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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在不断创新发展,群众的精神文化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为了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国家必须与时俱进,创新群众文化工作,开展更多符合群众需求,弘扬社会主义积极精神的文化建设,
以此丰富群众精神的面貌,推动我国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就群众文化工作开展现状,工作
优化意义,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以及工作方向和具体措施进行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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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Innovation of Mass Cultural Work
Zofia Habiti
Xinjiang Emin County suburban Township Government cultural station
[Abstract] The society is constantly innovating and developing, and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constantly strengthen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growing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he masses, the country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novate mass cultural work, carry out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and carry forwar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sitive spirit, so as to enrich the mass spiri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ass cultural work, the work optimization significance,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work,
and the work direction and specific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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