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7．6.13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Topic 15专题

关注老年人心灵生活

“口述历史”公益项目走进养老驿站
� � 2017 年 6 月 9 日，诚和敬旗
下连锁化养老驿站集团———北
京诚和敬驿站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携手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
新历史合作社和新浪新闻频道
共同推进的关注老年人心灵生
活的大型公益项目———“讲述
者———口述历史小站”正式启动。

就老年人心理慰藉、口述历
史等话题，政府主管部门、国内
知名口述历史专家、养老产业代
表及媒体分享了前沿观点与实
践经验， 并在共同见证了首届

“讲述者———口述历史小站”公
益项目的启动。

北京诚和敬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王寅在致辞中表
示，诚和敬驿站公司作为北京市
首家国资控股的连锁化经营的
养老服务集团，秉承母公司“社
会效益为首， 经济效益为本”的
经营理念，贯彻“诚实、和谐、敬
爱”的企业价值观，扎根社区，在
不断丰富为老服务的同时，履行
企业使命和社会责任，希望让更
多中老年人享受快乐生活，分享
社会发展成果。

谈到口述历史的意义，中华

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
表示，“其实口述历史不仅局限
于历史，任何一个领域和个人都
可以参与其中”。 通过口述历史
访谈，历史参与者能够将自己的
人生经历、生活感悟以及对社会
问题的看法，转化为一种精神财
富和文化遗产。“过去的历史，是
历史学家的事情。 而现在，历史
同样属于大众。 ”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中国
文化的脉脉相承来自于家族、家
训、家传。 所以老人的口述历史
记录，对于当下的中国是极有意
义的一件事。 ”在谈到做口述历
史的初衷时，北京市永源公益基
金会秘书长李国武如是说。 一直
以来，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也
始终以“收集保护历史文化、支
持乡村教育， 文化教育传播”为
宗旨，积极推动开展口述历史收
集、保护、记录等公益项目，推动
口述历史的大众参与。

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
光谈道：“我们都会老去，而我们
推动口述历史的大众参与，也是
希望有一天老去之后，下一代能
够把我们的事情记录下来。 ”

第二季“家·春秋”计划最佳
文字记录奖《往先》作品导演、助
教导演潘超说：“我爷爷在我很
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奶奶怕小孩
子害怕，就把爷爷所有的照片都
收了起来。 所以对于爷爷，我一
无所知。 后来，我接触到了‘家·
春秋’ 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
了解到还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
式，了解和记录我身边的亲人。 ”

此次，合作三方将为项目匹
配最优质的人力、 智力资源，对
诚和敬驿站员工进行涵盖“口述
历史在社会服务工作中的作用、
开题、口述历史资料收集和操作
规范、采访技巧、拍摄技巧”等全
方位的一对一导师制培训。 通过
为期三周的培训，教会学员通过
挖掘老年群体的集体记忆，运用
口述历史采集故事的方式，拉近
与老人的心灵距离，并探索建立
老年心理慰藉服务的新形式。

项目通过“口述历史”小站
在养老驿站落地将服务常态化

的开展。 学员们最终将分组完成
五部不低于 15 分钟的原创口述
历史影像作品。 新浪新闻频道作
为本次活动的联合主办方、平台
展播方，将为影像作品的线上展
映提供大力支持。

据了解，目前诚和敬在北京
筹备运营近 40 家驿站， 年底将

实现 100 家驿站的连锁规模。 今
后，诚和敬驿站将与“家·春秋”
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一同创
建“口述历史”小站，吸引更多的
年轻人参与到活动中， 唤起公
众、社会、公共机构对口述历史
的重视，唤醒更多力量进入到口
述历史领域。 （皮磊）

坝盘古寨位于贵州安龙县
万峰湖镇东南， 与广西隔南盘
江相望， 在古寨里生活的都是
淳朴的布依族人民。

坝盘民居改民宿

古寨内榕树林立， 树龄在
五百年以上。 古榕无言，却见证
着这个寨子的沧桑： 这里的古
法造纸是中国古法造纸的“活
化石”；这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乐“八音”坐唱发源地……

古寨依山傍水，风景清丽，
吊脚楼斑驳的漆色诉说着古寨
的变迁。 这里的布依族农民主
要以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但
这里土地贫瘠，农民收入微薄，
贫困人口多， 是民进中央在贵
州地区的长期扶贫点之一。

2017 年 6 月 8 日， 在坝盘
村举办的， 由曲美家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美家
居集团”）出资支持的，以“古民
居保护和在地社区和谐关系建
设”为主题的“古村论坛”上，北
京曲美公益基金会启动了新一
季“以旧焕新”的五年计划。 在
五年内， 将以乡土中国为使命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承诺未来
五年、一年一村，为中国即将濒
临消失的古村带来新的活力。

曲美家居集团将通过捐赠
物资和内饰的方式， 以坝盘村
为试点， 将支持对坝盘村的吊
脚楼进行“民居改建”———改建
后的吊脚楼将成为当地“民宿
客栈”，用于招待游客。 建设好
的民宿客栈将交由当地村委会
经营， 而经营后的所得将返回
给贫困户。 同时，经营收入将用
于改善坝盘村的公共设施建
设：修建道路和自来水系统等。

提升内生动力

北京曲美公益基金会执行
理事长殷智贤对于坝盘村的项
目寄予厚望： 贫穷的坝盘村以
往都是依靠国家财政的拨款，
如果由曲美支持的民居改建项
目成功，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那这个村本身就实现了自我造
血功能， 而不需要再伸手向国
家要扶贫款。

这也意味着， 有着深厚地
域文脉的坝盘村将重展它的魅
力， 八音坐唱在古榕树下余音
不断； 古法造纸也不需要人们
从记忆中去追寻。 据了解，我国
平均每天消失 80 到 100 个村
落， 很多地域文化正在慢慢消
失， 作为中国文化与现代人连
接的重要纽带， 乡土中国的保
护迫在眉睫。

曲美家居集团支持“古村
论坛”，为的就是探索一种能够
让社会大众更容易理解和体验
的模式，对古民居、古村文化进
行保护。 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
从旅游切入将古民居改造为民
宿就是选项之一， 它既能保护
古村落的建筑， 又能解决当地
人的就业问题， 还能为回归田
园生活的都市人提供一种崭新
的生活体验。

“通过此种形式提升古村
改造的延续性和内生动力，帮
助他们建设美好的新生活并能
与现代化接轨， 开创全新的公
益模式。 ”殷智贤表示。

突破旧有模式

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

师孙九霞认为， 旅游发展已经
成为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
利用的重要选择， 且适度和可
持续的旅游发展是传统村落保
护与利用的有效途径。 没有旅
游， 传统村落的衰退与空心化
等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

曲美家居集团董事长赵瑞
海表示， 古村的消失是因为不
适应今天社会的发展， 如果古
村能够通过变化来适应今天社
会的发展，就不会消失。“我相
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能够
让古村落的保护和建设适应今
天的社会发展。 ”

在“古村论坛”上，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许懋彦、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
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吴重
庆、 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
师孙九霞、 上海阮仪三城市遗
产保护基金会贵州总代表越剑
等专家，对于如何改造古村，提
高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 处理
好人与自然、 人与建筑、 人与
人、社区与建筑等关系，进行了
精彩的发言。

北京曲美公益基金会希望
通过这些国内顶级的经验丰富
的专家的讨论， 引发公众用新
的眼光看待旧的乡村， 用新的
生活方式拓展旧的生活经验，
用新的设计来突破旧的生活格
局和生活品质，这也是“以旧焕
新”希望能探索的公益道路。

据悉， 北京曲美公益基金
会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
由曲美家居集团发起并捐赠原
始基金，旨在促进美学建设，保
护民间艺术、弘扬艺术文化、支
持原创设计、 扶持优质美学教
育、传播生活美学文化。 （徐辉）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
发展，整合管理、服务及商业等
方面的社会公共服务信息，依托
领先的基础设施，构建智慧社区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是社区综合
治理和现代化管理的需要，也是
促进社区公共服务和便民利民
服务智能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了积极推进全国智慧社
区的建设，大力提高社区基础设
施的集约化和智能化水平，以创
新思维着力打造智慧社区信息
发布系统，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与北京领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将联手打造“中国智慧社区信息
服务工程”。 2017 年 6 月 6 日，该
项目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

该工程以北京领通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向社区免费提供的
LED 大型显示屏为终端，并通过

以魔页技术为信息发布平台，构
建全国智慧社区信息发布系统。

该系统不仅可以促进和扩
大社区政务信息共享范围，降低
社区行政管理成本，增强行政运
行效能，同时也可减轻社区组织
的工作负担，改善社区组织的工
作条件，优化社区环境，提升社
区服务和管理能力，为实现绿色
生态社区的建设及建立多元化、
多层次的社区服务体系发挥积
极的作用。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王国英、副秘书长兼社区服务
业工作委员会总干事王时浩参
加了签约仪式。 据悉，中国智慧
社区信息服务工程将于今年 7
月起正式在全国有条件的社区
启动。

（王勇）

中国智慧社区
信息服务工程在京签约

6 月 6 日，中国智慧社区信息服务工程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曲美开创公益新模式 为古村注入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