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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与农村公共文化优先发展 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文化冲突与融合

◎吕振兴

1  前  言

我国文化起源于农耕文明，在农耕文明时期，乡村文化是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

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是共同体。直至鸦片战争，才出现了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分离。

随着 1909 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区分开始具

有了法律依据，城乡二元社会开始萌芽，城市文化开始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城

乡文化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按照特有的逻辑不断地发展和演变，并最终发展成为两种具

有不同内涵、相互对立的文化子系统—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较之于城市文化，目前

普遍认为乡村文化是乡村居民与乡村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创造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体

系，“具有凝聚人心和规范村民行为的作用，是调节乡村社会关系，维持村民正常生产

和生活秩序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农民的重要精神依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2014—2020 年）》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再次得到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关

注。2020 年，习近平在浙江调研时指出“要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带动建设好美丽乡

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题建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

镇格局。”与此同时，关于新型城镇化文化建设的研究文献也不断增多，如新型城镇

化文化发展战略研究（范周，2019）、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问题研究（邹丽

萍，2018）、新型城镇化与文化发展（王晖，2014）等。相比之下，关于新型城镇化

与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因此，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就新型城

镇化发展对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带来的影响为切入点，探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

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农业协作生态系统绩效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

（19BJL039），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一般项目“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新机制研

究（Y20194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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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实施意味着城市与乡村开始了双向发展，人民对社会的需求也不

仅局限于物质经济层面的，文化层面的需求同样与日俱增，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地

域历史文脉受到了更多重视。受城乡二元文化影响，乡村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城

乡居民在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上的冲突和差异也较大。随着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城乡

文化差距阻碍了城乡文化有效融合，优秀的乡村文化得不到城市文化认可，城市文化也

难以渗透到乡村文化建设之中，这种文化的不融合性对乡村文化建设价值取向产生了严

重影响。

2.1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助推现代化城市文化流向乡村的同时，引起乡村文化流失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文化不断向乡村地区输入、渗透，对乡村传统文化造成

极大冲击。更有甚者，瓦解了乡村原有的文化秩序，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化问题，出现传

统古村落破坏、物质文化遗产消失，或者乡村个性缺失、陷入“千村一面”的窘境等问

题。数据显示，2000 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 363 万个，到 2010 年已锐减为 271 万个，

这意味着平均每年自然村的消失数量近 9 万，	每天要消失 200 多个，而且这一数量在

逐日增加。村庄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农业生产与人口的消失、土地的荒芜、古建筑的荒

废，也意味着传承悠久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生产技艺、风俗习惯等的消失，更意味着

乡村文化的地域性、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消失。

2.2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助推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流向城市的同时，引发城乡文化冲突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 2019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9	077 万人，外出农民工

17	425 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 13	500 万人。大量的农

民工进城，把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到一起，给塑造城市发展追求时尚个性带

来动力，但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和对冲的可能性，给城

乡文化融合发展带来新的严峻挑战。事实上，当前我国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因为文化差异

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巨大威胁之一。他们之间既有心理层

面的相互疏离和排斥，也有深层次价值观的冲突。

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冲突

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作为系统性存在，每一个系统由内到外包含了精神文化、制度

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等四个基层文化层次。那么，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下城乡文化

的冲突和差异也必然体现在物质文化、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四方要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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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城乡物质文化的冲突

如果说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

设等巨大投资需求，那么城乡物质文化的冲突则主要是反应在基础公共文化设施和大部

分文化举措等方面上的差距。

（1）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差异。相较而言，城市文化设施齐备，居民文化生活

质量也较高。在乡村，因资金有限文化设施匮乏，村民的文化生活也十分贫瘠。城市居

民司空见惯的音乐会、博物馆、海洋馆等随处可见，大部分村民生活中没有这样的词

汇。湖南卫视《洞穴之光》系列节目中有一期：一所山村的农村学校，一个洞穴就是一

所教室，一块木板就是一张书桌，墙角的蜘蛛网就是孩子们感知的“网络世界”。这与

城市现代化的教学楼，一应俱全的教学设备大相径庭。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个案，但

这也反映一个简单又普遍的问题，农村和城市在物质文化建设上差距巨大。以 2018 年

文化机构情况为例，全国农村乡镇文化站为 33	858 个，乡镇总数为 37	334 个，占比为

0.91；农村人口总数为 56	401 万人，万人均占比仅为 0.6 个。（数据来源：《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 2019》、国家统计网）。

（2）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举措差异。一是文化教育设施分布非均等化。数据显示，

每年仍有 50 万—60 万学龄儿童辍学。（白描，2019）虽然中央财政教育已经加大重点

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但目前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无论硬件设施条件还是教

师的薪资水平、发展空间，都不足以吸引或留住人才，师资力量仍然薄弱。以全国分地

区小学办学条件为例，运动场地面积、图书数量、计算机台数以及教学与仪器设备资产

值分别仅占全国总量的 44.7%、29.8%、30.4% 和 26.2%（表 1），文化教育设施分布极

不平衡，也凸显出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严重落后于城镇地区。二是基本卫生医疗服务

设施非均衡化。我国的城乡卫生医疗资源配置差异较大，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走的是一条

城镇高水平、乡村低覆盖的路子。乡村公共卫生服务设施落后，尚存在无卫生所或专职

医生护士等情况。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9 年数据，全国“平均每千农村人口卫生

室人员”为 1.54，以浙江省为例，“村卫生室”为 11	483 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为 7	312 个，“平均每千农村人口卫生室人员”仅为 0.92，“设卫生室的村数占行政村

数比重”为 46.5%（表 2）。调查显示，浙江省磐安县仁川镇天网片 9 个自然村，均没

有任何基础卫生医疗设施，更何况，深度贫困乡村地区。

表 1  2017 年城乡地区小学办学条件对比

地 区
运动场地面积

( 万平方米）
图书 ( 万册 )

计算机数

（万台）

教学仪器设备

资产值 ( 亿元）

校舍面积中危房

面积 (万平方米）

城区 16	055.0 77	927.4 452.7 598.9 95.24

城乡结合区 3	921.5 13	686.6 80.4 91.5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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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运动场地面积

( 万平方米）
图书 ( 万册 )

计算机数

（万台）

教学仪器设备

资产值 ( 亿元）

校舍面积中危房

面积 (万平方米）

镇区 24	306.2 82	728.8 418.9 448.0 142.95

镇乡结合区 8	071.7 24	386.4 126.8 123.2 44.11

乡村 32	653.0 68	198.8 380.6 370.9 328.07

统计 73	014.18 228	855.02 1	252.20 1	417.71 566.26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7）》。

表 2  2018 年各地区农村村卫生室和人员情况

地 区 村卫生室 ( 个）
设卫生室的村数占行

政村数比重 (%)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 人）

平均每千农村人口

村卫生室人员 (人）

全国总计 622	001 94.0 907	098 1.54

… … … … …

天	津 2	511 70.6 4	600 10.65

上	海 1	162 73.9 717 5.78

江	苏 15	311 100.0 27	000 1.61

浙	江 11	483 46.5 7	312 0.92

山	东 53	246 76.5 101	069 2.19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9）》。

3.2  城乡观念文化的冲突

长期以来的城乡物质文化二元特性，不仅能让人能很容易地把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

区分开来，更有甚者，因为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形成了“这就是农村，这才是

城市”等固有认知。

（1）思想观念的差异与冲突。由于不同文化的覆盖，在思想观念上城市人和乡村

人有诸多差异和冲突。大部分农民向往城市文化，渴望城市文化的繁华与色彩，但又具

有保守心理，接受城市文化也比较迟缓，造成城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障碍，农村文化被

边缘化。农民工大量进城，把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到了一起，但在城市居

民眼里，只要你是农民，不管你在生活在农村还是定居在城市，永远都是城市的“农民

工”。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对冲的可能性，给城乡

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带了新挑战。

（2）价值取向的差异与冲突。城乡居民既存在心理层面的相互疏离和排斥，也有

着深层次的价值观方面的冲突。相对于城市居民，农业转移人口对眼前利益更加看重，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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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父母期望子女进城务工，能够有个工作挣钱就好，创新意识和进取意识也相对弱。

随着“市民化”的深入，在他们身上兼具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部分优点，也在一定

程度上集中了他们的缺点。他们依然留恋过去的生活方式，在社区里面种菜、豢养家畜

等，这些都是典型的农业活动，但在城市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缺乏从事农业活

动的条件，种菜要破坏绿化，家畜粪便会污染环境等，农业转移人口过去的生产生活方

式和现如今的城市社区环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3.3  城乡行为文化的冲突

行为文化主要是指在特定环境下所形成的人们普遍采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

及与这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社会交往方式。那么，城乡居民行为文化冲突也

必然体现在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和社会交往方式的冲突上。

（1）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长期以来的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差异，城乡居民逐渐

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人为阻断了城乡居民

的文化交流，使城乡居民之间对对方的文化生活方式了解甚少，误会越来越多，甚至逐

渐产生了相互排斥的文化心理，这是引发当前一些地方城乡文化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

之一。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及构成为例，从 2014 年到 2018 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从 8	382.6 元增加到 12	124.3 元，增幅达 44.64%；但其中“教育文化娱乐”占比仅从

10.3% 升到 10.7%；2018 年“衣食住行”人均消费达到 8	643.9 元，占比高达 71.3%（表

3）。城市居民长期居住在城市，主要从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等非农工作；乡村农民

主要从事农耕、养殖等比较辛苦的工作；城市人择业观念比较强，大多数人的就业期望

值比较高，不愿意从事体力性、比较辛苦的工作。

表 3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及构成

指  标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消费支出 ( 元 / 人） 8	382.6 9	222.6 10	129.8 10	954.5 12	124.3

( 一 ) 食品烟酒 2	814.0 3	048.0 3	266.1 3	415.4 3	645.6

( 二 ) 衣着 510.4 550.5 575.4 611.6 647.7

( 三 ) 居住 1	762.7 1	926.2 2	147.1 2	353.5 2	660.6

( 四 ) 生活用品及服务 506.5 545.6 595.7 634.0 720.5

( 五 ) 交通通信 1	012.6 1	163.1 1	359.9 1	509.1 1	690.0

( 六 ) 教育文化娱乐 859.5 969.3 1	070.3 1	171.3 1	301.6

( 七 ) 医疗保健 753.9 846.0 929.2 1	058.7 1	240.1

( 八 ) 其他用品及服务 163.0 174.0 186.0 200.9 218.3

消费支出构成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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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 一 ) 食品烟酒 33.6 33.0 32.2 31.2 30.1

( 二 ) 衣着 6.1 6.0 5.7 5.6 5.3

( 三 ) 居住 21.0 20.9 21.2 21.5 21.9

( 四 ) 生活用品及服务 6.0 5.9 5.9 5.8 5.9

( 五 ) 交通通信 12.1 12,6 13.4 13.8 13.9

( 六 ) 教育文化娱乐 10.3 10.5 10.6 10.7 10.7

( 七 ) 医疗保健 9 9.2 9.2 9.7 10.2

( 八 ) 其他用品及服务 1.9 1.9 1.8 1.8 1.8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9）》。

（2）社会交往方式的冲突。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农村文化生活方式各有特点和优

势，农村社会关系是主要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的熟人社会，城市的社会关系主要

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依靠契约、业缘关系等原则来调节彼此关系。这些差异是城乡居

民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是人类生活实践的产物，既具有形成的客观性，也有

存在的合理性，本身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然而，在城乡物质文化二元背景下，这种

差异易被人为地贴上了身份标签，成为城乡居民互相疏离和排斥的理由。

3.4  城乡制度文化的冲突

制度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风俗习惯、价值信念、

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等意识观念或文化形态。那么，所谓城乡制度文化的冲突主要是

指城乡之间实行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所引发的意识观念或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与冲突。

（1）城乡制度建设上的差异与冲突。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意识到城乡二元结构

及其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并在制度层面进行了些调整和创新，以

缓解城乡矛盾。例如，取消了统购统销制度、放开了城市的户籍制度，以缓解城乡矛

盾。就目前而言，农民工进城实现了就业的非农化，但仍无法摆脱“农民工”身份。截

至 2018 年底，仍有 2.26 亿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中

65% 分布在地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这严重打击了乡村居民参与城乡融合发

展的积极性。此外，除了原有的城乡分治制度尚未完全根除之外，还产生了一些新的产

权、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资金投入等城乡分治制度，城乡二元制度格局并没有得到根

本解决。

（2）城乡制度管理上的差异与冲突。中国城镇化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

置机制需要加强制度创新，这涉及上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财税制度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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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的改革。制度创新势必给城乡管理上带来冲突和挑战，尤其是需要重新定位政府

功能和职责，给城乡居民政治、经济等平等地位。目前，由于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等的制约，我国农民工即使在空间上迁入城市，也很难从精神上彻底融入城市，长期处

于“住在城市中，却生活在城市之外”的尴尬境地，严重阻碍了城镇化进程、制约了城

乡资源流动。

4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融合

在各地的城乡文化融合实践探索中，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真正做到了有内涵、

见实效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在广袤的之江大地上，文化礼堂让乡村文脉有了新的传承

载体，让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有了新的发展途径。

4.1  在物质文化方面，加快城乡文化基础设施融合建设

（1）加强城乡文化基础设施的功能融合。一是以政府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社

会力量，形成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全面融合城乡文化活动室、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基层网点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为乡村居民提供精准、高效、实用的公共文化服

务资源。二是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充分利用好农村原有文化馆、

文化站和农家书屋等文化设施的基础上，在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推广建立公共篮球场、

网球场、文化广场，配备相应数量的乒乓球桌等“三场一桌”基础文化设施，使农村开

展文化活动设施齐备、功能齐全。三是建立和创新城乡基础文化设施共享，推进农村文

化礼堂“互联网＋”建设，根据乡村文化发展的实际需求，让城市公共基础文化实施向

农村居民定期免费开放，并集中免费接送农村居民进城参与文化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农

村居民更好地了解城市、熟悉城市。

（2）加强城乡文化服务举措的内容聚合。一是加大城市优质文化服务资源帮扶。

从目前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情况来看，“大都是以文化与自然资源为卖点，简单、粗

放的产业手段为途径迎合消费者需求，其产业类型也不过是手工艺品、特色服饰及纪念

品制造和销售、民俗民间风情演艺、休闲和旅游观光等”，缺乏乡村文化产业生态化转

型“内核”。需要通过建设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创新推出“文化定制”

等服务平台，拓宽基层文化服务信息渠道，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的“造血”机能。二是鼓

励城市居民走向农村，让更多的城市居民到农村了解农村文化、体验乡村生活，通过参

与农村的文化生活，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更加深人地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为培有

城乡健康文化生活方式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三是加强城乡文化服务共享互联，推进城

乡“文化走亲”活动，按照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共建共享需求，以各地常住

人口为依据，统筹考虑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需求，促进城乡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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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观念文化方面，加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

（1）文化礼堂建设彰显红色文化。红色文化起源于 20 世纪中国特殊的“革命”时

代环境，是中华民族的深刻记忆，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15]，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

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先进文化。一是农村文化礼堂作为培育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需要做好弘扬红色文化的使命。把农村

文化礼堂建成集理想信念教育、革命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体验、廉政精神教育合一的红色

教育实践基地。二是利用网络自媒体传扬记忆红色文化传承，通过开展网络纪念馆等，将

“人”与“事”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历史事件更加生动活现。用 VR、实景体验等新技术

创造历史革命的真实场景，讲好党史、国史故事。三是打造与浙江“三个地”和“重要窗

口”相适应的文化高地，大力推进宣传教育，让党的声音在农民群众中入脑入耳、深入

人心。

（2）文化礼堂活动开展弘扬真善美风尚。农村文化礼堂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活

动场所，而是乡村居民的精神文明家园，更是展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一是增强

开展乡村文化活动的仪式感、使命感和存在感，深入开展各类“最美”系列评议评选

和宣传展示活动，着重凸显教化、育人、宣传功能，把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传承融入

日常活动中。二是重视乡村特性文化展示，抓住乡村传承的独有文化符合，深入开展

民俗乡土文化、农耕饮食文化、民间工艺文化活动等。三是倡导良好家训乡风。开展

“立家规传家训”和“耕读传家”等活动，提升乡村民俗、民族风情、乡土文化等文

化品位。围绕“乡贤回归工程”，开展“举乡贤、颂乡贤、学乡贤”活动，深入挖掘

历代“先贤”，展示乡贤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学习“最真”、追随“最善”、

争做“最美”。

4.3  在行为文化方面，完善城乡公共文化生活互通共享

（1）建立和完善城乡健康文化方式的教育宣传方式。一是培育城乡健康文化生活

方式，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教育宣传机制，宣传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引导乡村居民

形成讲文明、讲卫生、防疾病的良好习惯，助力乡村文明为培育城乡健康文化生活方式

奠定思想基础。二是通过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活、普及乡村文化品牌，增强城乡居

民的民族文化情感。通过“送文化”“晒文化”等形式，拓展乡村优秀文化和城市现代

文化的宣传渠道，促使城乡居民形成正确的文化生活观，增强城乡居民建设文明健康文

化生活的自信。

（2）建立和完善城乡健康文化生活方式的培育和养成。文化在本质上是“人化”，

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教育人、塑造人。培育城乡健康文化生活方式不仅需要宣传和教

育，更需要培育和养成。一是加大政府对积极健康文化生活活动的扶助力度，开展“送

城市文化下乡”“请乡土文化进城”等活动，使城乡居民积极参与健康文化生活，形成

良好的文化生活习惯。同时，设立城乡文化活动专项基金，为城乡健康文化生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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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推广和开展提供保障。二是建立定期评选“文明家庭”“文明村民”“文明市民”

等的制度，把参与文化生活的情况作为重要内容，加大奖励力度，积极鼓励参与健康文

化生活，具有良好文化生活习惯的家庭、人格的先进事迹。三是将参与文化活动情况列

入“社会征信”系统，把参与和组织不健康文化生活活动视为失信行为，严惩不健康文

化生活活动的组织和参与者。

（3）建立和完善城乡文化生活文化方式的交流互动机制。一是建立和完善创新文

化生活的交流互动机制，加大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支持力度，在“三下乡”的基础上继续

探讨城市帮助农村，丰富农村日常文化生活的途径，让更多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

受到城市现代文化生活。二是建立农村文化“进城”制度，让具有农村文化特色，反映

新农村建设成就的文化艺术走进城市，走进城居民生活中，让城市居民更好地了解农村

和农民。三是建立城乡居民定期共同开展文化活动的制度，逐步形成城乡居民文化生活

交流互动的长效机制，使城乡居民之间的文化生活交流互动长期化、常态化，为城乡文

化生活交流提供制度保障。

4.4  在制度文化方面，保障城乡村文化服务融合

（1）完善城乡制度互融共生机制。一是健全多元投入服务机制。推动公共服务

向农村发展，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建立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科技

人才支撑机制、财政投入机制、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等，推动人才、土地、资本、文化

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二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社

会保障体制相结合，加快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镇便捷落户，促进有能力在城镇就业和

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同时，匹配与户籍制度相关举措，维护进城落户农民

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让进城的进的放心、留在乡村的留的安心，实现城

乡协同发展。

（2）优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一是按照“政府补助、市场运作、信贷扶

持、农户自筹”思路，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二是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培育多元供给主体，

健全多元投入服务保障机制，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当中。三是加强支

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

资金投入来源，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效率和品质。

（3）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体系。一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服务治理能力。党的十九

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通过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

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全面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依法保障城乡居民公

共文化权益。二是强化评估结果为依据的激励机制。科学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实施乡村

文化人才培养工程，对公共文化服务创新人才加大表彰奖励力度，提高薪酬待遇。设置

专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等形式对优质乡村文化礼堂建设进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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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语

日前，新型城镇化已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和趋势，城镇化不是城市消灭乡

村的运动，不能想当然地运用所谓标准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取代既有的乡村发展规律，尤

其是在文化领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需要以一种“活化”方式来体现对文化发展

规律的遵循，基于此，针对当前城镇化演变中出现的诸如城乡文化在文化取向、生活方

式、价值观念、思维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变化，笔者根据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科学内

涵，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视角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即加快形成城乡文化基础设施

融合建设、加速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健全城乡文化融合机制等举措，实现城乡

文化共生融合发展。同时，目前学界关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研

究成果相对缺少，笔者期待自己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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