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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农村文化建设调研的思考
———以贾里村为例

简 爱，李 峰，戴桂荣
( 西安培华学院思政部 ，陕西 西安 710125)

摘 要: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是构建和谐新农村

的前提，是对农村、农民、执政党形象的重塑，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对贾

里村文化建设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贾里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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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我国文

化产业整体实力，提高国民素质和满足广大村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对提升农民整体四大

文明和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有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积极创建农村文

化阵地，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建设步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我校以长安区贾里村

为实践基地，就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课题先

后组织学生和教师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12 月 04
日展开了深入的社会实践调研。调研过程中，我们

以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为题，设置了 31 个相关

题目，以问卷的形式先后对 486 位村民进行了调查

访谈。总体感觉是形势很好、问题不少，有待加强和

提高。

1 贾里村文化建设的现状

贾里村位于秦岭北麓，长安区南端。有 23 个村

民小组，8000 多村民，大多以农为业，承包经营。农

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有传统文化的基础及现代文

化发展的空间和市场。村中两委会班子基本能以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对发展农村文化和提高

农民素质比较重视。能因材制宜、突出特点，营造农

村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
1． 1 贾里村文化建设主要由老年协会负责组织，下

设书画组、文艺组、娱乐组、篮球组、图书馆、电教远

程教育、村级广播站、农民文化活动中心等，实行定

岗、定人分别管理。
1． 2 村里现建有民营幼儿园 3 所，小学 1 所，在校

学 600 多人，教师 30 多名，负责村里基础教育。
1． 3 为帮助村民快速致富，村里联合金芳家政培

训，专门免费培训月嫂、厨师，老人陪护、医院陪护、
保洁，培训完后发给市劳动局承认的证件，并结合培

训农民的情况推荐就业，目前已有 300 多人参加了

培训。
1． 4 为丰富农民娱乐生活，村里建了文化广场，买

了音响，并派有专人管理，专门供广大村民早晚跳集

体舞、广场操。在村委会的鼓励下，贾里村共建有 6
个舞蹈队，十八大学习园地、便民服务站，竭诚满足



广大村民的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每年的三八妇女

节村里还组织评选好媳妇好婆婆，宣扬中国传统孝

道文化。每年过节都会组织如社火、庙会、敲锣鼓、
扭秧歌等文化活动。2012 年重阳节，村里还组织了

书画展和扭秧歌活动，长安区文化局局长一行参加

了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 贾里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虽然贾里村文化建设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 1 村民以中、小学生居多，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对

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知之甚少

调研结果显示，中小学程度的占调查人数的

53%，68%的人只是听说过新农村文化建设，但并不

了解。72%的村民平均每年文化支出低于 300 元。
村里的文化建设没有财政编制，虽然实行了定人、定
岗，但均属于村干部兼职，没有长效管理机制，形同

虚设，经常存在管理人员在职不在岗，村民们享受不

到实质性的文化服务，导致 41． 35% 被调查的村民

认为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服务培训只是形式，对农

村文化生活满意的只占被调查村民的 18． 31%，大

部分村民认为文化建设都是面子工程，有其名而无

其实，是村干部用来装饰门面，以形式主义讨好上

级，和自己没有关系，对农村文化建设缺乏热情。
2． 2 村民参与文化生活的方式单一、形式单调，主

动性差，影响面小，文化投入不足

大多数村民文化消遣的方式主要是看电视，看

电影，打牌、打麻将、下棋，这些人分别占到了被调查

人数的 66 % ，33% 和 41%。村民很少从事如读书

看报、看戏( 文艺演出) 、唱卡拉 OK 等其它文娱活

动，村里组织社火、庙会、扭秧歌、唱歌、敲锣鼓等活

动往往都是在春节、元宵节、中秋节、初一或十五一

些特殊的日子开展，经常性差，且很不正规。农民重

金钱，轻文化的小农思想影响较为严重，急功近利，

导致从事农村文化的村民们主动性不强，缺乏参与

积极性和热情。
2． 3 农村文化建设队伍的素质还有待于提高

贾里村文化管理人员全部都是村干部兼职，身

兼多职，经常处于在职不在岗，在岗不在位的涣散状

态; 主管文化建设的老年活动中心人员少、不专业;

没有财政编制，经费得不到保障; 缺乏管理理念和利

益机制; 参与文化活动的时间有限，不能满足广大村

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从事文化建设的骨干分子，均

为自发形成，队伍不稳定，纯属自娱自乐，由于从未

参加过文艺骨干培训，水平只停留在会的基础上，谈

不上精专博。
2． 4 村文化建设设施不到位、不完善，没有专门性

的文化管理部门

有些村干部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在职能定位上出现了偏差。注重政绩目标的实

现，重经济( 如这届领导班子修路 53 条，新修了文

化广场) 轻文化( 至今还未成立专门性的文化组织

管理部门也没有将从事文化活动的老年活动中心纳

入财政编制) 。
2． 5 现有公共文化机构设施还不健全

已建立的文化机不能满足村民的需求，村民需

要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资源浪

费严重。村里的公共阅览室和远程教育由于受现有

场地、经费、农民重视程度的限制，目前还存在图书

陈旧、数量少，无针对性，对农民没有多大吸引力，远

程教育由于网点有限，工作人员不能提供技术指导，

导致极少有人使用资源浪费等问题。

3 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建议: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

开农村文化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不断

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修养和文化生活是贯彻党的十

八大会议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意，也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结合贾里村文化

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建议农村文化建

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切实推动农村文化事

业健康发展。
3． 1 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

生活与精神生活，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巨大推动作用。村两委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己任，经济、文化两手抓，拓宽文化渠道，丰富文化

内涵，把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当地特色文化相结

合，促进农村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
3． 2 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认识和

重视，加强农村文化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由区县级文化馆组织专人定期对从事文化活动

的文艺骨干进行有针对性的免费培训，区级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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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文化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各村文化交流，着力实

现村村有一支专门从事文化建设的专兼结合、稳定

的文化骨干分子队伍，切实提高农村文化建设的质

量、参与面及影响力。与此同时，健全文化组织机

构，健全管理、激励和制约机制，成立村级文化工作

领导小组，落实从职人员编制及待遇，提高业务素质

和水平，增强服务农村的责任心和创新能力。
3． 3 要积极引导农民学习文化，传承文化，使文化

建设深入人心

把文化建设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努力

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巩固促进农村文化

中如书画、秧歌、社火、庙会等传统文化的建设及发

展，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进文化“下乡”、“留

乡”、“种乡”，丰富其它形式的文化发展，积极营造

祟尚科学、文明向上的文化氛围，实现农村文化又好

又快的发展。
3． 4 “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引导农民进行科学的

文化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1］

鼓励农民向外向型、现代文化消费，通过积极正

确的文化消费改变目前文化消费不合理的现状，促

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3． 5 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和基本设施、改变文

化形式单调状况，加强文化活动室建设，满足

农民文化需求

调研显示 42． 79%的村民希望建立乡镇文化活

动中心，40． 12%的村民希望建立基层文化资源共享

中心，41． 9% 的村民希望增添村级文化活动器材，

33． 12%的村民希望构建村级体育健身器材等。为

此建议村委会和区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在文化建设和

开展文化活动时结合村民实际需求，如购置电脑、安
装宽带互联网、建立农村电子阅览室点播室、组织专

人对不会使用电脑的村民进行培训，鼓励并帮助村

民通过网络学习寻找发财致富之道。农家书屋要提

高购置图书的实效性，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

村民素质，培养四有村民。
3． 6 通过城乡、区域共建等多种方式推进农村文化

的产业化经营

设立农村文化专项资金，通过政府补贴、村企帮

扶合作等方式加大拓宽农村文化建设的经费来源和

保障，继续发扬着力创建农村特色的传统文化( 如，

泥塑、剪纸等) 。
“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时间跨度

大，涉及内容多，工作任务重，是当前国家实施的一

项重大战略工程。”［2］在党十八大精神和我国大力

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引领和指导下，加大政府对文

化的投入力度，实施文化惠民，努力为农村文化建设

提供所需要的位子、场子、票子、方子、路子，积极促

成宣传教育、文化娱乐及科普体育等一体化，让广大

农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Ｒeflection on New Ｒ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Take Jiali village as an example

JIAN AI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Xi’an Peihua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125，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rerequisite for building harmonious new countryside． It is reshaping
the image of new rural areas，farmers and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promoting a new social-
ist rural for scienc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Jiali
Village are analyzed and approaches to tackling these problem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Jiali Villag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Ｒural literary back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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