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7．7.4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Topic 15专题

“第七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京举行
� � 7 月 2 日， 第七届中国社会
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本届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社会管理研究院联合中共北京
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 清华-布
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共同举办。

论坛以“社会治理：新思想、
新实践、新境界”为主题，集中研
讨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
想、新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顾秀莲，第十一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李金华、陈宗兴，国务
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全国妇
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
第一书记黄晴宜，北京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程建平、 校长董奇，北
京市副市长王宁，北京师范大学
原党委书记刘川生，中国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共青团中央
书记处书记汪鸿雁，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赵白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张雪樵，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中华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
员赵世洪，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
组组长闪淳昌，中共北京市委社
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
社会学会会长李强， 清华-布鲁
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
晔，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马剑飞等出席。 国务院研究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
民检察院、民政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等 10 多个国家机关部委；
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河
北、河南、江苏、湖南、黑龙江、贵
州、 安徽等近 20 个省区市地方
政府；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金融
租赁公司、 华为公司等 30 多家
社会组织和企业； 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 30 多
家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新华
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浪网
等 10 多家学术期刊和新闻媒
体，300 余位代表参加会议。

李金华在致辞中指出，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
中、 六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和“五大发展理念”。 本届论坛以

“社会治理新思想、新实践、新境
界”为主题意义重大。

魏礼群发表题为《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进展》
主旨演讲。 他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这五年， 面对国内外政治、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习近平同志以马克
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政治
远见卓识，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
系、相互贯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 形成了系统完
整、 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宝库中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其中，习近

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是近五年来中国社会治
理领域最为重要的创新性进展
与创新性成果。 经过初步学习和
研究，习近平同志社会治理思想
集中体现在十个方面: 人民中心
论，民生为本论，公平正义论，法
德共治论，体制创新论，不忘本
来论，群众工作论，基层重心论，
总体安全论，党的领导论。

魏礼群认为，党的十八大以
来这五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治
国理政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治
理实践创新取得重大进展。 按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目
标要求，从宏观社会治理到微观
社会治理，从各领域系统治理到
城乡社区治理，都大力度全方位
地深入推进， 取得了新突破、新
进展、新成效。 他着重讲了以下
十个方面：筑牢改善和保障民生
工程，推进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
改革创新， 构建国家安全体制，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快社会诚
信制度建设， 加强城乡社区治
理，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创
新社会治理方式，加大环境保护
与治理力度，全面加强党对社会
治理的领导。

魏礼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这五年，我国社会治理思想创
新与实践创新发展，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这不
仅有效助力如期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且开拓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

的新境界， 突出为四个新境界：
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治理
思想的新境界；开拓了传统社会
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的新
境界；开拓了中华优秀文化与现
代社会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开
拓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
向的国际社会治理关系的新境
界。

汪鸿雁、李培林、宋贵伦、张
雪樵、齐晔、赵白鸽、孙甘霖、李
强也在主论坛发表演讲。 下午，
五个分论坛“新发展理念与创新
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
新实践”“传承历史文化与中国
当代社会治理”“诚信社会建设
与社会治理创新”“新互联网与
社会治理创新”同时举行。 闪淳
昌、韩震、洪大用、张新宝、李晓
西、李实、杨松、刘钢、龚维斌、沈
水生、汤晋苏、沈水生、罗艳军、

王春光、杨宜勇、董克用、丁元
竹、陈东平、魏发志、祝华新、崔
建远、尹田、孟庆国、张远煌等 60
余位领导专家发表精彩演讲和
点评。

据悉，论坛上还举行了《中
国青年诚信建设新探索》新书发
布。 魏礼群、汪鸿雁、刘川生、王
昕朋为新书揭幕。 该书旨在进一
步推动青年诚信建设，宣传交流
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研究成果和
实践经验，由国务院研究室原主
任、北师大中社院院长魏礼群教
授主持主编，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秦宜智作序。 该书得到
了共青团中央、 国家发展改革
委、中国人民银行三部委的大力
支持，纳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
理智库丛书，由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

（文梅）

我国首套原创哲学童话全集发布
惠及数十万乡村儿童

� � 2017 年 7 月 2 日，国内首套
原创儿童哲学童话丛书———《酷
思熊》全集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
新书发布会。 发布会由 21 世纪
教育研究院、 湖北教育出版社、
青童教育学院和伊顿纪德国际
校服品牌联合主办，中国当代心
理学家泰斗、 资深教授林崇德，
丛书名誉主编、民进中央副主席

朱永新， 丛书主编、21 世纪教育
研究院副院长王雄及多位国内
知名教育专家出席。

这套童话丛书涵盖中小学
教育涉及 54 个生活哲学主题，
在陆续出版的过程中， 已通过
“故事田” 公益项目为超过 2000
所乡村小规模学校带去了思考
的力量， 惠及数十万偏乡儿童。

据介绍，《酷思熊》丛书作为国家
“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历时十
二年精心打磨完成，荣获“哈佛
大学中国教育论坛 2016”唯一推
荐用书。 湖北教育出版社社长方
平介绍说，这套书依托“一带一
路”项目，目前已被翻译成四种
语言在海外出版。

在发布会上， 我国当代心
理学泰斗林崇德提道 ，《酷思
熊》 哲学童话全集的出版选时
很好，它是在第 24 届世界哲学
大会将在中国召开的时候出版
的。 该大会的主题是道德哲学，
而《酷思熊》哲学童话全集正是
在阐述儿童道德哲学。 同时，他
也认为在一定意义上，《酷思
熊》 为发展中国孩子核心素养
提供了支持， 并且这套书符合
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将
孩子可能遭遇的困境、 挫折以
及由此而产生的思考与行为方
式巧妙地整合在一起。

“以孩子的逻辑启蒙哲学”，
著名教育家、 民进中央副主席、
丛书名誉主编朱永新在发布会

现场向记者点出了丛书编辑的
核心思路。“儿童的哲学情怀本
身就像花儿一样，是需要阳光滋
润的，是需要赋能的。 如果要让
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哲学就
是必修课，哲学给予人的是开阔
的眼光、自由的头脑和智慧的生
活态度。 ”

丛书主编、21 世纪教育研究
院副院长王雄认为，教育最重要
的作用是能为孩子的一生奠定
基础的价值观念和思考的力量。
“之所以要坚持去做这套书的创
作和出版，就是因为看到现在儿
童价值教育的短板。 为孩子量身
打造一套看得懂的哲学教材，只
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书籍的推
广和教育模式的发展才是重头
戏。 ”他说。

据了解， 从 2014 年开始，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和伊顿教育公
益联合发起了“故事田”公益项
目，面向农村小规模学校捐赠哲
学童话书，并致力于给孩子们带
去听故事、讲故事、表演故事的
多重体验。 经过两年多的扎实推

广，“故事田”公益项目已经深入
我国十多个省份，进入地处偏远
地区的 2000 多个小规模乡村学
校，开启和丰盈了数十万偏乡孩
子的精神世界。 甘肃省崇信县新
窑柏家沟小学老师贺玲玲在谈
到学生参与哲学童话阅读活动
后的变化时感慨道：“我觉得每
个孩子原来都是可爱的哲学
家。 ”

对此，法国应用哲学院中国
区总裁、童行星球教学总监刘琼
评价称：“看到这 54 个价值的时
候，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看到有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包括孝慈、
仁爱等，也有开放性的与时俱进
的话题，包括创业、公益，真的是
非常好的尝试。 ”

“故事田”公益项目迄今已
协力爱心衣橱、北京感恩公益基
金会、沪江网、互+计划、为中国
而教等多家公益机构共同发力，
希望面向全国寻找更多讲故事
的人，一同为更多偏乡孩子带去
实用又有趣的哲学故事。

（皮磊）

论坛上还进行了《中国青年诚信建设新探索》新书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