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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发展现状以及文化创意对于振兴乡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分析文化创意与乡
村振兴的具体内涵,提出了增强乡村人民文化素养、发扬乡村文化、发展乡村经济、培育乡村人才等多
个角度入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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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Way on Cultural Empow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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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is of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ncret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carrying ou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nhancing the cultural attainments of the rural people, promoting the rural culture, developing the rural
economy and cultivating the rur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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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带来动力。
3.1增强文化素养。众所周知,城市
中有许多的文化传播媒体和途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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