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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民的文化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一样，都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所必须享有

的法律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事业一贯的宗旨。从宪法角度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

利，最主要的是应当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应当在宪法文本中明确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宪法地位，明确国家和政

府在保障文化权利方面应当承担的职责或义务，加强对文化权利的平等性的保护以及应当制定文化基本法律，来

保障文化权利的实现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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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民 的 文 化 权 利 在 法 律 中 的 最 早 体 现 是

1919 年德国的《魏玛宪法》。该宪法第 118 条规

定，德国人民，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有用语言、文
字、印刷、图书或其他方法，自由发表其意见之权，

并不得因劳动或雇佣关系，剥夺此种权利。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公民的文化权利作为一项基本

人权得到了联合国成员国的承认。1966 年 12 月

16 日，第 21 届联合国大会以 105 票一致通过了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自此，《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成为继《世界人权宣

言》后国际人权宪章体系中的第 2 个文件。按照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凡缔约国人

人享有下列文化权利: ( 1 ) 参加文化活动; ( 2 ) 享

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 ( 3 ) 对其本

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

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
文化权利的概念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

和发布的文件中得到了肯定，最重要的文件有三

个: 1966 年的《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1976 年

的《关于扩大人民参与文化生活并为此做贡献的

倡议书》以及 1986 年的《关于艺术家状况的倡议

书》等。

公民的文化权利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也得到了

充分地体现。我国现行《宪法》从两个方面规定

了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权利，一是直接规定公民享

有某项文化权利，如现行《宪法》第 47 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

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二是规定了国家为保

护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如现

行《宪法》第 22 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

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

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因此，保障公民

依法享有文化权利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任

务。

一、公民文化权利的概念、内容

公民的文化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权利一样，都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

翁所必须享有的法律利益。现代宪政理论认为，

现代法治国家存在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有

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效率的政府机构。
该政府机构的基本职能就是保障公民最大限度地

行使权利，实现各种合法权益。公民的文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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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国家和政府必须予以保障的基本人权。由于

公民的文化权利主要涉及到公民个人的精神利

益，因此，保障公民享有文化权利有利于促进全社

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权利内容极其广泛，但是，

这些权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公民文化权利

都是为了满足公民个人的精神需求的，是一种精

神性的权利。它通常包括公民个人的表现自由、
创作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追求美感和精神愉悦

的自由、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充分发挥个人精神

人格力量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语言文字自由、
文化娱乐的自由，等等。这些自由权利有利于发

展公民个人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结构，有利

于逐步改造和克服人性中的弱点，增加个人的文

明素质和精神修养。
保障公民享有文化权利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共建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的核心所在。我国现行宪法序言规定，要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

的战略目标也包括了通过保障公民享有文化权

利，使全社会的公民都成为适应现代法治社会要

求的共产主义文明新人。

二、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意义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

主义事业一贯的宗旨。发展人、完善人是社会主

义国家对每一个公民的期望。通过在法律中设定

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权利是社会主义尊重人权的重

要举措，也是人民主权国家的主要特征。
早在建国初期制定的 1954 年《宪法》，就对

公民应享有的文化权利作了比较详细地规定。主

要涉及到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

由，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

由。1978 年《宪法》强调了各项文化事业必须为

社会主义服务，国家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现行《宪法》在总纲里强调，人民依照

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文化事业。
并且在条文中从多种角度对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权

利进行依法保护。可以说，我国公民所享有的文

化权利一直是受到我国宪法和法律保护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显

著提高，如何使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建设

面临的全新课题，也是我国迈入文明、富裕的小康

社会所必须解决的带有宏观性的战略问题。如果

不从制度上和物质保障上帮助公民实现各种文化

生活的需要，那么，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就会

受到阻挠。所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不是什么

权宜之计，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生活

现实的需要。而在今天，仅仅依靠政府在传统体

制下对文化事业大包大揽的做法，是无法满足人

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的。文化活动的多样性

和选择性是现今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显著特点。
传统体制所勾画的公民个人文化活动的领域必须

拓展，公民个人所享有的文化活动的自由权也必

须增加。并且由于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

展，政府对文化事业领域也必须加大管理力度，通

过各种保障手段来帮助公民有效地实现文化权

利。

三、从宪法角度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制度要求

文化权利作为已经被联合国《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了的基本人权，目前在

世界各国宪法中多有体现。由于宪法具有保护公

民基本权利的功能，因此，从宪法角度来保障公民

的文化权利，最主要的是应当立足于以下几个方

面的制度建设:

1、在宪法条文中明确文化权利的宪法地位。
文化权利在许多国家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肯定，即

从整体上肯定文化权利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或者

是肯定文化活动的某个方面的权利为基本权利。
例如，以具有“文化宪法”之称的 1981 年《西班牙

王国宪法》为例，该宪法第 44 条第 1 款规定: 公共

权力推动并监督所有人有接触文化的权利。而第

25 条第 2 款则规定: 在所有情况下，犯人有权获

得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相应的福利以及接触文化

和全面发展个性。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82 年

《葡萄牙共和国宪法》，该宪法更加全面和系统地

肯定了文化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

不仅包括肯定文化权利的概念，还详细地列举了

文化权利的类型。例如，该宪法第 9 条规定，国家

的基本任务是: 通过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改造，即通

过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及废除人对人的剥削与

压迫，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与生活质量，促进葡萄

牙人之间的真正平等，从而实现经济、杜会与文化

权利。第 42 条规定了公民享有“文化创造的自

由”，即思想、艺术与科学创作自由，这些自由具

12

莫纪宏: 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



体内容包括进行科学研究和发明的权利，创作和

发表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以及对著作权的法律

保护。第 78 条规定: 任何人都有权从事文化创造

与开发，并负有保存、保护与完善文化遗产之责

任。国家在所有文化机构的配合下: ( 1 ) 鼓励并

确保全体公民、特别是工人利用文化活动手段与

工具的权利和机会，并调整国内在这方面所存在

的不相称现象; ( 2 ) 支持创新精神以激发个人和

集体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的创造力，使优秀作品

与文化财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 3 ) 提倡对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完善，使之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组

成部分; ( 4 ) 发展同所有民族特别是葡萄牙语民

族的文化联系，并切实保护与发扬海外葡萄牙文

化; ( 5) 使文化政策同其他方面的各种政策互相

衔接配合。任何人均有权依法倡导防止或消除文

化遗产衰微的因素。1982 年《葡萄牙共和国宪

法》在通过宪法确认文化权利的宪法地位方面还

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文化方面的权利与义

务”作为基本权利的一个重要章节来对待，将文

化权利扩展到教育、科学、文化创造与体育等方面

的权利，使得文化权利具有更加丰富的宪法内涵。
该宪法第 72 条第 2 款规定: 国家在大众传播媒

介、文化娱乐团体、文化遗产保护团体、基层社会

组织及其他文化机构的配合下，促进文化的民主

化，鼓励并确保全体公民享受文化创造之成果。
2、明确国家机关在保护公民文化权利方面的

消极和积极的义务。作为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

利，其主要的实现方式是以国家和政府承担特定

的保障基本权利实现的义务为前提，没有政府在

实现文化权利方面的积极或者是消极的作为或不

作为义务，公民文化权利无从实现，文化权利的

“基本性”也无法体现。许多国家宪法都通过规

定国家或政府在保障文化权利实现方面的义务或

职责，来 保 证 宪 法 所 规 定 的 文 化 权 利 的 实 现。
1981 年《西班牙王国宪法》第 9 条第 2 款规定: 公

共权力应创造条件使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集团之

自由、平等名符其实和行之有效，应铲除阻扰和妨

碍自由平等充分发扬的障碍，并便利全体公民参

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第 48 条又规定:

公共权力为青年自由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社会、经
济和文化发展创造条件。第 149 条第 2 款还规

定: 在不妨碍自治区可承担的职权的情况下，国家

把文化服务事业作为其基本义务和权力，将在征

得各自治区同意的情况下，推动自治区之间的文

化交流。上述规定，既有要求公共权力通过排除

对公民行使文化权利的自由妨碍来保障文化权利

实现的，也有需要国家和政府努力创造条件来保

障文化权利的实现的，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义

务或职责都有涉及。此外，相类似的宪法规定还

有很多，例如，1987 年《大韩民国宪法》第 9 条也

规定: 国家努力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畅达民族文

化，1975 年《希腊共和国宪法》第 24 条第 1 款则

规定: 保护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为国家的职责。
3、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保障公民平等地享

有文化资源。宪法在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实现的

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法律特征，就是要保证文化

权利的平等性，这是文化权利作为基本权利所具

有的最重要的权利属性。对文化平等权的保护是

多数国家宪法关于文化权利保护性规定的最重要

的内容。例如，1987 年《大韩民国宪法》序言规

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诸领域，为每个

人创造均等的机会，使其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完

成行使自由与权利所需的责任与义务”。第 11
条又规定: 一切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诸领域，任何人不得

因性别、宗教或社会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别。此外，

还有一些国家宪法针对特定人群的文化权利的平

等性提出要求的，例如，1982 年《葡萄牙共和国宪

法》第 70 条规定: 青年，尤其是劳动青年，在实现

其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方面有权受到特殊保护。
4、发展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各项文化设施，

为文化权利的实现提供可靠的物质条件的保障。
文化权利区别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

等基本权利的一个权利特征，就是文化权利的具

体实现往往需要以一定的文化设施和文化环境作

为条件。如果缺少必要的文化设施和环境，文化

权利很难有效实现。为此，许多国家宪法中都规

定要对文化设施和环境要加以保护。例如，1949
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 75 条第 1 款第 6 项规定:

保护德国文化资产免于外流。1975 年《希腊共和

国宪法》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 广播和电视必须由

国家直接控制，并以平等的地位客观地传播信息

和新闻报道以及文艺作品; 广播和电视节目的质

量水平，必须从它们的社会使命和国家文化发展

的需要出发，予以保证。1982 年《葡萄牙共和国

宪法》第 72 条规定: 老年人政策包括旨在为老年

人通过积极参加社会生活求得个人发展提供机会

的各种经济、社会与文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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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下我国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宪法和法

律措施

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必须具有可能性和现实

性两个因素。从可能性角度来看，要实现公民的

文化权利，首先法律赋予公民的文化权利是确定

性的，有相对明确的范围，并且也是为公民从事文

化活动所需要的; 从现实性角度来看，公民能否有

效地行使法律所规定的文化权利，一要看公民在

行使文化权利时能否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二

要看公民行使文化权利的行为成本的多少，是否

会受到不必要的法律上的限制或者是因为法律制

度本身的矛盾使得公民的文化权利无法准确地得

到行使。从我国公民行使文化权利的法律环境来

看，要在制度上有效地保障公民行使文化权利，必

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要在宪法中确定公民文化权利的范围。公

民的文化权利实质上就是法律赋予公民所享有的

从事文化活动的资格。从公民所从事的文化活动

的特征来看，由于文化活动是为了满足公民的精

神需求的，公民能否通过文化活动获得精神上的

满足常常具有个体性。个人自由的概念更容易符

合个体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从保障公民享

有文化自由的角度来看，公民的个人自治是一种

比较好的实现方式。权利制度的设置无疑会使国

家权力过多地进入了个人自治的领域，权力在某

种程度上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但是，在整个社会

文化资源需要集中管理、公民个人的文化素质有

待提高的社会环境下，用权利制度来帮助公民个

人更好地满足自身对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最现实的

选择。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集体人权高于个

体人权的意义所在。以新闻自由而言，社会主义

的新闻自由并不是个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通过

新闻媒介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也不是可以完全

个体化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更需要政府在

保障人民享有通过新闻媒介表达自己意见方面发

挥自己的作用。总之，我国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权

利其特点是必须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创造各种条

件来从事各种文化活动。
在我国，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权利的种类也是

非常丰富的。主要包括创作和表达自由、文化娱

乐权利、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经营权、受文化教

育的权利以及文化交往方面的权利，等等。一般

来说，公民所享有的创作和表达自由、文化娱乐权

利、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以及文化交往方面的权利

都是比较受重视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经营

权则会受到法律上的限制，或者说有些具体的权

利至今仍未得到社会和政府的承认。如利用传媒

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方面的信

息，这方面的工作目前主要是由政府的传媒机构

在做的，个人和社会团体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没有

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承认。政府承办的传媒机构除

了履行自己的政治功能之外，要不要用经济的手

段来调整传媒运作活动，承认不承认传媒产业的

存在，以及相应的传媒服务经营权等等，这些问题

在实践中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事实，

但是，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说法，结果造成了这

些领域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法律矛盾和纠纷，

社会实践非常需要对传媒产业的存在和发展给予

法律上的定位。所以，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对文化生活的需要，有必要对公民的文化权利

在法律上作较为开放式的规定，突出一个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实现各种应该具有的文化

权利的活动，进一步加大法律上对实现公民文化

权利的保障力度。
我国现行《宪法》没有对公民基本权利作文

化权利的分类，所以，从文本角度来看，在没有明

确的正式的宪法解释的前提下，只有从字面上与

“文化”两字有密切联系的条款才能勉强用来解

释文化权利的宪法特性。① 我国现行《宪法》只在

第 47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

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很显

然，《宪法》第 47 条关于文化权利的规定从文本

意义上来看，是不充分的，因为只是突出了“科学

研究”、“文学艺术创作”作为文化活动的意义，其

他的文化活动没有详细列举，而根据各国宪法的

规定，文化权利的范围应当扩展到教育权利、学术

自由、科学研究自由、文化创造和文化活动、体育

和其他有益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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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锴副教授认为，“从我国宪法上文化权的位置来看，其应属于社会权的一种”。“作为社会权属性的文化权主要是体现在第 47 条后

半句的‘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上述观

点说明，对我国宪法是否规定了文化权利是存有不同看法的。参见王锴: 《论文化宪法》，2011 年北京市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年会论

文。



以，要赋予文化权利以宪法上的地位，从而建立一

个以国家和政府履职机制为基础的文化权利实现

路径，必须要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来明确文化权

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宪法地位。
2、对政府文化行政执法权依法加以控制。公

民实现文化权利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但是，

政府在文化事业领域的管理职权过大，就很难避

免对公民从事文化活动的形式、手段和领域管得

过宽、过细，从而影响了公民从事文化活动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所以，在政府帮助和公民自主地享有

文化自由权利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这种平衡

点仅仅依靠公民主动地去行使文化权利是远远不

够的，必须对政府的管理职权作出法律上的限制。
也就是说，公民为了文化权利的实现首先需要

“自由”的内容，①政府应当“节制”某些行为，承

担某种消极的不作为义务来保障公民从事文化活

动的自由。
在我国，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行使文

化执法权，打击和制裁各种侵犯公民文化权利的

行为，为公民行使文化权利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

环境。当然，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在行使文化

执法权时如何掌握好法律上的度，即罪与非罪、违
法与合法的界限是至关重要的。如目前文化行政

主管部门所开展的“扫黄打非”活动，这一活动的

立意是为了整顿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秩序，净化

文化环境。不过，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能够

依法行使职权，首先要弄清“黄”和“非”的界限以

及法律上的判定标准。像“三陪”是否具有违法

性不能想当然地定性，而应该区分正常文化服务

与色情服务的界限，本着既有利于净化公民从事

文化活动的法律环境，又有利于丰富公民从事文

化活动的形式的角度出发，将管理、限制与繁荣、
搞活结合起来。

当前，最需要在法律上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

市场的执法权。解决文化市场的执法权，一是有

利于文化执法部门在管理文化市场时依法行政;

二是可以防止文化市场执法违法现象的产生。在

法律中规定文化市场执法权，不能仅仅从限制公

民文化权利的角度来认识法律规定的意义，而应

该从国家权力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鼓励公民

积极地配合和支持文化执法部门的依法行政活

动。
3、给公民实现文化权利以各种保障。权利的

设置如果离开了法律上的保障就是形同虚设。因

此，法律在保障公民享有各种文化权利的同时，重

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公民实现文化权利创造各种条

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国家总体的文化发展战

略、建设各项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的文

化设施和设备、对公民进行基本文化素质的培训、
培养从事文化服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开展与国外

的文化交流以及在全社会造就一个崇尚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大环境，等等。
公民需要文化权利的动因来自于公民对文化

生活的需要，公民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满足自身对

文化生活的需求，一般来说，其程度、方式和范围

都是有限的。更多的是需要从社会获得自身需求

的满足。对于社会自身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

服务，由于这些社会供给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

的供给，一方面存在着社会供给，尤其是高质量、
高品位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绝对数不足的问

题; 另一方面又由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与精神

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在社会上自发供给的可能会

良莠不齐。公民作为消费者有时很容易受到不良

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毒害。因此，政府对于全

社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一是要进行总量控

制，通过发展各种必需的文化设施和设备，增加对

社会的有效供给; 二是要注意培养职业化的专门

从事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人才，通过人才来带

动文化事业的繁荣; 三是为公民提供提高自身文

化素质的机会，增加社会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的有效需求; 四是对有害于人民身体和精神健康

的不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通过法律手段坚决予

以取缔。
在为公民实现文化权利提供各种现实的保障

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主要的，但是，也不应该

否定人民群众自发地进行各种文化活动的积极意

义。例如，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的秧歌队、街道办

事处组织的文化站、个人举办的文化展览会等等

文化活动形式，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

活的需求，都值得提倡，而且应该在法律中予以有

效保护。
文化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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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锴认为，我国现行《宪法》第 47 条前半句规定的学术自由和艺术自由都带有明显的自由权属性。参见王锴: 《论文化宪法》，2011 年

北京市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不分贫富、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种族，都应当

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文化权利。［1］在我国现阶段，

文化资源稀缺和分布的不平衡，导致公民文化权

利本身存在的不平等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所

以，应当积极地创造条件，来消除各种公民实现文

化权利的不平等因素。例如，多年来，我国文化建

设普遍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农村文化

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文化建设欠账多、问题多，城

乡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据统计，2009 年，城市文

化投入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 70． 6%，农村仅占

29． 4% ; 城市人均文化事业费达到了 33． 27 元，而

农村人均文化投入只有 12． 1 元。［2］为此，一些地

方进行 了 有 效 的 文 化 体 制 改 革，促 使“文 化 下

乡”。如长沙市实施“文化品牌”战略，打造了“百

团汇演”、“好戏天天演”、“文化橘洲”等特色文化

品牌; 马鞍山市以大型文化节庆活动为龙头，以城

市广场、社区和农村乡镇为依托，常年不断开展公

益性文化活动，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不同

风格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东莞市针对广大“新

莞人”的文化需求，专门策划推出“新莞人”才艺

大赛、“我的打工成才路”巡回演讲等一系列富有

外来工特色的文化活动品牌。实践证明，要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日益丰富的要求，既要

依托城市文化设施，广泛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和广

场文化活动，又要经常性地组织区域内县、乡、村
群众文化活动的示范性汇演、展演等活动，努力形

成点面结合、上下联动的群众文化活动长效机制。

4、制定文化基本法律。法律是民意的体现，

也是人民权利的确权书。用法律规范来保障公民

享有各项文化权利时，除了在宪法中对公民所享

有的文化权利加以原则性规定以外，在我国，由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保障公民文化权

利的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因此，法律所规定的公

民所享有的文化权利不能被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

法规或者是行政规章随意剥夺。对于公民而言，

只要是法律赋予了的文化权利就可以大胆地去行

使; 对于行政机关来说，依据法律的规定，具有保

护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权利得到实现的职责。公民

的文化权利与政府在文化事业领域中的行政管理

权力在法律中能够得到很好地协调和平衡。所

以，要用法律规范来保护公民的文化权利，制定文

化方面的基本法律是最重要的任务。
当前，我国制定的涉及公民文化权利的法律

只有《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档案法》、《语

言文字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等为数

很少的几部法律，保护公民所享有的通过传播媒

介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的《新闻法》、《出版法》都

没有出台，另外像《演出法》、《现代文化财产保护

法》、《广播电视法》、《电影法》等等都亟需制定。
因为调整文化事业领域的法律规范如果仅仅以行

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形式出现，从法律制度上来

说，不利于行政机关在对文化事业领域行使行政

管理职权时实行行政自律，也不能从根本上保障

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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