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QIAO DAILY

2021.2.23 星期二
Tel:85581637 E-mail:sxxbkqwb@163.com

编辑：
张明龙

校对：
章洁

实践中来

9

从柯桥区的“城市书房”

看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袁文卓

柯桥区城市书房的特色做法，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柯桥区“城市书房”及其推出的
一系列阅读活动丰富了公共文化的

从 2019 年起，柯桥区将城市书

一、实现地点选择的创新。柯桥

房建设纳入民生实事系列工程，计

区将城市书房与其他功能结合，实现

划三年内建成城市书房 20 家。截止

地点选择的多元化。一是在景区内设

一是引入多方资本。公共文化服

目前，柯桥区已提前一年完成 20 家

置城市书房。在柯岩鲁镇及安昌古镇

务的公益性使得其一直是由政府承

城市书房建设任务，范围覆盖 9 个

景区内分设试点，体现文旅融合。二

担并提供的，支持力度小、辐射范围

镇街，建成数位居全市第一，已服

是在医院内设置城市书房。在柯桥区

有限，引入国企、民营企业等资本后，

务周边群众约 30 万人次。其建设模

中医院住院部一楼设置试点，且个性

不但能扩大其资金规模，对社会的影

式有四种：一是政府集中建设，主

化地提供 24 小时服务。三是改造废

响力也能得到快速提升，可推动公共

要有文旅局、镇街及其它部门；二

弃垃圾中转站。将瓜渚湖西岸一废弃

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建设。

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共同建设；三是民
营企业与政府共同建设；四是红十字
会捐助建设。目前，整个项目区级财

的垃圾中转站改造成“有书会·城市

提供形式，也创新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思路：

■群言堂

让遗址公园
成为扛鼎之作
钱科峰
绍兴的地下究竟有多少遗珍？
“绍兴考
古”
能不能成为浙军劲旅？
答案是肯定的，

二是打造知名品牌。通过打造知

起步晚不等于进步慢，
深埋于地下的文化

书房”，成为充分利用废弃资源的经

名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以品牌名义

遗产不断涌现，
产生了从量到质的积淀。
目

典案例。

开展系列活动，不但能提升公共文化

前，
全市已发现并定名的遗址类、
墓葬类不

的活动层次，同时品牌的商业效益也

可移动文物约500处，
其中印山越国王陵、

能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嵊州小黄山遗址、
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政 投 入 约 1000 万 元 ，镇 街 投 入 约

二、实现运营模式的创新。书房

1200 万元，社会投资约 900 万元，协

的日常运营维护交由区图书馆外的

作建设比率高。

专人打理。一部分由属地镇街、社区

三是深化数字化发展。抢抓数字

等考古成果先后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负责，包括图书的整理上架、书房的

经济发展机遇，将“互联网+”、大数

现，
宋六陵 1 号陵园考古发现被评为 2018

一是综合型城市书房，除正常的文化

水电卫生保洁等工作；另一部分进行

据等技术深度融入文化体系，提升公

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功能外，还提供饮品、文创产品等休

第三方服务外包，例如新华书店等国

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传统文化产业

对考古遗址保护的历史，
最早可追溯

闲文化娱乐功能，为读者提供更全面

企，在日常工作外推出特色项目，与

转型升级，促进“文化+”新业态的发

至罗马时期，
公元 458 年罗马帝王规定所

的服务；二是纯自助式城市书房，只

新华书店实现资源共享，为读者借阅

展，使得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两

有的由古人建造的建筑、寺庙及其它遗

包含基本的读书及借阅功能。

提供更多的自主性。

者的发展互生并进。

迹，
不得被任何人破坏。
进入21世纪后，
考

城市书房的建设形态分为两种：

其运营方式也分两种：一是第三

三、实现管理方式的创新。柯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古遗址不再是孤立的保护与研究对象，
而

方服务外包，将整体服务外包给新华

区城市书房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智慧

时代，社会公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不

是被放置于
“文脉”
背景中进行历史文化

书店等国企单位，委托其进行日常维

化管理。一是无人值守，刷卡进入，便

断升级，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

遗产保护与管理。
相比于杭甬两地的良渚

护；二是由镇街及部门进行自主管

于人流管理；
二是完整配备电子设施，

段。推进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发

古城与河姆渡文化，
绍兴虽然缺少重量级

理。但两种运营方式中技术服务均由

办证机、
自助借阅机、
电子报刊借阅机

展，是文化领域贯彻落实协调发展新

的文化遗产，
但
“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毕竟

区图书馆提供，其不断提升信息化服

和电子书借阅机等在最大程度上为市

理念的重要举措。柯桥区“城市书房”

不是虚的，
文物丰富，
遗址众多，
越文化的

务手段，截至目前共配置信息化设备

民提供自助服务；三是在支付宝设置

作为典型案例，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与

滥觞与南宋文化的渊源让绍兴具有独特

80 余套，纸质藏书达 14 万册，数字图

“柯桥区图书馆”生活号，后期将会上

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的文化竞争力，
去年浙东考古基地
“情定”

书达 8.5T。

线一系列线上服务，
优化服务体验。

（作者单位：
柯桥区委党校）

绍兴，
即是对绍兴历史文化遗产与文物保
护潜力巨大的肯定与证明。
宋六陵与越国王陵将双双打造成为
遗址公园，
这是考古研究与保护利用的双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赢，
特别是作为江南最大皇陵的宋六陵，

杨飞

几乎埋葬着一部南宋史，
但由于历史的原
因，
早已遗迹廖廖，
如果不加以研究与发

引领发展才跃升为世界强国。中国共

健康发展的主动选择，也是对国际市

掘，
宋六陵或将名存实亡。
现在浙东考古

产党人要把十四亿人民在短短的几

场环境复杂性日益加剧的战略应对。

基地落户，
一举扭转了宋六陵考古的被动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

十年内带入现代化阶段，不能走世界

当前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

局面，
奠定了其在文物界的地位，
而遗址

的指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

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

二位，但人均收入却只处于世界的中

公园的规划，
将使四方游客从这里寻找南

过的《建议》中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

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必须走中国特

等水平，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因为我国

宋的源头，
从此处感受绍兴的文脉。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这

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道路。

目前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更多

六朝以上人，
不闻西湖好，
自春秋越

为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

其次，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是实

的以劳动形式参与分工，缺少核心技

国至南宋开篇，
绍兴一直是浙江的标杆城

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这是以习近

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 十四五”期

术。众所周知，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

市，
人文荟萃，
繁华无二，
远胜于东南形胜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

间，我国将在“科技前沿”
、
“经济主战

还面临“缺芯少核”的短板，而在这方

的三吴都会。
但绍兴的文脉却似乎一直时

展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

场”、
“ 国家重大需求”、
“ 人民生命健

面西方发达国家挥舞“技术霸权”的

断时续，
缺少对大宗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开

战略布局。

康”等方向全面深入发展。但纵观人

大棒，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施

发，
缺少对越国与南宋两大鼎盛期的承载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类历史发展进程，发展过程历来都具

打压，
“ 中兴”
“ 华为”事件可见一斑。

与展示，
浙东考古基地花落绍兴的现实意

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

有路径依赖的习性。回望改革开放以

要改变现状就必须改变自己在产业

义恰在于佐证了绍兴不是
“历史大遗址”

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有其深层的

来我国的快速发展，在奠定了雄厚基

链中的不利地位，掌握核心技术，自

的沙漠，
佐证了绍兴也有系统性的大容量

理论逻辑，同时是我国处在新发展阶

础的同时，
也存在不少的局限性，
如对

主创新。因此，为有效应对西方在高

的断代文化遗产。

段历史方位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引进技术的过分依赖、对传统发展方

新科技方面的封锁打压，我们必须坚

代化国家的发展第一动力。

式的过分依赖，在今天都制约着经济

持创新发展的道路。

2006 年 6 月，
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
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在绍兴举行，
会议达

首先，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是我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柯桥区发展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绍兴宣言》，
宣言对

国如期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创新作为

例，
过去
“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
的粗放

变局，我国仍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

遗产保护管理、
旅游开发、
遗产融资等三

新发展理念的关键词，蕴含着马克思

式块状经济发展模式，为绍兴县多年

机遇期，在这发展的关键历史阶段，

方面达成明确共识。
对于文化遗址的保护

主义发展观的深层哲理，马克思主义

名列“全国十强县”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思想理念为先

性利用，
《绍兴宣言》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

发展观强调发展是新事物不断战胜

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

导指引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开

的，
即使暂时缺少国家层面的新管理体系

旧事物的历史过程，涵盖发展规律、

问题。近年来，柯桥以“壮士断腕”的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的规范，
我们也应该以保护为重，
及时制

发展方向、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的一

决心对印染业进行“集聚升级”的高

征程。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站起

订地方性的大型历史文化遗址保护机制，

系列认识。以创新引领发展，强调创

质量发展改革，在经历短暂的阵痛之

来”是靠创新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

通过地方立法与科学规划，
把两个遗址公

新发展与国家前景的关系，明确指出

后实现了“凤凰涅槃”。因此，只有坚

道路实现的，中国“富起来”是靠创新

园打造成浙东文化遗产的扛鼎之作。

了发展动力问题。纵观人类文明发展

持创新，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走出了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文化遗产资源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

史，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百年乃

第三，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是应

济改革的道路实现的，现在中国要

重价值，
应当视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有机

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把不足十亿人

对西方技术霸凌的需要。构建“以国

“强起来”也必须靠创新、且一定能靠

组成部分，
希望在成为浙东考古基地后，

口带入现代化，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创新，来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能进一步加大绍兴考古力度，
发掘更多更

家抓住了第一二次科技革命及现在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我国当

化国家新征程得以实现。

好的文化遗产，
让二千五百多年的绍兴古

信息技术革命等重大机遇进行创新

前所处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社会持续

（作者单位：
柯桥区委党校）

城能够抚今追昔，
能够凭吊怀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