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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是什么？ 
 

• 宣传：就是信息传播者（宣传主体）有目的、有计划地把自

身的观念、立场、主张以及其它需要传递的信息通过适当的

方式和渠道传播给信息接受者（宣传对象）。 

 

• 宣传使我们被聚焦、因此更能传播我们的声音、展示我们的

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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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宣传是什么？ 

 

具体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宣传：从两个方面来看 

         ☆  红色主旋律教育阵地 

         ☆  承担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项目本身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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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核心要素 

                    宣传内容 

   宣传主体  →→→→→→ 宣传对象 

                          方式渠道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宣传主体 

•中宣部 

•文化部 

•工程领导小组 

•国家中心 

•省级分中心 

•市/县支中心 

•乡镇/村基层服务点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宣传对象 

•上级领导        基层群众 

•业内同行        合作伙伴 

•城镇居民        农民朋友 

•个体            群体 

•专业机构        普通用户 

•目标媒体针对的特殊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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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内容 

         将唱响主旋律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工作实际有机结合
，扎扎实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有效提升了所承担
职责和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力 。 

 

•工程意义   /   发展规划   /  工程进展 

•重要文件   /   重要会议   /   重要活动 

•服务范围   /   服务内容   /   服务方式 

•服务活动   /   服务效果   /   服务模式 

•技术创新   /   管理创新   /   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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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方式和渠道 

 
• 直接面向目标对象开展宣传的方式 

    图书、刊物、报纸、专题网站、 PPT、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体验区、展览、
主题活动、宣传页、  宣传册、招贴画、宣传片、宣传礼品、橱窗、黑板报演讲、标牌等等 

 

• 通过大众媒体开展宣传的方式 

      新闻发布会（通气会），特邀媒体采访， 

      向广播、 电视、报纸、刊物、网络等投稿等等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网站 

（www.ndcnc.gov.cn） 

       定位： 文化共享工程的推广、
宣传、管理和资源服务等 
       问题：随业务拓展和互联网技
术进步，旧网站不能够适应新的发
展要求 

2004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正式启用国家数字文化网中文域名 

(www.ndcnc.gov.cn) 

目的：挖掘独特内涵  发挥品牌价值 

措施：委托国家信息中心进行第三方测评，

同时引进全媒体服务理念，对网站升级改造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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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体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文化传播、社会教育和

基层信息服务功能的综合性

公共数字文化新媒体服务平

台。网站包含新闻资讯、资

源服务、业界交流和专题活

动四大版块，30余个频道页 

国家数字文化网 

WWW.NDCNC.GOV.CN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网站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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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板块 

依托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和全国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遍布全国的信息采集点和报道

队伍，推送最新文化动态和以文化共享工

程为主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相关资讯 

每日           余条最新文化资 
 
月均                    余访问量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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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新闻资讯内容丰富 

文化要闻 文化新闻 环球视野 文化共享工程各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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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服务板块 

利用文化共享工程丰富多彩的资源优势，针

对各类服务人群，设计不同的资源服务方案，

开设文化共享大讲堂、经典剧场、进城务工

等资源频道，并实现每月定期更新 

       个特色文化资源频道，超            个累计视频发布量 
 
依托发展中心                    丰富数字文化资源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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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享 
大讲堂 

阳光少年 

快乐生活 

历史文化名
人专题资源 

赤壁之战 农业天地 

特色文化资源频道 

文化专题 14个特色文
化资源频道 进城务工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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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源产品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心声 · 音频馆 
为视障人群打造的公共文化服

务网站“心声 · 音频馆” 

 

大众·美育馆 
为社会大众提供美术赏析与教育

服务功能的“大众 · 美育馆 

 

知识视界 
中小学生自主学习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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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交流板块 

以交流共建为特色，发挥业界开展群众文

化活动互动交流和综合性公共文化电子政

务平台的作用 

  

      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相关内容 
 
                           余项栏目全面报道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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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交流板块 

业界 

交流 

群星奖

专区 

公共文

化示范

区 

文化共

享工程 

公共电子

阅览室 
公共图书

馆 

文化（群

艺）馆 

公共文

化法规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7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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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活动板块 

“中国梦 文化情”群众摄影艺术作品展、

“大年小戏闹新春”视频节目征集展播活动、

“大地情深”群星奖获奖作品展、家庭情景

剧推选展播专题等，提升网站新闻聚焦能力，

积极响应中央及文化部号召、为公共文化领

域提供聚合平台 

累计     余个品牌活动专栏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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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专题活动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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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响应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 

关于文明出境的号召，开设 

“文明出境  快乐共享”专栏 

响应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中国

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宣传推广

活动利用国家数字文化网予以

推广 

,  

配合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对

“群星奖”全国巡演跟踪

报道 

与社会单位合作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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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文化志愿服务的社会

热点，开设“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志愿者服务基层

行”专栏，对全国范围内

的文化志愿活动进行全面

报道。 

“2015年春雨工程-文化

共享志愿者边疆万里数字

文化长廊行”专栏，记录

2015年发展中心组织开展

的文化共享工程系统志愿

活动。 

与全军政工网合作共建，

利用解放军双拥晚会等视

频资源，开设“军营音画”

专栏。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与社会单位合作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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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配合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对
“群星奖”全国巡演跟踪
报道 

与公共文化司深度合作，
开辟“群星奖”专区，对
优秀获奖作品进行推广 

与公共文化司深度合作，对国家公
共文化领域重点工作——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开设专栏 

与社会单位合作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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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文化共享杯”全国群众摄影艺术作品征集大展活动 

与中国文化馆协会、中国艺术
摄影学会、中国群众文化学会
联合举办。 
网民通过在线浏览、网络投票 
互动留言等全过程参与。 
根据投票结果、专家评审等综
合因素，共评选出145服获奖
作品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线上线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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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数字文化网站特点 线上线下互动 

与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联合开展，
网民通过国家数字文化网、中国
文化网络电视以及文化共享工程
手机APP在线观看作品并参与投
票，共收到选票7100多万张。 
 

“我爱我家”2015年家庭情景剧展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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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25家文化共享工
程省级分中心和17家
文化(群艺)馆组织报
送的162部作品上线
评审。 
活动共收到投票数量
571421票，留言数量
556条。 
 

2015年“大年小戏闹新春”视频节目征集展播活动 

三、国家数字文化网站特点 线上线下互动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顺利通过国家二级标准 
注重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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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文化部政府网站群绩效评估 

国家数字文化网荣获 

“年度最佳奖”和“快速发展奖”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获得文化部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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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学习港、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等栏目，提供丰富

的专项服务。 

“我爱我家—家庭情

景剧展播”、“大年小

戏闹新春”、“中国梦 

文化情—群众摄影艺

术作品征集”等专题内

容丰富，展现形式多样。 

三、国家数字文化网建设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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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媒体报道 

中国文化报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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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部长期望 

        围绕文化部公共文化重点工作，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
现代意识、品牌意识，深入挖掘国家数字文化网的潜在价值，
使其成为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公共文化领域
工作交流和基层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巩固
国家数字文化网作为“互联网+文化”创新服务平台和文化部
政府网站群年度最佳的成绩，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
逐步试点将“政府端菜”变为“群众点菜” ，不辜负雒部长的溢
美和肯定---“我们最大的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平台，里面丰富
多彩，琳琅满目，在那里可以了解文化信息，也可以了解文
化动态，学习文化知识，享受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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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加强跨部门合
作共建，使其
成为集聚优秀
文化数字资源
的平台 

结合社会热点，
策划推出更多群
众可以参与互动
的品牌活动，使
其成为广大群众
展示自己才艺的
平台 

策划系列专
题论坛，使
其成为业界
交流、专业
素养提升的
学习培训平
台 

4 

加大数据挖掘力
度，对网站内容
分门别类进行深
度统计和分析，
不断完善国家数
字文化网建设 

四个努力方向 
 案例剖析（一）-------国家数字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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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二）----长沙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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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二）----长沙会议 

几个特点： 

•通过业务竞赛开展培训。 

•参会代表上台讲话，领导嘉宾  台下洗耳
恭听。 

•锻炼了队伍，培训甚至感动了领导和媒
体记者。 

•收集到了最鲜活、最感人、最精彩的故
事和照片。 

•激发了我们举行全国共享工程系统演讲
大赛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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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三）----“十一五”成果展示活动 

        为全面总结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十一五”期间的成功经验，面

向社会展示工程建设取得的成果，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将于今年12月联合举

办共享工程“十一五”建设成果展示活动： 

           一、出版文化共享工程论文集 

           二、 举办文化共享工程高层论坛 

           三、以“共建数字文化 共享和谐家园”为主题，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十一五’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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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三）----“十一五”成果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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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三）----“十一五”成果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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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三）----“十一五”成果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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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三）----“十一五”成果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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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三）----“十一五”成果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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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三）----“十一五”成果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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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三）----“十一五”成果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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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四 ）---10周年纪念活动 

        

        为进一步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

召开，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开拓进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文

化共享工程在国家“十二五”期间的深入发展，为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贡献，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策划举办“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启动实施1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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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四 ）----10周年纪念活动 

     纪念活动内容共5项 

   （一）图书出版发行（文化共享十年路，概览） 

   （二）评选表彰先进（共享之星） 

   （三）文化共享走基层（记者走基层采风） 

   （四）主题纪念大会（国博剧场，晚会形式） 

   （五）国家数字文化网上线运行（更名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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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四 ）---10周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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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四 ）---10周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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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四 ）---10周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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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四 ）---10周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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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五）---13届网博会展览 

       “文化共享工程暨公共电子阅览室体验区”，以“

互联网+公共文化：融合创新发展”为主旨，利用图片

文字、视频播放、游戏互动、系统体验等丰富的表现

形式，凸显文化共享工程的平台渠道和公共数字文化

产品特征，通过巧妙构思,模拟实景,使观众能够亲身体

验了解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前景，感受公共数字文化

独特的服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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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五）---13届网博会展览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案例剖析（五）---13届网博会展览 

  整体效果 

突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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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五）---13届网博会展览 

领导参观 

部长亲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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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围绕基层群众求知、求富、求

乐的基本文化需求，整合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转化为符合文化传播规律，

应用便捷、形式新颖、喜闻乐见的数字文化产品，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内容支撑，保障人

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引领社会文化风尚，提升全民文化素养，促进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和发

展。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省级分中心、文化馆 

市/县级支中心、文化馆 

文化 
资源 

数字文
化产品 

生产
机制 

财政专项资金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54  

工作重点从侧重
工程设施建设向

侧重管理服
务转变 

建设方式从铺摊建
点的规模化建设向

专业化和品
牌化转变 

1 

发展模式从单一化

向全文化系统
及社会化转变 

“三个转变” 

具体到资源建设工作： 

 进一步专业化、品牌化、

社会化； 

 加强资源建设的顶层设计，

提高体系化、科学化； 

 坚持建用结合、以用为主

的原则。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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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化共享工程数字

资源总库 

• 发展中心建设普适资源 

• 各省建设地方特色资源 

针对特定服务人群定制

数字文化产品 

• 心声·音频馆 

• 大众美育馆 

• 社区文化生活馆 

• 资源服务宝 

基于中华优秀文化传承

建设品牌项目 

• 戏曲动漫 

• 红色历史动漫 

• “文化中国”微视频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等新形势，2013年以来，文化共享工程逐步转型发展，数

字资源建设向专业化、品牌化、社会化转变，在实践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新时期的三大任务。 

以资源总库中已建成的数字资源为基础，为特定服务人群定制数字文化产品，为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建设品牌项目，不断丰富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形式与内容。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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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86% 

截至2015年底，数字资源总库：532TB 

发展中心建设量：73TB 各省建设量：459TB 

1、建设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库 

文化共享工程

数字资源总库

1000TB 

“十三五”（2016~2020）目标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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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特定服务人群定制数字文化产品 

针对特定人群的文化需求，

依托数字资源总库和互联网技

术，重点打造一批数字文化产

品。 

委托社会力量进行产品建

设：梳理、整合专题资源，预设

服务场景，开发服务应用，设计

配套终端。委托社会力量进行持

续运营，开展服务推广活动。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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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音频馆 社区文化生活馆 

2、针对特定服务人群定制数字文化产品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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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美育馆 

2、针对特定服务人群定制数字文化产品 

少数民族语言资源 资源服务宝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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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动漫 红色历史动漫 “文化中国”微视频 

3、基于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建设品牌项目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戏曲动漫宣传片第三版.mp4
http://www.jqlhfilm.com/index.php?s=/Home/vide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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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舞台艺术资源 

发展中心向全国艺术院团征集优秀剧目

和舞台艺术节目共计3683部/集、4292小时。

包括“文华奖”“群星奖”“梅花奖”“五

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中央院团精品剧目、

地方院团进京展演，优秀剧目荟萃，传统戏

曲综合晚会等。 

4、资源类别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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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面向图书馆、高校、电视台、

科研机构累计征集讲座资源9669部/集、

8453小时。内容包括文学艺术鉴赏、文物遗

产、历史地理、中外文化交流、医疗保健、

普法教育、素质教育、科普知识等。 

（2）知识讲座资源 

4、资源类别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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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向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农

影音像出版社、农业教育声像出版社、农业

部信息中心等权威农业资源制作机构累计征

集16433部/集、6372小时的三农服务资源，

内容涉及种植技术、养殖技术、进城务工技

能、致富信息等。 

（3）三农服务资源 

4、资源类别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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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向在线教育机构、电视台等征

集生活服务资源共计12445部/集，时长超过

3165小时，内容涵盖生活百科、科技教育、

美食烹饪、娱乐出行、社区养种等，在丰富

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配合推进全

民艺术普及。 

（4）生活服务资源 

4、资源类别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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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化共享工程服务的需求，发展中

心还梳理了传统文化、影视作品、农民工专

题、少儿资源、边疆服务配套资源等资源系

列，为针对特定人群定制资源服务产品奠定

内容基础。 

（5）其他类资源 

4、资源类别 

案例剖析（六）---数字资源建设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时间：8月31日 — 9月2日 

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主题：文化馆 —— 创新发展，服务基层  

组织 

•指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主办单位：中国文化馆协会、银川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 

•承办单位：银川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承办 

案例剖析（七）——2016年中国文化馆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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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年会 

 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杨志今，宁夏自治区副主席姚爱兴，银川

市人民政府市长白尚成出席年会开幕式和“2016全国文化馆榜样人物”

（9人）“2016全国优秀文化馆（站）”（优秀文化馆15家，优秀文

化站8家）风采展示活动。 

  数十位公共文化领域部分专家学者。 

 约200位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负责同志、

公共文化处处长，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市长、文化

局长。 

案例剖析（七）——2016年中国文化馆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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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余位各级文化馆馆长、书记。 

 基层文化工作者、相关企业代表，共计3500多人参加年会。 

 “文化共享工程 · 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全程播出了年会盛况： 

• 覆盖全国文化共享工程14000多个基层站点。 

• 重庆、湖南、陕西、深圳福田等4地群众艺术馆同步开设了年会分

会场。 

• 超百万群众共享年会精彩内容。 

･ 数说年会 

    案例剖析（七）——2016年中国文化馆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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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亮点 

 创新办会方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承办城市的主体作用 

 

• 由“政府主办，承办城市、行业协会和相关单位承办”转变为

“政府指导、协会和地方城市主办、行业参与、市场运作”。 

•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承办城市的主体作用，各方责任明确，分工

合作，确保年会圆满落幕。 

案例剖析（七）——2016年中国文化馆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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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文化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平台，扩大年会服务深度和传播广度 

• 充分利用网络与新媒体技术，让与会者全新体验“互联网+公共文化服

务”。 

• 国家数字文化网同步直播开闭幕式。 

• “文化共享工程·中国文化网络电视”以“入站”“入户”“入手”模
式全网直播开闭幕式，分论坛一会多地联网互动。 

• 中国文化馆年会微信公共号全线支持会议服务，线上线下融为一体。 

• 数字文化馆创新服务案例展览，全面展示了近年来各地采用信息技术助
力文化馆转型升级、提高服务效能的创新成果。 

･年会亮点 

案例剖析（七）——2016年中国文化馆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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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民族特色、民族和谐与群众参与 

• "美好银川"国际民间艺术节 

• 五省区少数民族文艺展演 

• "大地情深"国家院团银川行 

• 西北毗邻地区文化交流周 

• 少数民族风情摄影展 

• 清真美食文化节 

充分展示了地域文化和民族风采，营造了民族和谐团结的浓厚氛围。 

･年会亮点 

案例剖析（七）——2016年中国文化馆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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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活动： 

开幕式 

2016年中国文化馆榜样人物 

2016年全国优秀文化馆（站）风采展示典礼 

• 开幕式论坛：“文化自信，首先是文化人自信” 

主讲人：阿来 

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 

宁夏人民会堂 

宁夏大剧院 

银川万达嘉华酒店 

悦海宾馆 

･开幕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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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 

宁夏人民会堂 

宁夏大剧院 

银川万达嘉华酒店 

悦海宾馆 

• 文化部召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工作会议” 

• 中国文化馆协会召开“一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暨文

化馆工作座谈会” 

･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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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论坛 

2015年 2016年 

论坛数量 2＋6 1＋12 

承办单位 10 38 

 开幕式主论坛+12场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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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论坛主题 组织机构 专家 

开幕式论坛 文化自信，首先是文化人自信 承办单位：银川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阿  来 

分论坛1  广场舞的创作与推广 
承办单位：银川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协办单位：银川市文化艺术馆 

戴  珩、刘兴范、张  伟、郭  林 

分论坛2  文化馆+互联网：助力全民艺术普及 
承办单位：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文化馆协会数字文化委员会 
协办单位：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厦门市
文化馆 

罗云川、巫志南、金武刚、阮  可、曹  
俊 

分论坛3 非遗故事——文化馆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 
承办单位：广州市文化馆 
协办单位: 福建省艺术馆、宁波市文化馆 

叶  涛、宋俊华、陈秀梅、黄  艳、孔  
燕 

分论坛4 “市、区联盟”共创文化馆行业发展新模式 

承办单位：深圳市文化馆联盟（深圳市文化馆） 
协办单位：深圳市文化馆联盟成员单位（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罗湖区
文化馆、南山区文化馆、盐田区文化馆、宝安区群众文化艺术馆、龙岗区文化馆、
光明新区文化馆、大鹏新区文化体育中心） 

戴  珩、彭泽明、王惠君、马学文、季  
妍  

分论坛5 城市文化馆服务创新与实践探索 
承办单位：北京群众艺术馆、天津市群众艺术馆、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重庆市群
众艺术馆 
协办单位：上海群众文化学会、上海创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彦博、李治邦、徐  伟、陈雁军、崔
玉杰、罗智敏 

分论坛6 雅俗共赏的群众书法艺术创作 承办单位：中国文化馆协会书画委员会、陕西省艺术馆 钟明善 

分论坛7 
乡村春晚——乡村文化品牌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侧设计 

指导承办：浙江省文化厅 
承办单位：浙江省丽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协办单位：浙江省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河南省郑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安徽省池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李  宏、李国新、王全吉、周一红  

分论坛8 实践与前瞻：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 承办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浦东新区群众文化艺术馆 巫志南、杨乘虎、金武刚、王玺昌 

分论坛9 从评价机制改革，看群众文艺创作走向 承办单位：北京群众艺术馆、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河北省群众艺术馆 
张彦博、金永伟、于  平、吴文科、孙
德民 

分论坛10 文化馆事业大家谈 承办单位：宁夏文化馆 
陈彬斌、颜  芳、李晓林、戴  珩、徐  
伟 

分论坛11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研究 承办单位：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课题组成员 

分论坛12 全民艺术普及的宁波创新实践 
承办单位：宁波市文化馆、  宁波市群众文化学会、中国文化馆协会文化会展委
员会 

李  宏、李国新、巫志南、林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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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 

宁夏人民会堂 

宁夏大剧院 

银川万达嘉华酒店 

悦海宾馆 

• 闭幕式活动： 

 颁奖典礼 

• 2016年中国文化馆年会征文个人奖 

• 2016年中国文化馆年会征文活动组织奖 

• 2016年中国文化馆年会论坛组织奖 

• 2016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文化艺术博览会参展奖 

• 2016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文化艺术博览会特别贡献奖 

 2017年中国文化馆年会举办地揭晓 

 回族舞剧《月上贺兰》 

･闭幕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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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 

宁夏人民会堂 

宁夏大剧院 

银川万达嘉华酒店 

悦海宾馆 

• 西北五省区少数民族文艺展演 

（新疆、广西、西藏、内蒙、宁夏） 

･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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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博览会 

• 展区名称：文化艺术博览会暨银川
“一带一路”特色文化产品博览会 

• 展区位置：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 展区面积：30000平米 

• 展区板块： 

文化产业综合展 

文化创意、设计与衍生产品展 

文化休闲旅游产业展 

收藏品展 

宁夏公共文化事业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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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服务案例展 

• 展区名称：文化馆数字化服务案例展

区 

• 展区位置：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黄河

厅 

• 品苏——首届苏州名人名篇网络诵读大赛 

• 张家港市用数字化活化文化基因 

• 莲都数字文化服务狂想曲 

• 厦门市创新文化服务形式 提升文化服务水平 

• 数字之光点亮公共文化之梦——深圳市莲花山青年文化节 

• 老百姓为文化资源共享点赞——瓮安县数字文化馆服务效能提升模式 

• 互联互通、对接需求 打通上海市民文化最后一公里 

• 馆网并重 互联互通 问题导向 文化惠民——北海市公共文化数字化服
务实践 与探索 

• 岳阳市全民艺术普及的数字化探索 

• 文化北川 村村享、户户通、人人用 

• “互联网+教学培训+直播”实现云南省文化艺术普及 

• 打造永不落幕的文化艺术展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大型数字互动
墙 

• 绍兴市建设数字文化馆 打造文化惠民升级版 

• 东莞市引入社会资源推动数字文化馆建设 

• 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排头兵 西宁市文化艺术服务中心数字体验馆 

• 天津市科技改变群文 青春引领未来 

• 文化•云端生活在嘉定——“文化嘉定云” 

• 马鞍山数字服务“以文化人” 网络平台惠民便民 

• 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数字化服务模式：打造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 公共文化云使公共文化服务覆盖戈壁油田——数字文化馆提升文化馆
服务效能 

• 文化馆服务效能提升—— 以重庆市公共文化物联网为载体推进全民
艺术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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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体会(1) 

• 领略三特性:       新   快   实 

     新：内容新、观点新、思路新、立意新 

     快:   掌握线索快，采访快，出手快。 

     实:   用事实讲话，用事实说明问题， 

             用事实去阐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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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体会(2) 

 

• 找准三个点:       重点   热点   特点      

•       重点： 工作重点 

•        热点：关注热点 

•        特点：自身特点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宣传工作体会(3) 

• 把握三个度:   力度   角度   高度 

•       力度:   语句干练，遣词准确，材料典型， 

•                    结构严谨，主题突出，说服力强. 

•       角度:   明确写稿的目的、用意、侧重点， 

•                   找准角度。 

•       高度：起点要高，眼光要高，要站得高 

•                   看得远，文章才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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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谢  !欢迎批评指正 
        
       
      王芬林：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宣传活动部处长、政采办主任、研究馆员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电话：01088003025 
 
           邮箱：2356756010@qq.com 
 
           网址：www.ndcnc.gov.cn（国家数字文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