亿年前，地球上海

洋与生命之间波澜壮阔的故事掀起

序幕……”作为重要的大型综合性

海洋题材公共文化建设项目，本月，

备受关注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开馆试

运行，终于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为

滨海新区乃至京津冀的游客们提供

感受公共文化的新去处。

该馆经过两次试运行，目前已

运行稳定，目前每天接待游客量在

5000 名左右。在前来参观的游客

中，除天津本地外，京冀游客占据了

相当大比例。据了解，国家海洋博

物馆总占地面积约15公顷，建筑面

积达 8 万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海洋博物馆，仅馆内展览面积

就达2.3万平方米。

采访中记者发现，国家海洋博

物馆开馆获得的关注度远远大于其

它科技类场馆，这从预约系统开放

后 10 分钟内参观名额就被一扫而

空的景象中便可见一斑。

“从奠基开始，我就一直关注着

国家海洋博物馆的建设进度。”家住

生态城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国家海

洋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综合性海洋

博物馆，不仅是天津滨海新区的文

化地标，更是中国海洋事业的文化

里程碑，在家门口就能亲身体验到

如此‘高大上’的博物馆，怎么能不

让人期待。”

“科学普及的最终目的是让公

众理解科学，而公众科学场所具有

互动性，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馆

内的模型、标本或者现代演示工

具，能够直观地理解科学。”新区科

协科普处副处长张威告诉记者，目

前天津市科技类场馆供给不足，而

国家海洋博物馆作为坐落在天津

的唯一国家级别的博物馆，能够提

供大量的珍贵展品和科技知识，具

备稀缺性，因此会受到更多的关

注。另外，作为文化旅游目的地，

国家海洋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也

会吸引更多的公众关注。“新区独

有的海洋资源和文化科普资源结

合在一起，让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游

客来到海边看‘海博’更加名副其

实。”张威表示。

在新区加快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背景下，新区文化

场馆的重要成员——海博馆的试运

行是重大利好。新区文旅局公共服

务处处长易理团表示，伴随“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和国家大力发展海

洋经济，海洋文化必将受到进一步

重视，未来，新区相关部门单位在管

理引导该馆做好海洋文化展览展示

的同时，还将推出若干活动，进一步

挖掘梳理弘扬海洋文化，服务游客

大众和海洋经济发展，打造滨海新

区乃至天津又一张靓丽的文化新名

片，培育和塑造滨海新区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重要

“品牌”。 记者 王梓

“新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不仅打通公共文化服

务‘最后一公里’，且促进了城乡均

衡、南北两翼均衡发展。”易理团指

出，“最切实的感受就是，人们的文

化娱乐活动的选择更多样了，并且

免费享受。”

据了解，今年，滨海新区图书馆

实施了“书香滨海”全民阅读计划，

推动滨海新区图书馆打造阅读品

牌；形成“读遍书山”“滨海史话”讲

堂等品牌，形成了书山书友等一批

阅读组织；创新活动方式，组织了

“读响新时代”跨年之夜活动，创办

了读响新时代滨海全民阅读节，推

出106项系列阅读活动。

去年全年累计完成300多场文

化品牌活动，包括新年音乐会、军民

联欢会、秧歌花卉闹元宵、市民广场

舞大赛、国际观鸟文化节等百姓耳

熟能详、广泛参与的文化品牌等。

在原有的泰达夏日艺术季、天

津港保税区文化体育艺术节、沽口

文化艺术节、茶淀葡萄文化旅游节、

“中塘杯”天津市中老年歌手大赛等

原有品牌的基础上，2018年新区又

新推出了大沽龙灯节、“我是朗读

者”等一批街镇品牌活动，积极保障

不同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

记者 李婷婷

亮点

免费“文化大餐”花样越来越多

临近端午，高温天来袭，同样

“火热”的是太平镇文化站。十里八村

的乡亲们都跑到文化站，看演出、听

讲座，最重要的是，还可买一些出自民

间老手艺人的端午节传统手工艺品。

昨天在文化站的手工艺品展示

厅内记者看到，一个个五颜六色、香

气扑鼻的小小工艺品外形美观、做

工精湛，煞是招人喜爱，购买者、围

观者众多。而这些手工艺品均来自

远景二村的刘奶奶。

今年 80 多岁的刘奶奶在当地

是个远近闻名的老手艺人，平时就

爱做一些小老虎、小壁虎、小辣椒造

型的布艺品，每逢端午节更是特意

为孩子们缝制“五毒”、香包挂在身

上。在当地原本很不起眼的民俗却

被太平镇文化站的负责人窦如莲看

在眼里。窦如莲主动找到刘奶奶，

希望可以将老人的手工艺品放进文

化站展览，并义务为这些手工艺品

找销路。就这样，在窦如莲和文化

站工作人员的精心策划下，不仅民

间传统习俗得到进一步传承，传统

手工艺品更是深化了人们对老手艺

的认识。

据悉，为让独具太平特色的传

统民俗文化“活”起来，太平镇文化

站通过挖掘、寻访、搜集，将散落在

太平镇各处的传统民俗进行整理考

证，并且借助互联网平台，将有太平

特色的民俗活动、传统手工艺、美食故

事进行传播，让民间文化回归民间。

除致力于传承民间传统文化，

太平镇文化站还将“文化惠民”作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记者了解到，这

座新建的镇级文化站内设有篮球

场、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广播

室、书画美术室、演艺厅以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厅等多个功能场地，设

施设备配套齐全，集书报刊阅读、宣

传教育、文艺娱乐、科普培训、信息

服务、体育健身等各类文化活动于

一体，极大满足了新区偏远乡镇农

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

“太平镇是滨海新区最偏远的

一个镇，这边的居民文化资源匮乏，

尤其这里的孩子们，教育、娱乐条件

相对城区也有较大的差距。文化站

建起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利用寒暑假期间为放假在家的孩子

们开办一些兴趣班及创意美工课

堂。”窦如莲介绍，“如今，寒暑假课

堂已成为文化站的一个‘招牌’。”

“每逢节假日，镇里的河北梆子

演员还会在站里搭戏台，为村民们

送上一台戏曲联欢会，并且还吸引

了不少普通村民的加入。”窦如莲告

诉记者，“如今，在太平镇没有人会

认为节日的味道越来越淡。”

越来越完善的文化设施，再加

上各类活跃的民间艺术团体，不仅

让镇上的文化站“活”了起来，也让

老百姓的文化生活“火”了起来。

记者 李婷婷

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这样打通

海博馆揭开神秘面纱

示范区创建带来哪些文化红利文化红利？？
偏远乡镇有了文化站

探索

“示范区创建要使全面达标

与重点突破相结合。重点突破

就是在创建过程中，尤其要把基

层的特色和亮点总结提炼出来。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
大学教授李国新

在以政府为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主体的基础上，逐步构建

由政府、市场、社会组成的多元

化公共文化服务生产供给机

制，鼓励社会文化团体、行业协

会和文化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当然，在这一

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公益性与经

营性的平衡。同时，还要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形式，盘

活公共文化资源。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谢宏忠

新时期，文化馆、图书馆法

人治理结构工作要有所变化、

有所改革，改革实施方案要更

加完善。在文旅融合的背景

下，文化品牌活动，如农民文化

节、全民阅读节要进一步深化

融合，提供更优质服务，要有新

的创新和提升。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部教授金武刚

专家观点

一年多过去了，滨海新区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路径，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给出答卷。

一年来，新区不断推进公共

文化设施网络建设达优，区级重

点设施建设成果突出。滨海新区

图书馆、泰达图书馆、空港经济区

文化中心图书馆参加第六次全国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均获

评为一级图书馆。

2018 年 11 月，生态城中新友

好图书馆建成开馆，成为滨海新

区第4个面积过万的大型图书馆。

2019年，滨海新区图书馆又继

续提升内涵，先后开启音乐馆、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加入中图学会、

国际图联，跻身世界级朋友圈。

2019年5月1日，国家海洋博

物馆落成试开馆，使滨海公共文

化服务再增巨能设施。

与此同时，基层综合性文化

中心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制定并

出台《天津市滨海新区街镇居村

公共文化设施三年达标实施方

案》，明确达标标准和激励措施。

2018年推动15个街镇综合文

化站和 279 个居村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基本达标，其中，泰达街、塘

沽街和新村街文化站从无到有，

茶淀街、北塘街、古林街均新建独

立设施投用。针对困难村制定农

家书屋和文化活动室建设帮扶方

案，2018年度帮扶24个困难村，在

保障原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基础

上，投入240万元，为村民按需配

备一批文化器材和图书资料。一

年来新区为各街镇居村基层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达标补助更是大手

笔投入，其中塘沽街、新村街、古

林街各72万元，茶淀街330万元，

并为部分街镇投入资金租购楼

面，装修新建独体设施等。

1 舍得大手笔投入

2 不让文化设施“孤独前行”

由于没能形成顺畅的运作体

系，场馆建好了，很多群众却不知

道，导致文化场馆利用率较低。

为破解部分基层文化站点门可罗

雀的问题，新区更是煞费苦心。

以滨海新区图书馆开启的24

小时自助图书馆为例。投放初

期，全区日均借阅量远未达到管

理部门的预期。经分析，使用率

偏低与使用体验不良有关。家住

塘沽地区的刘先生说：“设备用起

来确实方便，但书籍种类相比实

体图书馆要少，尝鲜的劲头过了，

用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为了提升居民的数字文化服

务体验，新区立足统筹资源，创新

全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

以滨海新区图书馆为全区公共图

书馆网络的中心馆，并整合塘沽图

书馆、汉沽图书馆、大港图书馆，统

一服务标准等。不久后，包括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在内，新区、街镇、

乡三级公共图书馆将实现资源共

享，市民凭借一张借书卡就能全城

通借通还。总分馆体系下，以前孤

立的自助设备将依托总馆储备，未

来使用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如今，以图书馆建设为代表，

促进文化资源共享的总分馆服务

体系建设在新区如火如荼。

3 数字文化“如影随形”

“建基础设施钱没少花，后面

的服务更要跟上。”滨海新区文化

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易理团

指出。

2018 年，新区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文化随

行——公共文化服务百姓互动

数字平台”通过国家创建办的验

收评审，正式成为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示范项目。滨

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专门制定

《“文化随行”智能服务监管计

划》，加强“文化随行”项目的建

设管理，实现各类文化资源“一

盘棋”共享、“一张网”服务和“一

条链”管理。

目前新区正在进一步开发基

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广项目以

及智能服务监管系统项目，进一

步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和服务

效能智能化监管水平。

4 “自主点单”满足需求

“最近村里不少老人们都跟

我建议举办一场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文艺演出活动，我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向街道提出建议。

没想到仅隔几天，一场来自新区

文化馆的文艺演出就‘送’到了村

里。”海滨街联盟村相关负责人

说，如此迅疾的速度让“点单”的

联盟村村民直呼“太给力”。

“我们有个点单群，群内成员

均是各街镇的文化部门负责人，

哪个街道或乡镇乃至社区、村庄

需要什么演出，只需在群里发个

信息，节目就会送到‘家’。”易理

团介绍。

“提高群众参与度，关键在于

找准痛点，对症下药。以往‘政府

送戏百姓看戏’的单一模式普遍

存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的问

题。”易理团说，推动文化服务供

给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新

区创新“以需定供、按需配送”的

互动式、点单式服务，激发群众参

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5 “众人拾柴火焰高”

近年来，一批大型民办文化

产业项目在新区落地生根，在创

造经济发展新增长点的同时，以

突出的经济实力和释放的服务功

能正成为全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

要力量。今年，泰达街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和塘沽街文化站均尝试

通过政府采购服务方式，实现基

层文化设施的社会机构运营。

为激活闲置场所、充实文化

设施，新区还研究制定了《滨海新

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力量采购公共

文化服务指导性目录》，明确社会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范围。同时，

积极引导广大社会文艺人才利用

自己的文艺成果为公共文化服

务。2018年，新区落实《促进滨海

新区文化艺术人才发展办法》，支

持开展了54项文化艺术人才发展

补贴项目。此外，新区积极培育

和发展文化志愿服务。统计数据

显示，新区文化馆、图书馆、美术

馆现有文化志愿者 1000 多人，常

备文艺演出节目达70多个。与此

同时，推动街镇居村发展志愿团

队，大部分达到两支以上，总计

5000多人。 记者 李婷婷

滨海新区图书馆滨海新区图书馆

泰达图书馆 中新友好图书馆

太平镇文化站常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国家海洋博物馆开馆试运行

记者记者 李婷婷李婷婷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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