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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化惠民 丰富各族人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

◎ 欧阳雪梅

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

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坚持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文化为民惠民摆在

突出位置，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完善公共文化机构运行机制，加强文化

队伍建设，推动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切实保

障各族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一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强力推进文化惠民，基本

形成覆盖城乡、较为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精

神文化产品日益丰富，各族群众文化获得感、自信

心不断增强，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一是加强理论武装，强化思想引领。通过重大

政策宣讲、开展纪念日活动、进行主题创作等形式，

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

自治区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读本》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藏文版等，供各

级干部学习。乡镇宣传委员和宣传干事、驻村工作

队员、驻寺干部以及双联户户长和基层党员干部进

村入户，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

别是“治边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和“加强民族团

结、建设美丽西藏”重要指示精神，推动中央精神落

地基层。在中央开展对口援藏 20周年、西藏自治

区成立5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纪念活动，进

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民族团结宣传

教育。

西藏电视台和《西藏日报》每天以新旧西藏对

比为主题或推出专题节目，或发表专栏文章。开展

“千村送戏巡演工程”，举办“千村百乡感党恩、跟党

走为主题的西藏今昔展览”，组织爱国主义教育影

片巡回播放等活动，使先进文化进农牧区、进社区、

进寺庙。出版《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略传》等一批

图书，推出《国魂》等一批译制专题片。开展主题文

艺创作活动，征集“中国梦·我的梦”原创歌曲 400

余首，举办“中国梦”小戏小品展演。创作了电影

《西藏的天空》、电视剧《西藏秘密》、歌舞《魅力西

藏》等富有西藏特色的优秀主题文艺作品，唱响了

主旋律、提振了精气神、凝聚了正能量。

二是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健全公共文

化服务体制机制。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

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为建设惠及全区各族群众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西藏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科学

的文化建设规划，发布了包括城市和农牧区基层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标准、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工作

准则、管理服务标准化建设指标、民间艺术团发展

和规范管理以及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等一系列

配套文件，明确目标要求和工作规范。各地市把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层层落实责任。

西藏公共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了政府公共财政的主

导作用，文化事业费投入增长迅速。2014 年比

2010 年增长 2.42 倍，远远高于全国增速。2012、

2013、2014 年人均文化事业费分别为 88.09 元、

102.45元、160.06元，分别位居全国第四、第三、第

一，2014年为全国的3.75倍。

三是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服务条件显著改善。基础公共文化设施是公共文

化服务的重要载体。西藏优先安排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的基层文化建设项目，推进地市图书馆和博物

馆建设，全面开展以基层为重点的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2015年，全区已建成群众艺术馆 8座、公共图

书馆 5座、博物馆 4座、自然科学博物馆 1座，结束

了西藏没有科技馆的历史。实现了74个县县县有

民间艺术团和综合文化活动中心，692个乡乡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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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文化活动场所，5609个行政村村村有农家书屋，

1787座寺庙寺寺有书屋。53％的县民间艺术团有排

练场，乡村业余文艺演出队达 2446支，建成 1600余

个文化广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从区到乡镇、

到村基层点全面覆盖。西藏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

施和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分别为 1164.35 平方米、

134.25 平方米，远高于全国平均的 269.51 平方米、

90.1 平方米，分别排名全国第一和第六位。全区初

步形成了区、地、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服务条件全面改善。林芝、山南两地成为第一、二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建示范区。

积极推进现代传播体系建设，显著提高了传播

能力。西藏累计新建、改扩建100瓦以上调频转播台

78座，50瓦以上电视转播发射台 78座，中波广播发

射台 27 座，卫星地球站 1 座，村村通广播电视站

9371座。省级广播电台1座 5个频率，听众遍及世界

50个国家和地区；省级电视台 1座 4个频道，节目实

现数字化，覆盖全国人口 7亿多人；地市级广播电台

6 座，电视台 1 座。全区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为

94.83％和 95.96％，90％以上农牧户实现了“户户

通”。通过直播卫星接收设备，农牧区每户能够收听

收看到40至 70多套数字广播电视节目，所有的寺庙

也实现了广播电视全覆盖。互联网普及率由 2010

年 的 27.9% 增 长 为 70.7％ ，已 大 大 高 于 全 国 的

50.3%，农牧区移动互联网覆盖率达到65％以上。东

风工程完成 80%的项目建设任务，基础设施设备建

设与更新改造及发行网点建设，使《西藏日报》的发

行时间由原来的10天左右缩短至3天以内。

四是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增长，群众性文

化活动日益丰富。随着各级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体系

的初步形成，西藏组织开展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流动

文化服务、广场文化服务等三大活动。全区“三馆一

站”免费开放活动每年近2.2万场次，受益群众近300

万人次。每个农家书屋配送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

为993种、2760册（盘），寺庙书屋配送的图书、报刊、

音像制品为 472 种、1052 册（盘），其中藏文版占

80%。如今，农牧民碰上技术问题就可以上网或者

去书屋查资料解决。全区已形成“全民阅读推广”

“文化遗产系列展览”“拉萨雪顿节”“珠峰文化旅游

节”“望果节”等群众性、常态化品牌文化活动 90个；

拥有566个电影机构，其中478个农村电影放映队全

部实现数字化放映，农牧区公益放映电影每个行政

村平均 1.6 场。艺术表演是最受群众欢迎的文化惠

民工程，2014年西藏艺术表演团体有 88个，演出场

次达5400次，观众共计412万人次；在艺术团体送戏

下乡的基础上，通过开展民间艺术团调演，组织民

歌、摄影、电视舞蹈、曲艺、藏戏、业余歌手等艺术比

赛形式，形成了专业演出队下乡、业余演出队进城的

城乡互动局面。

现代传媒系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产品。截至

2014年底，出版各类图书547种，其中藏文图书种数

占比超过 80％；有 14种藏文期刊、11种藏文报纸出

版发行。全区广播电视开办有新闻、专题、文艺、体

育等 10多种类型的节目，200多个栏目，比 2010年

增长近 2倍。其中，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共开办 42个

藏语（包括康巴话）节目栏目，藏语新闻综合频率每

天播音达21小时 15分钟，康巴话广播频率每天播音

18小时，西藏电视台藏语卫视实现了 24小时滚动播

出。广播节目译制量达 10200小时，电影译制量达

80部，电视剧译制量达 1522集，比 2010年分别增长

了3.8%、90%、30%。为满足互联网时代群众的资讯

需求，西藏日报社、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电视台

等作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试点单位，推

动报网、台网融合发展。西藏日报社积极推进全媒

体集团建设，形成了以《西藏日报》为中心的“九报、

一刊、四网、四微、一网群”19个新闻媒体矩阵。全区

12家报刊创办了数字报刊或网站、手机报，还推出了

面向基层农牧民群众和寺庙僧尼的移动视频客户端

和藏语语音手机报。

五是壮大基层文化队伍，为公共文化建设提供

支撑。西藏 2011年发布《关于加强全区县级和城乡

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加强

县、乡宣传文化部门组织建设，充实和培训基层宣传

文化队伍，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民间文化人才队伍

建设与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2012年发布《关于

开展乡镇机构改革 进一步加强乡镇组织和政权建设

的意见》，开始在乡镇事业机构中设立文化服务中

心。为满足迅速发展的基层公共文化建设需要，实

施文化事业单位先于公务员考试招录政策。2015

年，全区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专职人员达到 25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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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文化站人员达到 2788 名。专业文艺团体和县

民间艺术团有专职工作人员近 4000人，乡村业余文

艺队兼职人员达到近5万人。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

实行招聘制等方式，稳定兼职演职员队伍。2015年，

区内外选派、挂职、培训文化工作者 5097人次，有力

地提高了文化队伍人员素质。

二

总体来看，西藏自治区推进文化惠民工作的成

功实践，积累了以下有益经验。

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对文化工作的领

导，是西藏文化惠民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特殊的

区情决定了西藏在国家文化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文

化的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西藏坚持把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后，西藏成立了以区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宣传

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各级党委“一把手”的政治

责任与领导责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协调指

导、各部门分工协作的思想文化工作机制，坚持靠前

指挥、直面挑战、及时指导，有力地保证了党对思想

文化工作的领导。同时，报刊、电视台、新闻网站等

媒体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的属地管

理原则，强化阵地意识，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

二是着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工作是

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

国家政治安全。十四世达赖集团把西藏作为分裂渗

透的重点区、破坏捣乱的主战场，千方百计与我们争

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使西藏始终处在意识形

态斗争的风口浪尖。西藏针对错误思想敢于亮剑，不

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

全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通过送书

下乡、送戏下乡、主题创作等各种形式，统筹文化宣

传、文化建设，确保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引导各

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

观，充分发挥文化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促

进和谐的作用。

三是充分利用特色文化资源。西藏是“重要的

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有着特色鲜明、形态多

样的地域民族文化。西藏坚持在文化创作与生产过

程中，吸收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重视藏语舞台

艺术、出版物、广播影视节目和数字文化等的制作和

供给，注重作品体现浓郁的民族特色，凸显西藏山

美、水美、人美、风情美和建设成就美。坚持让各族

群众在创作和享受文化的过程中发现美、感知美，既

利用特色优势资源提高了民众的收入，也使民族文

化得到传承和发扬，更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融合。

四是注意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在

推进文化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两只手”作用的

发挥是西藏文化惠民得以实现的保证。西藏大力推

进文化企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重大文化工程建

设，积极组织文化精品创作，极大改善了文化的基础

设施条件，并保证了文化产品质量。同时，加快发展

文化产业，创造条件支持鼓励文化产业走向市场，推

动西藏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产业优势转变。近 5年

来，4000余个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走向市场，丰

富了文化产品供给，提高了文化产品服务质量。

五是切实用好特殊优惠政策。党中央给予西

藏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是推进西藏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的强大引擎。西藏用足用好中央支持

西藏发展的投资、财政、税收、金融、援藏等政策，有

力推动了文化惠民工作。如地（市）、县（区）、乡

（镇）开展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经费由中央承

担 80%；2012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化文物援藏工

作会议，确定了 77个文化援藏项目，这些都为文化

惠民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口支援地区和企业为西

藏的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设了许多大型标

志性文化设施。文化部派技术干部、组织文化志愿

者援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逐年加大对西藏干

部专业技术教育培训支持力度，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西藏对口单

位实行双向挂职交流工作机制。这些都有效破解

了西藏文化发展的资金、技术、人才短缺瓶颈，提升

了文化设施和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开创了西藏文化

惠民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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