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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

站、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先进集体（64家）
北京市延庆区文化馆

天津市北辰区瑞景街道瑞益园社区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文化站

河北省承德县文化馆

河北省井陉县南峪镇综合文化站

山西省蒲县人民文化馆

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文化馆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文化体育服

务中心

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文化馆

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综合文化站

吉林省敦化市图书馆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文化馆

黑龙江省通河县文化馆

黑龙江省木兰县吉兴乡综合文化站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

江苏省海安市文化艺术中心（文化馆）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化馆

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桃园村文化礼堂

安徽省铜陵市郊区灰河乡综合文化站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姚李镇综合文化站

安徽省歙县徽城镇渔梁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福建省永泰县嵩口镇综合文化站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文化馆

江西省彭泽县文化馆

江西省南丰县图书馆

山东省莱州市文化馆

河南省济源市思礼镇综合文化站

河南省延津县图书馆

湖北省宜都市文化馆

湖北省潜江市竹根滩镇综合文化站

湖南省长沙县文化馆

湖南省会同县高椅乡雪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广东省新兴县图书馆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文化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图书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文化馆

海南省儋州市和庆镇美万村委会六罗村级文化服

务中心

海南省五指山市文化馆

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重庆市忠县拔山镇文化服务中心

四川省天全县新华乡综合文化站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图书馆

四川省邻水县文化馆

贵州省黔西县文化馆

贵州省习水县文化馆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图书馆

云南省弥渡县文化馆

西藏自治区尼木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西藏自治区萨迦县吉定镇文化站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三桥街道和平村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文化馆

陕西省府谷县图书馆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图书馆

甘肃省灵台县文化馆

青海省祁连县文化图书馆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石坡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文化馆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综合文化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文化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湖县博湖镇综合文化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图书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金谷文化活

动中心

二、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体（64家）

北京风雷京剧团

北京万兴歌舞团

天津评剧院三团

天津市西青区馨侬一笑曲艺团

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哈哈腔剧团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河北梆子演艺有限公司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评剧团

山西省阳高县二人台剧种传习中心

山西省高平市人民剧团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乌兰牧骑

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左旗乌兰牧骑

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民族文化艺术传

承中心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上口子高跷秧歌艺术团

吉林省公主岭市吉剧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梨树县地方戏曲剧团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龙江剧艺术中心

黑龙江省依安县龙江剧艺术中心

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

上海文慧沪剧团

江苏省徐州市马庄乐团

江苏省杂技团

浙江省永嘉昆剧团（浙江省永嘉昆曲传习所）

浙江省嵊州市越剧团

浙江泓影常山越剧团

安徽省望江县黄梅戏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安徽省天长市俞金花扬剧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仙游县莆仙戏鲤声艺术传承保护中心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大众闽剧团

江西省弋阳县弋阳腔艺术保护中心

江西省鄱阳县饶河戏传承保护中心

山东省兰陵县柳琴剧团

山东省诸城市舜龙艺术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驻马店市宏扬豫剧团演艺有限公司

河南省许昌市桑派豫剧研究中心

湖北省花鼓戏艺术研究院（潜江市荆州花鼓剧团）

湖北省云梦县楚剧团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阳戏保护传承中心

湖南省祁阳县祁剧团

广东省潮州市潮剧团

广东省饶平县潮剧团

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龚州艺术团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

海南省定安县琼剧团

重庆渝南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渝南文化

艺术团）

四川省达州市巴山文艺帐篷轻骑队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心连心艺术团

贵州省普定县梦里花开艺术团

贵州省黎平县侗族文化有限公司

云南省屏边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云南省德钦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西藏自治区江孜县艺术团

西藏自治区芒康县民间艺术团

陕西省汉中市天汉秦腔剧团

陕西省韩城市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

甘肃省静宁县成纪艺术剧院有限公司

甘肃省甘谷县冀兴秦剧团

青海省海东艺馨戏曲研究艺术剧团

青海省门源县花海民族艺术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凤城实验秦腔剧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秦声演艺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文化演艺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聚贤相声巴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东归乌兰牧骑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场老年红歌合

唱队

三、基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先进集体

（47家）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天津市宝坻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河北省香河县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

山西省左权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山西省盂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文化旅游综合执法局

辽宁省沈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苏家屯大队

吉林省敦化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吉林省镇赉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黑龙江省汤原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黑龙江省宝清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上海市嘉定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大队

江苏省昆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江苏省张家港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浙江省天台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安徽省广德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安徽省巢湖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福建省福清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江西省武宁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

河南省西平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文体旅游综合执法大队

湖南省临湘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湖南省湘潭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大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海南省五指山市旅游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重庆两江新区文化和卫生综合执法大队

四川省安岳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四川省三台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西藏自治区谢通门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西藏自治区索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陕西省柞水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甘肃省陇西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甘肃省静宁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青海省海晏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海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四、基层电影服务先进集体（62家）

北京市通州区电影管理中心

北京市门头沟区电影发行放映服务中心

北京市怀柔区电影发行放映服务中心

天津市电影公司电影放映分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晨光电影放映站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正

定县工作站

河北省保定市锦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山西省长治市银光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山西省柳林县三交镇放映队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新农村牧区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农村牧区数字电影院线公司

辽宁省锦州市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

辽宁省康平县电影公司

吉林省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吉林省延边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电影服务中心

上海市金山区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幸福蓝海灌云影城

江苏策群新农村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浙江省桐庐县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

浙江省安吉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安徽省肥西县金穗数字电影放映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定远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福建省闽侯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福建省泰宁县影剧院

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第二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山东省东营惠众电影有限公司

山东省安丘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新华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湖北省公安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湖北省丹江口市电影放映管理中心

湖南省益阳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桃江

服务站

湖南省常宁市电影放映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龙川县电影公司

广东省怀集县电影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桂东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峙浪爱民固边电影队

海南省澄迈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电影公司

重庆银泰影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忠县电影放映有限公司

四川省攀枝花市程翔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四川省绵阳市新世纪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自贡市新世纪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贵州新兴世纪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农村电影放映管理站

云南省昆明市新昆明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双湖县电影队

西藏自治区加查县电影队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电影发行放映服务中心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敦煌工作站

青海省玛沁县电影管理站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语电影译制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小坝镇新林电影放映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凌峰达影视服务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泉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国办电影队

五、基层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机构先进集体

（47家）

北京市延庆区融媒体中心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宝坻分公司

河北省雄安新区安新县广播电视台

河北省武强县广播电视台

山西省平顺县广播电视台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东乌 732 台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广播电视传输发射中心台

腾格里广播电视中心站

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

吉林省通榆县融媒体中心

吉林省龙井市融媒体中心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 514 台

上海金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浙江省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临安子公司龙岗广

播电视服务站

安徽省砀山县广播电视台

安徽省休宁县农村广播电视传输中心

福建省三明 705 台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瑞昌市分公司

江西省浮梁县广播电视发射台

山东省费县融媒体中心

河南省淅川县广播电视管理中心

河南省滑县广播电视局

湖北省广播电视局利川中波转播台

湖南省浏阳市融媒体中心

湖南省炎陵县广播电视台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广播电视台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广播电视管理中心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兴业分公司

海南省儋州市广播电视台

重庆市江津区骆崍山广播电视发射台

四川省岳池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双流分公司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大方县分公司

贵州省瓮安县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

云南省宁蒗县广播电视局

云南省蒙自市广播电视局

西藏自治区普兰县中波转播台

西藏自治区巴青县广电中心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广播电视台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玛曲广播转播台

青海省贵南县广播电视台

青海省海晏县广播电视台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惠农发射站

宁夏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广播电视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广播电视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三十一团文体

广电服务中心

六、农家书屋和基层图书发行单位先进集体

（48家）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翟里村农家书屋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小龙扒村农家书屋

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户村镇齐村农家书屋

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南宋乡东掌村农家书屋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恼包村

草原书屋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教育园丁图书销售有限

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文化旅游服务中心 001 号

农家书屋

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梅河口市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通榆县包拉温都乡迷子荒村农家书屋

黑龙江省汤原县新华书店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西村农家书屋——栖静书院

江苏省宜兴市万石镇马庄村农家书屋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凤桥村农家书屋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沙滩村农家书屋

安徽省六安市新华书店苏埠店

安徽省全椒县襄河镇八波村农家书屋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百姓书房

福建省福鼎市硖门畲族乡柏洋村农家书屋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花田村农家书屋

山东省寿光市洛城街道屯田西村农家书屋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莒南分公司

河南省温县招贤乡安乐寨村兄弟书屋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金港新区中心农家书屋

湖北省大冶市殷祖镇朱铺村农家书屋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石门县分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农家书屋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博罗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高德街道高菜村农

家书屋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海南省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村农家书屋

重庆市北碚区施家梁镇狮子村农家书屋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蓝田街道石岭村农家书屋

四川省大英县金元镇峦苍柏村农家书屋

贵州省晴隆县阿妹戚托小镇新时代农家书屋

云南省弥勒市五山乡四家村委会农家书屋

云南省曲靖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马龙分公司

西藏自治区安多县新华书店

西藏自治区白朗县洛江镇唐觉村农家书屋

陕西省汉阴县城关镇三元村农家书屋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甘浚镇速展村农家书屋

青海省互助县威远镇小庄村农家书屋

青海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大通分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金贵村农家书屋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平西梁村

农家书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桃园社区农

家书屋

七、组织工作先进集体（10家）

四川省委宣传部公共服务处

安徽省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处（电影处）

吉林省委宣传部公共文化服务处

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

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

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

湖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

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

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

（本报北京 11月 26日电）

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表彰名单（共 342家）

本报北京 11月 26日电 （记者张贺）记者近日从中央

宣传部获悉：为褒奖基层文化单位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无

私奉献的精神，鼓励引导广大文化单位和文化文艺工作者

进一步做好基层文化工作，丰富广大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决

定，授予四川省天全县新华乡综合文化站等 342 家基层文

化单位“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

体”称号。

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评

选表彰工作自 2019 年 10 月启动。经过严格规范的评选程

序，决定授予四川省天全县新华乡综合文化站等 64 家单位

“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县级文化馆、图

书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先进集体”称号，授予江苏省徐州市马庄乐团等 64 家单位

“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基层文艺院团先

进集体”称号，授予辽宁省沈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苏

家屯大队等 47 家单位“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

建设基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先进集体”称号，授予河南

新华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等 62 家单位“第八届全国

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基层电影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授予西藏自治区普兰县中波转播台等 47 家单位“第八届全

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基层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机构

先进集体”称号，授予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甘浚镇速展村农

家书屋等 48 家单位“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

设农家书屋和基层图书发行单位先进集体”称号，授予湖北

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等 10 家单位“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

基层文化建设组织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中宣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希望受到表彰的基层

单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

好榜样示范作用，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作出更大贡

献。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广泛宣传先进集体克服各种困

难、勤勤恳恳工作和心系群众、默默奉献的典型事迹，激

励引导基层文化单位和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基

层、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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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跋山涉水为群众送去电影

和演出，他们坚守在高山之巅保障群众能收听收看

电视和广播，他们驻扎基层为乡亲们送去图书报刊

……在他们的坚守和奉献下，党和政府的声音传到

千家万户，农民掌握了致富技能，农村儿童有了更加

快乐的童年，乡村风气为之一新……

随着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

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名单的公布，我们得以走近他们。

近年来，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的乡镇流传着一

个顺口溜：“送米送面，不如送科教片”，不少乡亲就

是通过看科技电影学会了一门致富技术。河南新华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建

成了覆盖祥符区各乡镇村的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网

络，3 年已放映科技电影 2.4 万多场（次），观众达 2100
多万人（次）。目前，祥符区的 15 个乡镇 336 个行政

村的群众足不出村，就可以每月看上一场免费的数

字电影。

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郭建

华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已经 40 多年，她说：“一部

好电影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我从事农村电影放映

就是受到电影《焦裕禄》的影响，我决心像焦裕禄那

样一辈子扎根基层农村，为乡亲们送去更多的精神

食粮。”

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村电影放

映活动开始从“看到电影”向“看好电影”转变。以江

苏、浙江等东部地区为代表，农村电影放映在常态化

工作基础上，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不断拓展

思路，通过政策引导、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公益放映

与市场运营融合发展，取得了成功经验，乡亲们也可

以及时看到新上映的大片。

“我们村的村民每年来借书 500 多册，下载电子

书 1000 多册。”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甘浚镇速展村

农家书屋管理员陈玉荣自豪地说。为了吸引和鼓

励更多村民来书屋看书，村里把妇联开办的“巾帼

家美积分超市”和农家书屋放在了一起，来看书的

村民可以攒积分，每季度来书屋用积分换洗发水、

洗衣液等日用品和彩铅、本子等学习用具。这两年

村 里 大 力 发 展 大 棚 种 植 和 畜 牧 养 殖 ，还 办 起 了 民

宿，发展乡村旅游，农民们对种植养殖技术和管理

技能的需求大增，于是书屋利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数字农家书屋设备资源开展培训，每年

开 展 技 能 培 训 10 多 场（次），培 训 村 民 800 多 人

（次），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农村实

用人才。此外，书屋还开办了小课堂，让孩子们放

学后来书屋看书、画画。

农村文化建设既要“送文化”，也要“种文化”，只

有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才能扎得

深，结出的果实才会更甜美。江苏省徐州市的马庄

乐团就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农民文化队伍，乐团的成

员都是农民，他们拿起乐器，不但上了央视春晚，还

在国外的音乐节上斩获佳绩。成立 30 多年来，马庄

乐团始终坚持“扎根农村，服务农民”，把党的政策、

群众的生活编成歌谣、小品、快板，送到田间地头。

清新的旋律、动人的故事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村民修

养，提振村民的精气神。

一位评选专家说，此次参评院团常年坚持创作

在 基 层 一 线 ，演 出 在 田 间 地 头 、集 市 广 场 、街 头 巷

尾，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在简

易 的 舞 台 上 ，用 朴 素 的 制 景 道 具 和 满 怀 深 情 的 演

出，成为基层和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小分队，

和百姓零距离，让政策面对面。很多院团特别是一

些民营文艺表演团体都自掏腰包，常年深入贫困乡

村、草原深处、民族地区，跋涉几十公里演出都是常

态。很多院团将服务基层作为自己的建团宗旨，数

十年如一日。

广大文化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西藏自

治区普兰县中波转播台位于海拔 3900 米的高山之

巅，这里山高路远，农牧民居住分散。普兰转播站 18
名职工，常年组织技术骨干前往各个村居小组，与农

牧民群众面对面交流，挨家挨户发放收音机，手把手

教收音机的使用方法，传播党的声音，让他们了解党

的最新方针政策、发展变化，提高群众的思想意识，

让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

“让文化的天空更加清朗”，基层文化市场执法

队伍在这次评选中也有突出表现。湖南省湘潭县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充分发挥当地四级综治网格

作用，通过 1798 名网格员及时发现文化市场违法违

规经营活动线索；陕西省柞水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大队通过音乐快板、渔鼓说唱等形式宣传文化市场

法律法规和政策；西藏自治区索县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严查含有禁止内容的文化产品，切实维护文

化安全。

文化工作的根在基层。中央宣传部有关负责同

志表示，希望广大文化单位和文化文艺工作者向这

次评选表彰中的先进单位学习，进一步做好基层文

化工作，丰富广大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扎根乡村沃土 建设基层文化
——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评选表彰综述

本报记者 张 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