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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在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所面临的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也
较大,这就需要其在精神方面进行适当的调剂。因此,在新形势下,搞好群众文化建设和管理也具有较多
的积极意义,相关文化部门需要结合国民的精神需求,完善群众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措施,最终充分发挥群
众文化活动的作用,促进我国文化的整体繁荣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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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people are facing greaterpressure in life
and work while their living standards are improving,and this requires its properadjustment in the
spirit.Therefore,in the new situation, do well in the construction andmanagement of mass culture also has more
positive significance.Relevant cultural departmentsneed to combine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people, improve
the mass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management measures, final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promote theoverall prosper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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