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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东乌珠穆沁旗大力推进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每个苏木（乡镇）都有文化站，每

个嘎查（村）都有文化活动室，不同聚居

点还有党员中心户。公共文化服务像

一条条红线，串连起辽阔草原上星星点

点的牧户。近期，记者到东乌珠穆沁

旗，调研了3个城镇社区，探寻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的提升之道

社区搭舞台 居民唱大戏
——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魏永刚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
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方面采取升级“硬件”“软件”设
施、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等举措，以服务社区居民为原
则，使在单个项目和单个设施上的“小投入”发挥了为
社区群众服务的“大作用”。

完善场地，提高参与热情
开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一方面可以满足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是搞好基层社会治理的
重要内容。

乌里雅斯太镇是东乌珠穆沁旗政府所在地，这个
小镇有数万人口，是东乌珠穆沁旗最大的集镇。全镇
有7个社区。日前，记者走访调研了其中的呼布钦、额
仁高毕和萨嘎麦3个社区。

这3个社区都有活动场地，其场地大都是2015年
以来建设的。社区活动场地是办公和社区文化活动

“兼用”，而文化活动区域占绝大多数，大约四分之三的
面积用于群众文化活动。

呼布钦社区党总支书记吕素梅介绍，社区整个办
公楼有1800多平方米，分为4层。除了一层是服务大
厅，二层有几间办公室，一半以上的区域都是为社区居
民提供文化活动服务的。这栋楼里建设了 6 个活动
室，组织开展了书法、马头琴、舞蹈等各种文化活动。

额仁高毕社区活动中心是一座3层的办公楼，建筑
面积1540平方米，其中除了200多平方米的一个行政服
务大厅，其余都用作居民文化活动。舞蹈室、棋类活动
室、武术活动室等各类活动场所，吸引了许多居民。记者
来到这里时已近中午时分，仍然有很多居民在活动。

萨嘎麦社区是一个有着2300多户5000多居民的
大社区，是乌里雅斯太镇人口第二大社区。4层楼的办
公区域有2380多平方米，其中三层用于社区公共文化
服务。每天来这里活动的有七八十人。

从记者走访的3个社区来看，场地、活动室等硬件
设施都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硬件”和“软件”是公共
文化服务的两个重要方面，“硬件”建设带动了“软件”，
激发起群众投身文化活动的热情。

“每天进入的人多，这两扇推拉式的玻璃门坏得最
快。”额仁高毕社区党总支书记刘秀莲告诉记者，来来
回回开关门，每年都得修好几次。萨嘎麦社区则是活
动室的椅子不够用，党总支书记鲍瑞红“抱怨”，最先坐
坏的就是椅子，每个活动室的椅子都换了一批。

这几年，群众活动场所建设有了很大变化。但是，
一路走下来，我们听到呼声最多的还是“场地不够”。
群众对于文化设施的需求已经不限于建设活动室，他
们还希望配备球场、户外活动广场等硬件设施。东乌
珠穆沁旗一些社区在公共活动空间建设“百姓舞台”、
半场篮球场等，都深受群众欢迎。这些场地成为当地
群众锻炼健身和开展文化活动的好去处。

搭建舞台，群众争当主角
缺乏文艺人才，是许多地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

设遇到的直接制约因素。在东乌珠穆沁旗的 3 个社
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硬件”建设与基层文化人才的“软
件”建设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局面。为了激活群众这个
主体，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搭起台子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呼布钦社区，我们遇到了正在老年太极拳队领拳
的宋金兰。她今年已经74岁，每天到这里领队练拳。现
在，她的太极拳队里有30多人，年龄最大的82岁。

宋金兰练习太极拳已经10多年。她说，以前是在
室外广场上练，最担心天气冷。而内蒙古的冬天又来得
早，气温低的时间长。秋冬之后，他们常常为找场地发
愁。2015年，社区有了场地之后，他们就到这里练太极
拳。刚开始练习太极拳的只有两三个人，有了固定场地
后，两三年时间这支队伍就发展到了30多人。

老人最大的愿望是“多组织比赛，多参加比赛”，让

他们多出去“蹦跶蹦跶”。“我们年纪大了，都想上舞台露个
脸。不需要得奖，只要让上舞台，我们就高兴。”宋金兰说。

在额仁高毕社区，太极健身气功协会的发展与呼布钦的
老年太极拳队有着相似经历。组织者王文义原来是一名军
人，退伍之后留在这里，退休前在企业做管理工作。在2015
年社区的活动场地建设之前，他们几个爱好者到处找场地，
还租过场地。但是，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多个人。

2015年社区场地投入使用之后，他们的练习逐渐稳定
下来。2017年他们注册了太极健身气功协会，会员已经有
62 人。“如果没有场地，我们就没有办法练习了，尤其是到
冬天，根本练不成。”王文义说。

有了公共活动场地，基层文化活动就有了依托。搭起
了舞台，就不愁来“唱戏”的。东乌珠穆沁旗的社区文化活
动这几年开展得红红火火，就是因为基础设施带动了群众
活动。社区文体活动成为展示群众风貌的重要形式。呼布
钦社区 16名工作人员，现在每个人都能牵头文艺活动，他
们不仅自己组织了跳舞队等，还邀请居民来义务举办活
动。刘秀莲说：“我们每年组织文体活动60多场，几乎每周
都有活动。每次活动，都能吸引许多群众参加。”

刘秀莲说，基层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供舞台、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只要有了舞台，就能激发起群众的主
体作用。“基层不缺乏文体人才，群众对文化活动的需求也
是旺盛的，现在最缺的就是‘舞台’。只要我们搭建起不同
类型的舞台，每个群众都可能是舞台上的‘角儿’。”萨嘎麦
社区主任刘波告诉记者。

搞好服务，提供多元“套餐”
萨嘎麦社区活动中，象棋比赛已经形成了特色。象棋

室是这里人员最多的活动室，2015 年建成至今，这里下象
棋的桌子已经换了两次，而板凳每年都得换一次。

但是，在活动室刚建成的时候，象棋室并没有这么热
闹。萨嘎麦社区居民有下象棋的传统，在街头路边甚至电
线杆下，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下象棋的身影。因此，活动中
心建设的时候，象棋室最早列入“规划”。然而，活动室建起

来了，喜欢下棋的人却并不到这里来。
后来，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到街头走访，才发现“症结”

在活动中心的上下班时间。
居民们看到活动中心建起来了，他们最大的顾虑是，

到了下班时间就会关门，“一盘棋没有下完都得收场”。
了解到这个情况，萨嘎麦社区立即调整作息时间，规定早
上六点半开门，晚上九点半关门。“如果还有人在下棋，等
下完了才能关门。而且象棋、扑克和乒乓球活动室天天
开门，全年不休。”刘波说。

弹性作息时间把群众吸引到这里来了，也引发社区工
作人员思考如何更好地为居民服务。社区工作不是“办公
室工作”，社区活动中心就是要为居民文化活动服务。东
乌珠穆沁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把“做好服务”当作管理的
第一目的。记者走访的3个社区，政务服务平台和社区活
动场地都设立在活动中心里，而社区办公室却被“压缩”到
最少，社区的干部甚至没有固定办公室。社区活动中心都
把最大的建筑空间留给了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活动。

社区活动中心以服务居民为原则调整管理。呼布钦
社区根据居民的喜好传统，开设了长调、书法、马头琴等
活动室。因为是服务社区居民，这里没有农忙和农闲之
分，全年开放。额仁高毕社区策划组织了多项活动，通过
活动来服务社区群众。“我们把每一个活动室的服务时间
都进行了精细划分。最受居民欢迎的舞蹈室，早晨用来
给老人们打太极，上午则让出来用于青少年练习舞蹈，下
午又供中老年人跳广场舞。这样，通过管理，活动室的作
用发挥得更充分。”刘秀莲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每个社区的运行经费每年2万
元左右。节约经费更好服务居民，成为各个社区的努力
方向。呼布钦、额仁高毕和萨嘎麦3个社区的公共卫生由
工作人员利用上下班时间进行义务打扫；办公用纸也都是
正反两面使用——社区工作者们精打细算地花每一分钱。

随着基层公共文化投入力度的加大，如何更好地提
升服务水平，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是基层文化建设面临的
又一个课题。这也正是东乌珠穆沁旗3个社区都在着力
提升的地方，目前都已经取得较好成效。

“最希望多组织比赛，让我们多去‘蹦跶蹦跶’。”这是

一位74岁老人谈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时的话语。这

种“蹦跶蹦跶”的愿望很耐人寻味。

这个愿望里其实蕴含着群众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越

来越强烈的需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跳舞的、唱歌的、击

剑练拳的都多起来。尽管这些年各地的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有了很大提升，但与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越来越强

烈的需求相比，又总显得有些不足。

跳广场舞，搞各种群众性文体比赛等，为什么都能吸

引众多群众参加？其实，就是因为愿

意“蹦跶蹦跶”的人越来越多了。“蹦跶

蹦跶”表达出群众展示自我的愿望。

这种自我展示的愿望是我们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的动力，也是活跃基层文化生

活的群众基础。

娱乐是人们的精神需求。这些年，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改

善之后，人们娱乐的需求旺盛起来。城

市的公园建了很多，到处都是唱歌跳舞的

人，公园似乎依然不够；农村建起了文化

广场，村容村貌发生了变化，天天都有跳

广场舞、扭秧歌的人。群众在“蹦跶”中享受快乐，也体会

着生活的幸福。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就要满足群众的这种

需求，激发群众自我展示的愿望。

人们愿意出来“蹦跶蹦跶”，其实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我们看到，许多中老年人热衷文化体育活动。城市公园里

高歌的是他们，农村广场上跳舞的也多是中老年人。他们

经过了生活的磨砺，更能感受到今天的不易。这种有着时

间纵深比较的幸福感，让他们在唱歌跳舞中透出自信，也

是公共文体活动中动人的风景。这种自信从一个侧面映照

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也映照出一代人的精神风貌。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是文化服务形式，离不开群众参

与。我们看到，城乡公共文化活动中，像广场舞、歌舞

比赛、大合唱等这样一些参与人数多的项目更加受

欢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只有充分满足群众参

与的热情才能办好。公共文化活动激发起的这种参

与热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宝贵资源。我们在东乌

珠穆沁旗看到，群众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进而也

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中来，促进了社区和谐。把基层

群众的参与热情引导好、利用好，是搞好基层社会治

理的重要条件。在城乡社会建设中，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才能让更多群众实现“蹦跶蹦跶”的愿望。

让更多人“蹦跶”起来
魏永刚

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上，
微信派上了新用场：为农牧民提供
政务服务。东乌珠穆沁旗党委宣传
部去年年底组织了一支“微服务”讲
座队，他们利用微信与嘎查牧民面
对面答疑解惑，深受欢迎。近日，东
乌珠穆沁旗草原深处的“微服务”讲
座队荣获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学习
轻骑兵”优秀小分队荣誉称号。

2018 年 11 月，在“弘扬乌兰牧
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基层综合服
务活动中，东乌珠穆沁旗委宣传部推
出“微服务”平台，组织卫生、农牧业、
扶贫等10余个部门成立“微服务”讲
座队。他们将综合服务搬进嘎查牧
民群众微信群里，采用“语音+图片+
文字”的授课方式，便捷、快速、直观
地讲解政策、实用技术、疾病预防知
识等，还逐一解答牧民提出的问题。

“微服务”讲座每周开展2次，每次授
课1小时，目前已在全旗6个苏木（乡
镇）的7个嘎查开展。

在“微服务”讲座中，东乌珠穆
沁旗委宣传部立足实际，充分征求
基层牧民意见，合理安排讲座内
容。在额吉淖尔镇赛音乌苏嘎查牧
民微信群里，“微服务”讲座队队员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微信群里的牧民讲解牲畜饲养、草
原鼠害防治等知识，并与牧民互动、答疑解惑。在阿拉坦
合力苏木巴达拉呼嘎查牧民微信群里，“微服务”队员讲
解草场确权政策，草畜平衡政策等内容，打通了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阿拉坦合力苏木巴达日呼嘎查牧民阿鲁哈巴特尔
说，“微服务”很便捷，旗里的干部主动给我们做政策讲
解，真的特别方便。阿拉坦合力苏木宣传委员哈斯乌拉
说，通过“微服务”给牧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嘎查群里
每个人都能听到，不能按时收听的牧民可以忙完再听，可
以反复听，也可以把讲课老师加为好友再咨询。

东乌珠穆沁旗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旭仁其木格说，通
过“微服务”讲座宣讲儿童保健知识，把儿童保健知识以重
复收听的方式送到牧民身边，这样的工作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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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布钦社区老年人在社区活动室里开展活动。

伍冬梅摄 （中经视觉）

乌兰牧骑是内蒙古大草原上服务基层文化的一支重要队伍。图为东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在“五一”期间到乌里雅斯

太镇巴音额日和图社区演出。 苏日塔拉图摄 （中经视觉）

萨嘎麦社区活动中心里，孩子们正在进行乒乓球训练。

伍冬梅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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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党委、政府开

展“草原儿女心向党、固本强基创佳绩”系列主题活动。这

是社区联合演出现场。 乌尼日其木格摄 （中经视觉）

下图：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到牧区演出。

东哈达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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