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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与实施      

--在2018年度汉藏文化交流第二期培训班（成都站）上的讲课内容 

 

四川省文化馆  吕骑铧 
 

2019年10月15日 （省图书馆）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天下的难事，都是先从
容易的地方做起；天下的大事，都是从细微的小事做起。） 
原典如下：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

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
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三章》
【译文】 
  做那些别人还没觉察到就该做的工作，办那些还没发生事故之前就该办的事，体
味那些没有散发出气味之前的气味。要把小的征 兆当成大事，把少的征兆当成多
的后果。用恩德对待他人的怨恨。 解决难事要从还容易解决时去谋划，做大事要

从细小处做起。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天下的大事都是从细
小的地方一步步形成的。因此圣人始终不直接去做大事，所以能够成就大 的功业

。轻易许诺肯定难以兑现，把事看得太容易肯定会遇到太多的困难。因此圣人要
把它看得困难一些，所以最终不会遇到困难。 

 

http://www.so.com/s?q=%E6%97%A0%E4%BA%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A3%E4%BA%B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D%BB%E8%AF%BA%E5%BF%85%E5%AF%A1%E4%BF%A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D%BB%E8%AF%BA%E5%BF%85%E5%AF%A1%E4%BF%A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E%B7%E7%BB%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AF%91%E6%96%8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第二阶段： 

        1949年—1978年，“文化馆（站）建立时期”。（计划经

济体制时期） 

        特点：建立文化馆（站），工作上强调为政治和中心工

作服务。 

        事件：1、1952年5月，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

“人民文化馆”改由各级文化行政部门领导管理，文化部

将“人民文化馆”改为文化馆（2430所）。2、1955年文化

部在北京、浙江建立群众艺术馆。3、各地兴办乡镇文化站。

4、“文革”期间受到冲击。 

      

     文化馆（站）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 

        1911年—1949年，“民众教育时期”。 

        辛亥革命后,各省组建了通俗演讲所、通俗

教育馆和社会教育馆，后统称“民众教育馆”，

有近千个。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了教育

部，借鉴苏联做法，改造“民众教育馆” 为

“人民文化馆”（986所）。 



举办化活动 

                                           文化馆的前世 

  
 

——民众教育馆 
          1.传播中华历史人文；2.传播科学知识；3.引导公
民读书识字；4.艺术、工艺普及；5.帮助公众养成良好
健康的生活习惯；6.敦睦乡风、家风、民风。 
        ——文化馆的演变：从民众教育馆到群众艺术馆，

到“唱唱跳跳”馆。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1979年—2002年，“群众文化时期”。 （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逐步建立市场体制时期） 

       特点：文化机构全面恢复，完成省、地区、县、乡四级文化机构网络布局；为

经济建设服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文补文”；推行馆长（站长）负责

制；重视文化立法。 

       事件：1、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中发【1981】

31号）。2、1982年将实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乡有文化站”列入“六五

计划”。3.1987年印发《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颁发文化事业

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管理办法》（文计字【1987】94号）。4、

1992年2月文化部颁布《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1992年5月文化部颁布

《文化站管理办法》。 

       

           2003年至今 ，“公共文化时期”。 

     特点：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实践“文化惠民”。 

      事件：1、2003.6.26.国务院第382号令颁布《公共文化体育

设施条例》。2、2009年文化部颁发《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

法》。3、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4、免费开放：2010年3月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

“推进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免费开放… …”5、评

估定级：2003年开始，4年一次。6、2017年3月1日施行《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开展全民艺术普及。7、2017年05月04日文

化部出台《“十三五”时期繁荣群众文艺发展规划》 

      文化馆（站）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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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相关概念的梳理   

• 二、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概念     

•  三、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要素   

•  四、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过程     

•  五、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方案的撰写 

•  六、群众文化活动的实施程序   

•  七、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典型案例（舞
台艺术类、视觉艺术类、文学创作类、
非遗传承类、综合类）  

•   八、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的塑造         

  



 第一阶段： 

（一）群众文化 
  群众文化的概念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

义： 
  从文化现象层面讲,群众文化是人民群

众以自身为活动主体,以文学艺术为
主要内容,以满足自身精神文化生活
需求为目的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人民
群众在闲暇时间,按照美的规律,自
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
会性文化。 

   从文化建设层面讲，群众文化是群众
的文化生活形态、群众文化活动、
群众文化工作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
度、组织、机构、设施等各种要素
的集合体。 

• 群众文化是与专业文化、
市场文化等相对应的概念
。群众文化的主体是人民
群众自身，其目的是满足
群众自身精神文化生活需
求；专业文化的主体是专
业文化工作者，其目的是
为满足受体（社会）的文
化需求；市场文化的主体
是文化产业，其目的是满
足市场的文化需求。 

一、相关概念的梳理 



 第一阶段： 

                 我国的群众文化
是由群众文化活动、
群众文化事业、群众
文化机构、群众文化
工作、群众文化群体
、群众文化理论等要
素构成的一个完整的
体系。  

• 群众文化的形态大致
分为8种：城市群众文
化、社区群众文化、
农村群众文化、集镇
群众文化、村落群众
文化、企业群众文化
、校园群众文化、家
庭群众文化。 

一、相关概念的梳理 



 第一阶段： 

• （二）公共文化 

     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
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
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文化
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基本
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
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  

•  公共文化,即那些具有公共性

的文化领域、设施、空间、行
为、活动、产品与服务。其具
体领域大致包括:公共文化设

施、公共文化活动、公共文化
空间的营造(如可供公民自由
出入的文化广场、博物馆等)
或涉及公共文化空间的限制(

如剧本内容审查、禁止在街道
无 

     牌演唱等)等。  

一、相关概念的梳理 



 第一阶段： 

• （三）公共文化服务 

       2017年3月1日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第二条 本
法所称公共文化服务，是
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
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
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
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
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
关服务。”                  

 

一、相关概念的梳理 



 第一阶段： 

• （四）群众文化活动 
•   1.概念。群众文化活动

是指人们在职业之外为满
足自身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而采取的文化行为,是群
众文化功能、价值的承载
体。简单的讲，凡是人民
群众在工作之余直接或间
接参加的文化活动就是群
众文化活动。 

•  2.内容。因为群众文化是
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所
以群众文化活动的主要内
容就是群众的文学艺术活
动（包括：文学、美术、
书法、摄影、音乐、舞蹈
、戏剧、曲艺、传统工艺
、非遗传承等。《保障法
》中：全民阅读、全民普
法、全民健身、全民科普
和艺术普及、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活动。） 

一、相关概念的梳理 



 第一阶段： 

•  3.形式。室内活动（

场馆活动）、室外活
动（广场活动、户外
活动）、数字活动（
网络、电视、电影等
）。 

•  4.类别。从活动形态
特征属性上划分，可
分为静态类（视觉艺
术类）和动态类（舞
台艺术类）；从规模
上划分，可分为大型
群众文化活动和中小
型群众文化活动。 

一、相关概念的梳理 



 第一阶段： 

•   5.基本特征。群众文

化活动具有存在上的
广泛性、时间上的闲
暇性、目的上的功利
性 、效应上的双向性 

、内容上的丰富性、
形式上的多样性。  

•  6.管理。（1）管理内容：活
动方向、活动内容、活动形
式、活动组织和队伍。（2
）管理原则：尊重群众意愿
、遵循文化艺术规律和活动
规律、依靠群众自我管理、
以人为本服务优先。（3）
管理方法：综合管理法、目
标管理法、协同管理法、委
托管理法。 

一、相关概念的梳理 



 第一阶段： 

• （五）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基本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将

“品牌”定义为“产品的牌子,特
指著名产品的牌子”。顾名思义,
群众文化的活动品牌应该是在不
同地区广泛开展的各类群众文化
活动中,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能
能够吸引群众主动参与的、长期
坚持开展的知名群众文化活动。  

• 按照《全国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评估标准》中设定
的指标,现现阶段群众文化
活动品牌可定义为:“连续
开展三年以上,覆盖辖区、

群众喜爱、参与面广、特
色鲜明并产生广泛影响的
活动项目”。 

一、相关概念的梳理 



 第一阶段： 

• （六）策划 

    策划是指为了达到某一目标,

运用科学的手段和谋略,以
最低的投人获取最佳效益的
设计行为。 

     简言之,策划是采用科学与艺
术相结合的办法,制定出最好

效果、实现最高目标的系统
实施条款。 

• 策划的本质是分析问
题,找准突破口,制定
战略决策,推行系列优
化组合方案,实现确定
的最大目标。 

一、相关概念的梳理 



 第一阶段： 

• 根据策划的一般定义，可将
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概
念定义为：利用现有的与群
众文化活动相关的资源和信
息,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
思维,预测、揭示群众文化活
动发展壮大的规律和结果,从

而制定系统的决策计划和实
施细则。  

• 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
是活动的策划者根据
创意构思要求进行的
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

是群众文化活动的蓝
图设计和决策过程,是
活动的根本依据。 

二、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概念 



 第一阶段： 

（一）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的基本要素 

   1.动机和目的。  

   2.内容和形式。  

 

• 3. 基本条件：与活动

相适应的（经费、环
境、后勤保障、具备
实际能力的操作队伍
、具备项目中所需的
技术要求） 

 三、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要素 



 第一阶段： 

（二）群众文化活动策划
的基本要素 

• 由点子、创意、策划三
部分组成。 

 

• 1.点子 

    点子是人们经过思考
产生解決问题的主意,

是对活动中某一具体
问题的解决办法。 

 三、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要素 



 第一阶段： 

    2.创意 

• 创意的本义是指通过具
有创造性、开拓性的思
维和构思面产生的全新
意念,是策划过程中的核
心与支柱。 

• （1）创意来源于点子
（2）创意是策划的核
心组成部分,没有创意
就没有策划 

    （3）创意人的素质决
定了活动创意的质量 

 三、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要素 



 第一阶段： 

    3.策划 

 （1）群众文化活动的策
划是以活动的创意为依
据的。 

 （2）群众文化活动的策
划是一项系统工程。  

 （3）策划方案是活动策
划过程的最终结果。   

 

 三、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要素 



 第一阶段： 

• （一）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
基本过程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在组织形态
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层文化机
构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主要是指
乡镇、街道文化站和社区村级文
化中心等单位;另一类是群众自发
组织的群众文化活动,如：坝坝舞
、秧歌队、腰鼓队等。 

• 基本过程：需求调查—资
源论证（重点是本区域文
化资源）--活动目的性研
究确定—承办能力分析认
定（包括：队伍能力、设
施设备、外部人才和资源
）--设计活动内容和形式-
-编写简易策划方案—上报
审批或备案—组织实施 

 

四、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过程  



 第一阶段： 

• （二）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
基本过程 

• 1.概念。大型群众文化活动是主办
方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的需要,有目的、有步骤地
开展对本地区能够产生较大社会
影响的群众文化活动。较之一般
的群众文化活动,其活动规模比较
大,操作程序比较复杂,资金投入比
较多,并且必须能够产生较大的社
会影响。 

• 2.界定。大型群众文化活
动的界定,不以主办方的级
别和性质作为标准,而是从
社会的影响力;群众的参与
数量;人力、物力、财力的
投入状况;策划与操作协同

程度四个方面的标准进行
评定。  

四、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过程  



 第一阶段： 

• 3．条件。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 1)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 

• 2)制订完整的策划方案和实施方案 

• 3)拥有与活动相适应的经费与设施
设备 

• 4）拥有与活动相适应的人オ储备
和技术能力 

• 5）能够在当地产生重大社会影响 

• 4.基本过程。确定项目（提出点
子）--确定项目负责人和策划人
—收集信息资料—提出创意—分
析论证创意—整体设计和构思
（进入策划）--形成策划草案—
反复讨论研究修改草案—形成
正式策划方案—上报审批方案—
确定实施项目—制定实施方案—
组织实施 

四、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基本过程  



 第一阶段： 

• （一）群众文化活动方
案的类别 

• 可按照工作性质、属种
关系和活动内容三个方
面对活动方案进行分类
。 

• (1)按工作性质划分。 
• A.按活动性质划分,群众文化活动方

案可分为设计方案和实施方案两大
类。 

•  B.设计类方案又可分为活动创意和
活动策划两类方案,这两类方案虽然
都属于设计类范畴,但各自的目的和
侧重点却不相同。 

• C.实施类方案又可分为活动实施方
案和活动应急方案,这两类操作性方
案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相互关联密
不可分。   

五、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方案的撰写  



 第一阶段： 

• (2)按属种关系划分。 

• 活动方案可分为:总方案、分

支方案及单项方案细则。活
动方案的级别越高,其宏观性

和综合性也就越强。基层部
门的单项任务方案往往会带
有内容单一、专业性强的特
点。  

• (3)按内容划分。 

• 活动方案可分为:群众艺术
类方案;宣传鼓动类方案;
后勤保障类方案;安全保障
类方案;协调管理类方案;
文秘档案类方案;其他相关
方案等。 

五、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方案的撰写  



 第一阶段： 

• 群众艺术类方案: 

      群众文化活动是以文学艺术及文
化娱乐为载体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活动的艺术类设计和运作计划往
往是活动方案中的主要阐述内容
。例例如,文艺演出活动的节目编
排,舞台美术的设计,音乐的创编制
作,服装道具的设计等;群众性歌咏
比赛的场次安排,舞台音响设计,评
委组成等;群众性游园活动的文艺
演出安排,艺术品展览布置,游艺娛
乐活动设计等。  

• 宣传鼓动类方案: 

      群众文化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效
益是衡量活动成果的重要标准,
宣传教育功能是活动的主要功
能,因此宣传鼓动类方案的编写
就显得格外重要。例如,开展活
动前新闻发布会的策划;为了满
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提高活动的
社会影响力而进行的各类宣传
项目设计等。  

五、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方案的撰写  



 第一阶段： 

• 后勤保障类方案: 
     后勤保障是群众文化活动的

重要任务内容。无论小型活
动还是大型活动,后勤保障都
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交通保
障,经费提供,食宿供给,通信
联络保障等。方案的编写者
在制订方案前必须要将活动
的特点和完成各项任务的必
要因素分析清楚并最终确认,
这是此类方案的必要条件。 

• 安全保障类方案: 
      安全保障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的关键性内容,任何文化活动都
以安全作为第一要素。方案的
编写者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方案
的制订之前,要调查清楚各类安
全隐患,并纳入方案,作为方案的
主要内容,不能留有任何死角。
安全保障类方案的编写重点是
预防措施的制定,要做到准确、
实用。在通常情况下,人员安全
、设备设施安全、环境保护等
是方案编写的重中之重。 

五、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方案的撰写  



 第一阶段： 

• 协调管理类方案: 

      在开展中型以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的过程中,对内、对外的协调和管
理任务是必不可少的,此类方案的
制订是确保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
保证。例如,岗位、部部门之间的
协调磨合,合作单位之间的相互配
合,活动各环节之间的衔接运作等
。此类方案的编写重点应是各类
规范、制度和管理标准的设定认
同,以及协调方式方法的约定等方
面。 

• 文秘档案类方案: 
       这类方案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

但在实际工作中又十分重要,它
是维系活动运行的良性秩序的
重要因素。例如,各类文件的起
草、报送,内部、外部的沟通联
络和接待,信息资料的收集使用,
各类材料的归类入档等。此类
方案所涉及任务内容的规范性
、制度性较强,编写风格与群众
艺术类方案有明显不同。方案
结构要严谨有序,突出服务性和
条理性。 

五、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方案的撰写  



 第一阶段： 

• 其他相关方案: 

     由于群众文化活动具有群众
性和多样性,在实际策划和运
作中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或非
常规性情况和任务内容例如,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活
动项目内容,根根据地理特色
开展的文化活动等。这些活
动都有特殊的限定条件和设
计要求。 

 

五、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方案的撰写  



 第一阶段： 

• （二）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方
案和实施方案的基本结构 

   1.活动策划方案的基本结构。 

   包括:题目、指导思想和目的

、可行性分析、活动内容和
范围、活动方式和方法、时
间和地点、步骤安排、组织
机构、经费预算、相关要求
。 

• 2.活动实施方案的基本结构
。 

      包括:题目、计划目的、任
务内容、实施方法和手段、
具体安排和步骤、落实工作
机构和岗位人员、任务分解
并落实到人、保障措施、相
关要求。   

五、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方案的撰写  



 第一阶段： 

• （三）群众文化活动应急方
案的编写 

     群众文化活动应急方案的基
本结构包括:题目、应急目的

、应急内容、任务分解、应
急方式方法、应急时间和地
点、组织分工落实、保障措
施八个方面。 

 

五、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方案的撰写  



 第一阶段： 

• 1.建立活动组织实施机
构。 

•  2.分析活动策划方案。
3.确定活动任务内容。 

• 4.建立活动实施规范。  
5.分解、落实活动任务
。  

• 6.制定活动保障措施。  
• 7.实施前的项目验收。  
• 8.实施活动内容。 
• 9.检查活动效果。   

六、群众文化活动的实施程序 



 第一阶段： 

  

七、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的典型案例  



 第一阶段： 

• 1.基本标准。 

   特色化、 

   精品化、 

   大众化、 

   持续化、 

   影响深远 

•  2.方法和要求。 

  （1）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既要保持活
动质量,也要保持活动的连续性。   

  （2）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既要有良好
的群众文化基础,也要突出与众不同的地
域文化特色。 

  （3）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既要不断创
新,也要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 

  （4）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既要有监督
机制,也要有激励办法。    

 八、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的塑造  



 第一阶段： 

•  3.培育和管理。 

（1）在群众文化活动管理

中应当强化活动的品牌
意识。 

（2）在群众文化活动管理

中应当强化活动品牌的
管理效应。  

 
一是品牌活动的发现。 
二是品牌活动的指导和引导。  
三是品牌活动的规范化管理。   
四是品牌活动的宣传与扶植。 
五是品牌活动的总结与考评。   
六是品牌活动的推广与传播。  

 八、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的塑造  



 第一阶段：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