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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属于人民的文艺范
畴。源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
民，是群众文化的鲜明特征。70
年来，在辽宁群众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群众文化事业继续与时代同
频共振，特别是图书馆、博物馆、文
化遗产保护部门等群众文化服务
机构以更加综合多样的形式和内
容，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人
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近年来，辽宁省图书馆多措并
举，打通群众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构建以辽宁省图书馆为中心、
以分馆流动站为“点”、流动图书馆
为“线”、辽图约书为“面”覆盖全省
城乡的流动服务网络，形成了具有
辽宁特色的流动服务模式，在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和尝试。“图书馆+”下的
分馆流动站建设，先后在省内基层
建立了 150余个分馆流动站；2014
年，辽宁省图书馆的3台流动图书
车开始运行，“车轮上的图书馆”形
成了流动阅读风景线，现已行驶
11万公里、点对点服务4122点次、
读书人群500余万人次、受众面覆
盖全省；2018 年，辽图以“诚实守
信”为基础条件，打造了“图书馆+
信用+互联网+物联网”的群众文
化服务新平台，在省内任何一个地
方，只要动动手指在手机上操作，
借阅图书就能快递到家。

每逢双休日，沈阳市图书馆的
报告厅和多功能厅都会人气爆
棚。报告厅里举办的“经典阅读与
欣赏”“国学讲座”“魅力沈阳讲
坛”，从专业人士到普通读者都听
得津津有味；多功能厅的“星期
六剧场”就是地道的百姓舞台，
无 论 歌 舞 、戏 曲 、器 乐 ，还 是 评
书、朗诵等演出，导演、演员等参
与 者 都 是 群 众 文 化 的 志 愿 者 。
六楼自习室老年书画培训班义
务教授书画技艺。图书馆画院
成立近 10 年，利用展览大厅举办
了近 400 场惠民艺术展览，包括
馆藏文献展、主题书画展、儿童绘
画展以及传统文化和科普类展
览，还作了 200 多场传统文化艺
术类公益讲座。每年春节“闹新
春·过大年”书画展期间，辽沈地
区知名的书法家都会赶来免费为
市民写春联、写福字，书写现场充
满了笑声、掌声和喝彩声。

辽宁省博物馆于 2014 年 9 月

启动流动博物馆建设，2016 年底
已完成流动文化服务车购置、改装
及车体装修配套设施购置和人员
培训等相关工作，成为全国第四
家、东北首家拥有大型流动博物馆
宣展车的文博单位。流动博物馆
是文化惠民的“大众舞台”，让更多
的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博物馆
就在身边。考虑到不同受众群体
的文化层次、年龄结构、社会身份
等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宣传主
题和宣传内容，更好地帮助他们
接受文化精品的有益影响，有效
地提升群众的文化层次和欣赏水
平。流动博物馆现已深入乡村、
学校、社区、部队、企业等开展“文
化惠民送展进基层”活动 60 余
次，把博物馆文化送到百姓家门
口，将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爱国主
义教育以生动便捷的方式传达给
社会公众，让更多人分享这份文
化的馨香。

我省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
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大量灿烂辉煌
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创造了具
有鲜明民族民间特色和强烈时代
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目前，
我省先后公布了五批共 248 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 67
个项目入选国家名录；命名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 198 人，其中 58 人
被命名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
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
传统医药、民俗等类别。2008年8
月，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成立。2018 年 11 月，辽宁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辽宁
省文物保护中心合并组建辽宁省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物质文化遗
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终成一
家，从此有形的文化遗产有了灵
魂，无形的文化遗产有了依归。近
年来，非遗进校园、进社区，非遗公
开课、非遗专场展演等常态化、公
益性活动，成为让群众普遍受益的
一项新的文化内容。据匡算，仅非
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已惠民 50
余万人次。

顺应群众期待，满足群众需
求，我省群众文化机构植根辽沈
大地，以各自方式不断拓宽和延
伸群众文化服务渠道，群众生活
在哪里，群众文化就开展到哪里，
让城乡百姓的文化生活更丰富、
更精彩。

进入新时代，我省群众文化事业继续快速
发展，特别是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遗产保
护部门等以各自方式不断拓宽和延伸群
众文化服务渠道，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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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省群众文化活动从早期的单调状况向多元化方向不断发展，写
就一部凝心聚力、引领风尚、培根铸魂的历史。进入新时代，更是以愈加综合多样的方式不断
拓宽和延伸群众文化服务渠道，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呈现出百花竞放、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

群众文化悦民生、接地气，顾名思义，群众就是这项文化活动最坚实的主体，也是这项活
动最直接的受益者。人民生活在哪里，群众文化的源泉和宝藏就在哪里，群众文化活动就开展在哪
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民文化生活，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接地气的大讲堂 悦民生的大舞台

辽宁群众文化70年扎根人民丰饶精神需求
本报记者 赵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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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档案资料，聆听专家追述，
展现在眼前的是70年来辽宁群众文
化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图谱，折射出的
是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日新月异。

新中国成立后，我省各地陆续建
立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群众文化
事业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记者了解
到，沈阳市铁西区文化馆成立于1948
年11月27日，当时叫沈阳市铁西区民
众教育馆。在新中国诞生之时，该馆
被列入全国十大文化馆之列。

70年来，我省群众文化事业的发
展历程还需从来处讲起。记者就此
采访了辽宁省文化馆馆长王吉祥，并
查阅了相关档案资料，整理出这样的
发展脉络。

辽宁省文化馆成立于1956年4
月。建馆后即举办群众文化培训班，
为全省基层文化馆培训了数百名业
务骨干。同时，为满足基层群众文化
需求，创办了《大众艺术》杂志，即今
天的《辽宁群众文化》。当年12月，举
办了辽宁省首届农村群众业余艺术
汇演大会，参演人数近600人，这也是
全省群众文艺的首次调演。

随后，我省的群众文化活动活力
澎湃，到1965年，全省有文化馆、艺术
馆100个，有文化站163个。

改革开放后，我省群众文化活动
植根生活、表达现实，涌现出袁阔成
的评书《黎明之前》、王印权的快板

《伤痕》、史艳芳的河南坠子《三满意》
等一批优秀作品。

1980年全省群众文艺第二次调
演，精选出9个节目参加当年国庆汇报
演出。上世纪80年代，群众文化活动
枝繁叶茂，省文化馆先后组团赴日本、苏
联及欧洲等地举办画展和少儿艺术演
出。1991年，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
设立全国群众文化艺术政府奖“群星
奖”，截至上世纪末，我省共获9个金奖、
7个银奖、13个铜奖、4个优秀奖，曾两
次名列全国“群星奖”获奖数第一名。

此间我省群众文化服务网络职
能日益强化。到1982年，全省有文
化馆、群众艺术馆141个，有文化站
1311个，实现了县县有文化馆、乡乡
有文化站。1991年，全省开展了高标
准文化站和群众艺术活动基地创建
活动，经检查验收，有91个乡镇文化
站达到高标准要求。1993年，全省有
23个县（区）文化馆和24个城市街道
文化站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标准文
化馆（站）。到2002年，全省有文化
馆、群众艺术馆 148 个，有文化站
1346个，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

进入21世纪，我省群众文化活
动蓬勃发展，辽宁文艺新人电视大赛

《七星大擂台》，群星合唱团、小蜜蜂
合唱团赴国外演出……一项项活动，
一场场演出，群芳争艳，异彩纷呈。
2003年，省文化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
化馆。

近年来，我省进一步加强群众文
化阵地建设，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通过馆长联席会、群众文化工
作者培训班打造了一支素质过硬的
群众文化工作队伍，通过群众文化百
馆千站培训工程、群众文化万村培训
工程、周末百姓大舞台、红色文艺轻
骑兵等活动筑牢群众文化活动根基，
群众美术、书法、摄影等活动蓬勃开
展，群众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活动
社会效益显著，青少年文化交流培训
活动如火如荼，“互联网+群众文化”
思维日益深入人心。

2012年，我省积极推动“一市三
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一县
两馆”（文化馆、图书馆）、“一乡一站”

（文化站）目标的实现，全省建立了
2890个社区文化室、360个乡镇电子
阅览室。2016年，我省进一步推进市
县级文化馆、乡镇文化站标准化建
设，推进“一村一室一广场”建设，完
成全省所有社区和乡镇公共电子阅
览室建设。2018年以来，我省完善群
众文化设施网络，对未达到国家建设
标准的市、县（市、区）文化馆及乡镇
文化馆进行新建或改扩建，深入推进
文化馆（站）等群众文化设施免费开
放，提升免费开放服务水平，提高群
众文化参与程度。

王吉祥说，70年来，我省群众文
化活动从早期的单调状况向多元化
方向不断发展，进而从形式到内容愈
加丰富多彩，拓展和深化着辽沈群众
内在的精神生活，并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其中，坚持传递真善美。

70年来，我省群众文化活动从早期的单调状况向多元化方向不断发展，从形式
到内容愈加丰富多彩，拓展和深化了辽沈群众内在的精神生活，传递了真善美

群众在省图的流动图书馆阅览。

非遗专场展演。

辽宁省博物馆送展进军营。沈阳市铁西区文化馆举办“我和我的祖国”文艺晚会。

在辽沈大地上，遍布城乡的群众
文化馆站，既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引导
者、组织者、培训者，也是开展群众文
化活动的主阵地，为群众搭台，让群
众唱戏，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
活，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要。匡算表明，全省群众文化活动六
级网络体系每年开展惠民演出4万场
次，平均每天100多场。

沈阳市群众艺术馆无偿提供全
市人民喜闻乐见的各门类艺术形式
的辅导与培训，并开展与之相关的演
出、展览、赛事等公益性活动，免费为
合唱、舞蹈、朗诵、模特、评剧、京剧、
器乐7个艺术门类45支业余团队、近
2500人提供活动场所，是沈阳市群众
文化工作的组织策划中心、活动指导
示范中心、创作辅导培训中心和理论
研究中心，还是艺术类学科再教育的
大讲堂，百姓施展才华、展示自我的

大舞台。该馆副馆长白旭告诉记者，
沈阳市正在实施“创建艺术惠民之
城、打造北方合唱之都”文化战略，该
馆作为沈阳市合唱协会的实际执行
人，对全市合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全市民办合唱
团数量达1450个，参与合唱活动者
达30万余人。

张学明是凤城市青城子镇文化
站站长。他告诉记者，文化站的三间
瓦房被当地居民称为“百姓乐园”，阅
览室坐满了读书看报的群众，活动室
里聚满了下棋和吹拉弹唱的人，培训
室则进行书法班、书画班的培训辅
导。镇广场上的武术、广场舞爱好者
成了一道风景线，每月还在广场上放
映两场露天电影，当地居民就这样生
活在充满文化气息的环境里。

群众文化活动除了群众文化机
构举办的各类展览、讲座、培训、交流

等，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专业文艺团体的文化惠民活动也是
群众文化的重要内容。仅辽宁歌剧
院“五进”文化惠民演出就坚持了20
年，为无数个社区、乡村、厂矿、学校
和军营送去了欢乐。沈阳评剧院坚
持多年到市文化宫进行评剧惠民演
出，每年至少要演出20多场。如今，
越来越多的文化志愿者正成为群众
文化活动的新生力量。沈阳市民韩
柏是一名古琴爱好者，他感觉古琴因

“小众”而缺少交流学习的平台，就自
办沐桐琴书馆传承古琴文化。

群众文化活动在门类众多的文
艺形式中离群众最近，这种活动方式
贴近群众平凡的生活、感受群众寻常
的喜悲，最终从平凡之中升华出不平
凡，把群众生活的点点星光，共同汇
聚成群众求幸福、国家求富强、民族
求复兴的浩瀚星河。

我省群众文化活动植根于这方黑土地，质朴而深厚，体现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巨大力量。群众文化，悦民生、接地气，顾名思义，群众就是这项文化活动最坚
实的主体，也是这项活动的直接受益者

2018 年，“辉煌伟业 时代新
歌”全省农民广场舞展演活动举行。

2018年，“共绘新时代——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省群众绘
画、书法、摄影作品展”拉开帷幕。

2019 年，辽宁省文化馆“红
色文艺轻骑兵”送文化、下基层辅
导演出活动启动。

2019 年，“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欢歌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辽宁省群星奖精品节目
巡演活动启幕。

2019 年,辽宁省百县特色培
训活动启动。

2018 年 6 月，文馨苑首次面
向社会开放，成为辽宁首个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基地。

2018 年 9 月，成功申报的国
家艺术基金项目《评书表演艺术
人才培养》正式启动实施。

2019 年 1 月，“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2019 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展演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2019 年 3 月，辽宁创新推出
“非遗公开课”“非遗暑期夏令营”
等特色活动。

2019 年 6 月，三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
性记录工作成果被评为全国优秀
项目。

2017 年，全省图书馆学雷锋
志愿服务总分队正式成立。至
2018 年底，全省图书馆学雷锋志
愿服务分队已发展到64个。

2018 年，“辽图约书”正式上
线。辽宁省内 14 市读者足不出
户即可借阅辽图好书。

2019 年，“辽图任意读”服务
项目正式启动。“图书馆+书店”
联体借阅模式，让读者直接参与
图书采购环节，同时提高了图书
馆藏利用率。

辽宁省图书馆
近年举办的群众文化活动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大事记

2016年12月，辽博流动博物
馆宣展车首进军营。

2018年，辽博参与CCTV《国
家宝藏》节目录制。

2018 年 9 月，辽宁省博物馆
基本陈列“古代辽宁”开展。

2018年12月，中国古代书法
展（第二期）正式开幕。

2018 年，辽宁省博物馆获评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

2019年10月，辽宁省博物馆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开幕。

2019年10月，辽宁省博物馆
“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开幕。

辽宁省博物馆
近年举办的重大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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