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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 2005-2017 年 “ 公共文化服务 ” 领域的 1613 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以 Citespace V 为研
究工具，对我国 “ 公共文化服务 ” 相关文献的时间分布、作者分布、机构分布、期刊分布、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突现进行知识图谱分析，以期快速清晰地了解我国 “ 公共文化服务 ” 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
点与研究前沿，从而为未来时期内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提供一定的建设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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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ield and provide some constructive advice
for domest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period.
Key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Citespace V; knowledge map; research progress; research trend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GL012）；山东理工大学青年支持计划项目（4072-114035）。
作者简介：刘晓婷（1994-），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网络与学科评价；佟泽华（1975-），通讯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知识管理、
协同创新，E-mail：zehua007@sina.com；孙杰（1995-），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网络与学科评价；薛晓娜（1994-），研究生，研究方向：
知识网络与学科评价；刘阳如冰（1993-）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网络与学科评价。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9 年·第 5 卷·第 5 期

095

机构案例 CASE STUDY

引言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9.05.009

代表性和权威性，本研究限定期刊来源类别
为 SCI 来源期刊、EI 来源期刊、核心期刊以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

及 CSSCI。 为 保 证 研 究 数 据 的 全 面 性， 本 研

是以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保障公民的基

究以“主题”为检索途径，设置“主题”为“公

本文化生活权利为目的，着眼于提高社会成员

共文化服务”。同时，考虑到 2018 年的数据

的文化素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1]。2005 年，我国

尚不完整，因此，本研究的期刊检索时间截

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务”[2] 一词以来，公共

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检索共得到两千余

文化服务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

篇相关的文献。为保证研究数据的准确性，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理论的研究与相关

对检索结果进行去重、整理，删除期刊会议

实践的开展，特别是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该

征 稿、 会 议 通 知、 卷 首 语、 简 讯、 书 评 以 及

领域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我国公共

无作者或其他无效数据，最终得到 1613 篇有

文化服务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体系建设、指

效数据。

标评价、功能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或是结合图
书馆、博物馆、大学等属类功能来进行讨论，

1.2

本研究借助陈超美博士开发的一款基于

或是以某地区为例来进行相关的分析，并取得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JAVA 环境的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但是，以绘制知识图谱的方式梳理“公共

V，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进行定量统计

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脉络，直观揭示该领域

与定性分析。首先，通过发文时间分析、作者

研究状况的文章却鲜有涉猎。基于此，本研究

合作分析、机构合作分析、期刊分布分析等方

尝试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

法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整

的梳理，以便完整地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体上的概括；其次，通过对关键词的词频分析

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一方面，为后来者了解

与聚类分析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热

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与研究热点提供便利，

点领域进行概括性的总结和判断；最后，通过

另一方面，这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理论与实

对突现词（burst term）的突现强度对我国“公

践发展也将更具指导意义。

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进行总结
和梳理。

1
1.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

“公共文化服务”的文献统计
分析

2.1

发文时间统计分析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取自中国学术期刊（CNKI）

数据库，由于 CNKI 收录的期刊众多且期刊差
距较大，因此，为保证研究数据具有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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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展的重要衡量指标。笔者将我国公共文化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2008 年，

服务领域的 1613 篇文献按年度分布状况绘制相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应的分布曲线（如图 1 所示）。从文献起始时

提出了新的目标与要求。自此，众多学者在公

间来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从 2005

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农

年开始出现（因此，本研究均以 2005-2017 年

村公共文化服务等多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 [3-5]，

为时间跨度进行分析）。从文献总量来看，我

发文数量增加，研究主题范围不断拓展。总的

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发文数量总体上呈逐年

来讲，这一时期，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在探索的

稳步增加的态势，表明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越来

过程中不断发展。

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另外，从发展阶段

2011—2017 年，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

来看，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发文量大

研究处于深化阶段。2011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

致经历了 3 个阶段，即 2005-2006 年的研究萌

全会中确指出要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

芽阶段、2007-2010 年的研究探索阶段、2011-

便利性的要求建设基本公共文化服务；2013 年，

2017 年的研究深化阶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基本公共文化

2005-2006 年，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研

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以及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究正处于萌芽阶段。2005 年，《国家“十一五”

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一系列政策措施纷纷出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正式提出“公共文

台，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围绕现代公共文化服

化服务”这一概念 [2]。同年，平玉娜在《图书

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的研究

馆杂志》中发表一篇名为“依托联合图书馆网

热潮，研究成果增幅快速。此外，随着我国城

络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期刊论文。此后，关

镇居民以及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不

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开始兴起，在 2006 年，

断扩张，仅仅依靠政府无法提供充足且高效的

又出现了部分研究，但此阶段的研究数量较少，

公共文化服务。因此，关于社会力量参与以及

研究力度不大。

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研究也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
注 [6-8]。总体来看，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研

研究处于探索阶段。2007 年，党的十七大指出

究主题范围进一步拓展，呈现出深化与快速增

将“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长的态势。

发文数量（篇）

2007—2010 年，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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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年度发文数量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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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作者统计分析

出现的频次越多；连线越粗，表示作者共线强

通过 Citespace V 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度越大。其中，部分学者之间有一定的合作关系，

的作者进行分析得到如图 2 所示的作者共现图

但大多数学者之间的连线较少，合作网络呈现

谱，以此反映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及其合作

分散的状态。这表明，我国对“公共文化服务”

关系。图谱中共有 452 个节点，195 个连接，

研究的学者较多，但主体之间较为分散，并未

网络密度为 0.0019。图中节点越大，表示作者

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网络。

图 2 2005-2017 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发文作者知识图谱
表 1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Top20 高产作者
序号

098

作者

发文量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1

柯平

26

11

陆和建

8

2

肖希明

26

12

郑建明

8

3

李少惠

21

13

刘辉

8

4

吴理财

20

14

罗云川

7

5

傅才武

16

15

完颜邓邓

7

6

李国新

14

16

叶南客

7

7

陈通

12

17

陈雅

6

8

陈波

9

18

阮平南

6

9

曹爱军

9

19

冯佳

6

10

颜玉凡

8

20

段小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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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发文量来看，发文数量最多的两位

度较弱，仍处于独立研究状态。首先，相对集

学者分别为柯平和肖希明，其次为李少惠、吴

中的几个核心研究团队有：以南开大学的柯平

理财、傅才武、李国新、陈通等，发文量均在

为中心的学术团队；在武汉大学形成了以肖希

10 篇以上，发文 top 前 20 的高产作者情况如表

明、傅才武等组成的学术团队；甘肃地区形成

1 所示。同时，统计也显示，共有 61 位学者以

了以兰州大学李少惠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华中

第一作者的身份发文数量在 3 篇以上，说明我

师范大学由吴理财领衔的学术团队；以北京大

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集中度较高，核心作者群

学李国新为核心的学术团队等，这些学术团队

贡献较大。从作者群角度来看，我国公共文化

通常由同一机构的作者组成。其次，不同作者群、

服务研究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即

不同学术团队之间互引关系较弱、学术联系较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几个核心

弱，合作网络呈现分散的状态，长期来看将不

研究团队（如图 3），但各团队之间的联系强

利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

图 3 2005-2017 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发文作者 - 机构知识图谱

2.3 发文机构统计分析

知识图谱。图谱中共有 379 个节点，114 个连

将检索到的 1613 篇文献导入 Citespace V

接， 网 络 密 度 为 0.0016， 表 明 我 国 研 究 公 共

中，设定发文量在 10 篇以上的阈值，得到如

文化服务的机构呈现“百家争鸣、多点开花”

图 4 所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发文机构

的局面。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研究公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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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的机构主要集中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

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

学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开大学商学

科研院所或图书馆单位等。从机构合作角度

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

来看，发文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

究 院、 兰 州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国 家 图 书 馆 等，

比如，国家图书馆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这 6 个研究机构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连线较粗，表明三者

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而发文量在 10 篇

之间的连接强度较强，但就总体来看，各机

以上的共计 15 个科研机构，其发文量占总发

构间的合作强度不大，合作机构的形成也主

文量的 18.29%，表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机

要由作者学缘关系主导，不同机构之间的学

构集中度较高。另外，从研究机构分布来看，

术交流有待进一步加强。

图 4 2005-2017 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发文机构知识图谱

2.4

载文期刊统计分析

量在 20 篇以上（如表 2），共计为 709 篇，占

通过对收集到的 1613 篇文献进行统计分

发文总量的 44%，表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析，我们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从发文的

的文献较集中，有较稳定的期刊来源；第三，

期刊特点来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论文主要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高频期刊中，排名前

发表在图书馆、图书馆论坛、图书馆建设、图

三的期刊分别为图书馆、图书馆论坛、图书馆

书馆理论与实践等图书情报领域的期刊上（如

建设，通过统计得出公共文化服务主题的文章

表 2），说明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图情领域的

在这三种期刊中所占的比例均在 2% 左右，所

研究内容，学科较单一，并未形成学科交叉融

占比例不高，表明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只是图

合的发展态势；第二，我国刊载公共文化服务

书情报领域的一个很小的分支，相关论文的研

的期刊共有 300 多种，其中有 14 种期刊的发文

究数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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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载文量 20 篇以上的期刊分布
序号

载文量

期刊名

序号

载文量

期刊名

1

101

图书馆

8

43

国家图书馆学刊

2

79

图书馆论坛

9

42

图书与情报

3

69

图书馆建设

10

42

新世纪图书馆

4

64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1

38

图书情报工作

5

55

艺术百家

12

29

图书馆学研究

6

52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3

29

人民论坛

7

44

图书馆杂志

14

22

中国图书馆学报

3 “公共文化服务”的文献内容分
析

由关键词的知识图谱（图 5）并结合表 3 的统
计结果可知，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最

关键词可以反映出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

多，是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的重点。从高频

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内相关文献的关键词

关键词出现的年份来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进行可视化分析，能够比较直观的呈现公共文

系、政府购买、社会力量等首次出现的时间较晚，

化服务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趋势与知识结构。

是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研究将检索到的 1613 篇文献导入 Citespace V
中，利用软件的数据转化器转换成 Citespace V
可识别的数据，设置时间跨度为 2005—2017 年，
单个时间分区长度为 1a，以关键词为网络节点，
选取出现频次最高的前 50 个关键词，运行之后
对网络进行标签阈值调节，只显示频次在 20 以
上的关键词，由此得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的关键词知识图谱（如图 5 所示）。按照词频
排序统计，提取前 20 个高频关键词如表 3 所示。

图 5 2005-2017 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关键词知识图谱

表 3 前 20 个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1

公共文化服务

467

0.51

2005

11

文化权利

32

0.03

2006

2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19

0.49

2006

12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7

0.02

2014

3

公共图书馆

194

0.30

2007

13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27

0.09

2007

4

公共文化

162

0.10

2006

14

文化产业

26

0.02

2006

5

图书馆

81

0.07

2007

15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26

0.02

2011

6

文化建设

54

0.05

2009

16

农民工

25

0.02

2012

7

服务体系

52

0.05

2006

17

政府购买

22

0.01

2014

8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51

0.13

2007

18

文化馆

21

0.04

2008

9

均等化

43

0.03

2008

19

免费开放

20

0.02

2008

10

文化治理

32

0.02

2012

20

社会力量

19

0.0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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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以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 [12]。公共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将得到的聚类按

文化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之一便是均衡发展的问

照节点数量排列，节点数量表示某个聚类所包

题，而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仍存在不

含的文献数量，其中节点数量最多的前 5 个聚

均衡的现象，如城市与农村非均等的矛盾日益

类如表 4 所示，聚类标题分别为公共信息资源、

彰显，严重制约着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享受

绩效评价、基本文化权益、文化扶贫、公共文

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平等性 [1]。因此，众多的学

化服务保障法。每个聚类均由若干子聚类组成，

者提出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及

通过对聚类标题和各子聚类的结合分析，从而

建议，以促进城乡的均衡发展，如李国新（2015）

更为深入地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热点领域进行分

提出要重视经费、人才和法律保障机制 [13]，胡

析和探讨：

锐根（2015）所提出的通过政策监督机制和政策

（1）聚类 #0 的标题为“公共信息资源”，

保障机制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绩效评估工作

聚类内文献数为 49 篇，包含农村图书馆、示范

以及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 [14]。

项目、全民阅读等子聚类。全民阅读是贯彻落

政策建议虽多，但真正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

实党的十六大关于“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

的均衡发展任重道远，需要持续不断加强。

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项重

（3）聚类 #2 的标题为“基本文化权益”，

要举措 [9]。倡导和推进全民阅读，不仅是提高

聚类内文献数为 32 篇，包含博物馆、美术馆、

国民素质的客观现实需求，也是推动公共文化

文化权益等子聚类。2011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

服务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我国公共文

全会提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概念，以

化服务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均在摸

进一步加快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步伐 [15]。2013

索中前进，仍存在许多挑战，其中，建设和发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基本公共

展农村公共文化、保障农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是

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的发展要求。构建

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长期任务和目标 [10]。为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必须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

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政府、图书馆界

化权益、满足其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 [16]，同时

和民间团体在农家书屋、民间力量援建农村图

要明确各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必须以政府为主

书馆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示范项目，成为

导，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与档案馆等公

当前发展农村图书馆事业的主要内容 [11]，以促

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同时鼓励全社

进公共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共文化服务

会积极参与，通过普及文化知识、提供精神食粮，

的建设与发展。

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6,14]。因此，如何

（2）聚类 #1 的标题为“绩效评价”，聚
类内文献数为 38 篇，包含信息服务、保障机制、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协调有序发展成为近几
年的研究热点之一。

均衡发展等子聚类。2011 年，十七届六中全会

（4）聚类 #3 的标题为“文化扶贫”，聚

提出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

类内文献数为 26 篇，包含“十三五”规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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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公共图书馆等子聚类。2015 年，为贯彻

化 产 品、 保 障 法、 西 部 农 村 等 子 聚 类。 随 着

落实国务院“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提

公共文化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公共文化服务

出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同时，

保障方面亟需建立一套完整且具体的法律法

为尽快实现文化扶贫的重要指示、摆脱文化贫

规，以期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创造良好的法

困现象、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提高文化和精神层

律环境和制度环境 [20]。2016 年，全国人民代

面的自身素质，我国设立了大批的文化建设或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扶贫项目，如“万村书库”工程、“手拉手”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并于 2017 年 3 月 1

工程、春雨工程等 [17]。但我国文化扶贫还面临

日起施行 [21]。自此，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几个复杂的问题，如公共文化服务偏离扶贫需

法的解读与实施方面的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

求 [18]、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滞后、文化资源开发

的关注和重视。但相比于前几个聚类，国内

利用不足 [19] 等。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需

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研究数量较少，

进一步紧密结合文化扶贫的重要指示，二者做

特别是在如何正确理解和应用方面有待加强。

到相辅相成，共同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未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应进一步加强对“公

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而服务。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研究，从而真正为实

（5）聚类 #4 的标题为“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聚类内文献数为 23 篇，包含公共文

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发
展要求提供制度与法律保障。

表 4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热点词聚类表
聚类编号

聚类内文献数

聚类标题

子聚类名

#0

49

公共信息资源

农村图书馆；示范项目；全民阅读，等

#1

38

绩效评价

信息服务；保障机制；均衡发展，等

#2

32

基本文化权益

博物馆；美术馆；文化权益，等

#3

26

文化扶贫

“十三五”规划；新常态；公共图书馆，等

#4

23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公共文化产品；保障法；西部农村，等

3.2

现表。从表 5 中可以看出，突现词突现时间在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变性关键词（Burst Detection）是某段时

2013 年以后，并且到现在还在被研究者继续关

间内频次变化率高的词，表示待考察的关键词

注的突现词有 7 个，分别为农民工、现代公共

在短时间内跃迁的现象，强调突变性

[22]

。通过

文化服务体系、社会力量、公共数字文化、公

对突变性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共数字文化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映出某领域的研究前沿问题。利用 Citespace V

对应的突现强度分别为 4.0683、7.9984、6.1613、

来检测关键词的突变性，设置时间切片为 1a，

3.0062、3.5572、5.4969、6.1613， 中 心 度 依 次

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阈值选择 Top 30，点击

为 0.02、0.02、0.01、0.01、0.01、0.01、0.01。

Burst Terms 运行，得到如表 5 所示的关键词突

根据突现词出现的时间分布、突现度分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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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度分布的情况，可以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

3 个渐增性前沿：农民工与公共文化服务、现

设。

表 5 2005-2017 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关键词突现表
骤减年

2005-2017年

关键词

强度

起始年

基本文化权益

3.9159

2007

2011

▁▁▂▂▂▂▂▁▁▁▁▁▁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6.4734

2008

2009

▁▁▁▂▂▁▁▁▁▁▁▁▁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4.2055

2009

2012

▁▁▁▁▂▂▂▂▁▁▁▁▁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3.0395

2009

2010

▁▁▁▁▂▂▁▁▁▁▁▁▁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3.3038

2010

2014

▁▁▁▁▁▂▂▂▂▂▁▁▁

公益性

2.8465

2011

2012

▁▁▁▁▁▁▂▂▁▁▁▁▁

高校图书馆

5.5062

2011

2012

▁▁▁▁▁▁▂▂▁▁▁▁▁

免费开放

6.2417

2011

2013

▁▁▁▁▁▁▂▂▂▁▁▁▁

文化需求

2.7859

2012

2014

▁▁▁▁▁▁▁▂▂▂▁▁▁

农民工

4.0683

2013

2017

▁▁▁▁▁▁▁▁▂▂▂▂▂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7.9984

2014

2017

▁▁▁▁▁▁▁▁▁▂▂▂▂

社会力量

6.1613

2015

2017

▁▁▁▁▁▁▁▁▁▁▂▂▂

公共数字文化

3.0062

2015

2017

▁▁▁▁▁▁▁▁▁▁▂▂▂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3.5572

2015

2017

▁▁▁▁▁▁▁▁▁▁▂▂▂

政府购买

5.4969

2015

2017

▁▁▁▁▁▁▁▁▁▁▂▂▂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6.1613

2015

2017

▁▁▁▁▁▁▁▁▁▁▂▂▂

（1）农民工与公共文化服务

而言，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匮乏、对所

2012 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

在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缺乏了解以及农民

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积极引导开展面

工收入低下和超负荷劳动制约着农民工去享受

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努力丰富农民工

公共文化服务 [23]。因此，如何帮助农民工享受

精神文化生活。自此，关于农民工公共文化服

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将

务的研究逐渐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首先，农

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研究趋势。

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绝大多数呈现“荒漠化”

（2）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状态，基本的公共文化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构

影响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因素既有外部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2015 年，

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就外部因素来说，城市中

相关部门出台颁布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的相关部门往往忽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 [23]；

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这两个政策的提出在

同时，城市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的一些政

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策上的偏见更是将农民工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置

系”的浪潮。关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于千里之外 [24]；而农民工长期游走于城乡之间，

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首先，构建现代公共文

他们既很难享受到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也基

化服务体系要处理好若干关系，比如基本与非

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就自身因素

基本、共性与个性、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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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等，把握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定

文化资源整合不够全面 [33]，缺少社会力量的参

位与方向，努力推进传统文化事业向现代公共

与 [34] 等。因此，如何有效整合数字化资源、建

文化服务转变 [25]。其次，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设高效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将成为学术界感

务体系要把握好公共图书馆的定位与价值 [26]，

兴趣的话题之一。

公共图书馆应秉承向全社会公平开放的理念，
保障公民的基本阅读权利，缩小信息鸿沟，传

4

结论与展望

承社会文明，努力实现公共图书馆的转型升级、
跨越发展 [27]，凸显公共图书馆在现代公共文化

本研究基于 Citespace V 对我国公共文化服

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价值与优势。再次，关于现

务研究的知识图谱进行分析，识别公共文化服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未来走向的问题，有学者

务领域研究的时间分布、研究的主要作者群、

通过研究指出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向基层倾斜、

主要研究机构、重要的载文期刊以及对我国公

服务体系建设重视行业协调与统筹规划、现代

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热点与研究前沿进行了分析，

公共文化服务理念进一步植入等 [26]，因此，这

以清晰地把握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现

方面的研究也可能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状、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

建设的重点研究内容。

通过对 2005-2017 年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

（3）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

分析，得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信息意识的

（1）从发文时间分布来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

逐渐增强，人们已不再局限于从单一来源获取

领域的研究始于 2005 年，并经过了研究萌芽阶

公共文化服务，而更希望从一个功能强大的数

段、研究探索阶段和研究深化阶段。文献产出

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上获取大量的信息，因

量总体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可以推测未来时

此，公共文化服务亟需在打破传统文化服务方

期内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成果产出将持续

式的基础上融入“数字化”的优势 [28]。而数字

攀升。（2）从作者分布来看，我国研究公共文

图书馆、数字档案馆以及数字博物馆等将“数字”

化服务的学者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

与“公共文化服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数

点。虽然相关学者众多，但主体之间较为分散，

字化”的方式弥补传统服务方式的不足，向社

发文也主要集中在以柯平、肖希明、李少惠、

会公众提供“一站式”数字文化服务 [29]。而目

吴理财、傅才武、李国新等为中心的学术团队，

前，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仍面临数字资源

且不同作者群、不同学术团队之间互引关系较

整合难的挑战，如 LAM（图书馆、档案馆、博

弱、学术联系较弱，合作网络呈现松散的状态。

物馆）管理体制分散、管理方式不统一、资源

因此，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完善的背景下，

类型与资源格式无统一标准 [30]、分类标准与规

研究者应抓住机遇，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推

则习惯差别巨大 [31]，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过

动形成强大的科学共同体。（3）从机构分布来

程中所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 [32]，我国公共数字

看，我国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集中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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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北京大学

本研究再现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

信息管理系、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究现状、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具有重要的研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兰州大学管理学

究意义与实际价值。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发现

院、国家图书馆等高校科研院所或图书馆单位，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中所存在的不足与挑战：（1）

但机构之间的合作强度较小，机构间的学术交

如何保障农村居民以及农民工享受公共文化服

流有待进一步加强，以形成相互融合的学术科

务一直制约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因此

研氛围。（4）期刊分布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

如何帮助农村居民以及农民工享受公共文化服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领域的期刊，有较

务、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将在未来实践中进一

稳定的期刊来源，但学科较单一，并未形成学

步持续努力。（2）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

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态势。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

学者大都处于独立研究的状态，各作者与各机

国内学者应尝试将公共文化服务与其他领域的

构间的合作强度不大，这将不利于我国公共文

研究接轨，丰富其内涵，扩展其外延。

化服务的发展，在未来研究中要注重合作，共

通过对 2005-2017 年的相关文献进行内容

同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

分析，笔者得到以下三点结论：（1）对高频关

（3）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保障公民

键词进行统计，得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出

的公共文化权益，但是如何真正实现公共文化

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分别为公共文化服务、公

服务的公益性、均等性以及普遍性，还需要社

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图

会力量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配合。

书馆等。涵盖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大多数领域，

同时本研究观点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笔者在

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2）对关键词进

后续的研究中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首

行聚类分析，得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

先，熟练掌握多种知识图谱分析工具以扩展分

究热点标题分别为公共信息资源、绩效评价、

析 视 角， 如 进 一 步 借 助 Bibexcel、HiteCite、

基本文化权益、文化扶贫、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Ucinet、NWB Tools 等软件进行分析；其次，

法等，再结合各个标题的子聚类可以发现，我

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丰富数据来源，如增加对

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视角多元，研究范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重要的报纸论文等的统

围广泛，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3）对关键

计与分析，从而为研究提供更为有利的佐证。

词进行突现分析，得到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
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分别为关注于农民工的
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公
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其中，关于农村、农民、
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务将会在以后的研究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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