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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基层社区治理迎
来了一个新时期，这不仅对强化
基层政权、提升执政能力有着重
要意义，而且关乎基层社区治理
体制机制的改革方向和基层民
众参与感和获得感的双重提升。
当前， 我国政府对于社区治理
的顶层设计正在逐步加速 ，民
政部也已陆续开展了全国社区
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 ，
并积极倡导和鼓励地方民政部
门推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和经
验总结 。

横向对比来看 ， 我国的社
区发展依然滞后 ， 这种滞后现
象既体现在起点低 、起点晚上 ，
也 体 现 在 服 务 理 念 和 方 法 落
后 、社区服务队伍建设薄弱 、运
行体制机制不顺畅 、 居民参与
率和参与度双低等方面 。 社区
治 理 创 新 需 要 良 好 的 理 念 落
地 ， 更需要选择切合国情社情
的实现路径 。 基于当下实践和
未来发展可见 ， 有效的社区动
员和居民参与 、 职业化的社区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高效的社区
治理项目化运作和长效的多元
共治机制建设是未来社区治理
现代化的四大关键策略。

其一，应注重多样化的社区
动员和深入性的居民参与。注重
由下而上的基本出发点，从社区
问题和居民需求出发，依托具体
的社区服务为实际载体，进行全
景式居民动员，渐进式地引导居
民从问题提出者转换为积极的
建言者再转换为持续的行动者，
实现社区动员的有效性和持续
性， 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公共精神、参与能力以及组织化
水平。具体操作措施包括做好做
细楼院和社区议事厅、培养社区
参与式协商人才、培育发展社区
居民领袖和社区社会组织，以及
利用社区服务项目大赛激活社
区内外个体和组织积极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等。

其二， 坚持人才为本理念，
培育一批有创新理念、综合服务
能力和良好职业素养的社区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从人力资源管
理的角度来看，包括社区社会工
作者和社区居民领袖在内的社
区人才关乎社区治理的未来发
展，对此可借助各类基层枢纽型
组织平台和专业社会组织的力
量，以实际行动重视陪伴式社区
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确保
社区服务和治理创新的人才保
障。对于社区社会工作者的增能
培力方面，可以开展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基于社区实践和现实情景
的实用性系列能力建设、 培育优
秀社区主任书记和有潜力的青年
社区工作者、 优化社区工作者人
才选拔、 使用、 管理和考核制度
等。

其三， 以项目化运作和管理
为新手段， 活化社区治理相关资
金使用，引入外部社会力量，培育
社区社会组织， 激活社区内生活
力。 具体做法包括以项目化方式
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具备良好社
会责任的公司企业助力社区治
理、 推动以居民为主体参与社区
建设的社区服务项目大赛、 支持
社区治理专项难题破解等。 这一
方式能够有机地将社区治理的不
同利益相关方串联起来， 实现其
各尽其责、各显其能和各获所需。
这既符合有关政府职能转移和购
买服务的政策要求， 也在一定程
度上创新了资金使用方式， 同时
也能够搭建居民互动协作平台 ，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让居民
更有参与感和获得感。

其四， 积极探索多元共治的
社区治理模式， 逐步迈向 “扁平
化”的社区治理结构，并对进一步
建设和完善地区性社区治理生态
建设做好了铺垫。 当前的社区问
题日益复杂化， 新老问题的交织
使得社区治理难度大大增加 ，同
时社区居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
化和个性化， 倒逼社区治理和服
务创新。因此，应积极建构起由基
层政府部门、专业社会组织、社区
基层组织、 社区居民及其自组织
和社会单位等多元主体的广泛参
与， 协同解决社区治理和服务难
题。 这也是供给侧改革在基层社
会治理上的具体体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新
时代， 社区治理也进入了全新的
发展阶段。 从当前的方向引导来
看， 基层社会治理将是未来深化
改革和社会建设的重要领域 ，街
道和社区将很快成为社会治理的
重镇和基本落脚点。 这一导向将
牵引不同政府部门、 公司企业和
社会组织向基层聚集且形成一定
程度上的联动关系， 并形成协力
破解更多更大治理难题。 所以，基
层社会治理的未来在于政府 、社
会和市场三大主体的跨界合作与
充分互动， 全新的社会治理格局
的显著特点便是从单一治理主体
迈向多元共治， 这就需要多方力
量共同参与和协作并扎根深耕下
去，并落实在基层城乡社区，以切
实增强居民百姓的参与感、 获得
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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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成为了当前一项
重要的政治工作， 这说明社会
的自我净化能力不足， 需要通
过行政化的手段进行干预。 破
与立之间， 破的目的应该着眼
于立， 扫黑除恶的目的应是立
德扬善，恢复社会的自我净化、
修复能力。

而在 “黑 、恶 ”这些显性的
社会顽疾之外，“惰、私、欺、蛮、
污” 这些隐性的社会慢性病更
是流毒绵长， 而且无法通过行
政和法律手段来进行干预 ，而
需要立德扬善，让正知正念、正
觉正行充满社会。

官民共治的前提是官民
共善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
化成为了重要的国策， 并称第
五个现代化， 共治共建共享的
治国安邦理念也渐渐成为人们

的向往， 这些理念蕴含着培养
绝大多数公民具有主人翁意
识、责任意识和荣誉意识。

社会渴望官民共治 ，但之
一前提是官民共善 。共治需要
共识 、信任 ，官民之间能理性 、
包容地共同议事商讨 。这需要
在此之前完成共善 ，形成行善
共同体 ，在名利之外 、无身份
之别地共同行善 ，创造机会和
空间去真诚地了解对方 ，而不
是 让官民成为两个不同的阶
级。

名利之外的积善之为

一个稳定的社会自然免不
了出现阶层分化， 也只有在稳
定的社会环境下， 人们才有条
件去追求名利，从这个意义上，
追求名利本质是社会进步到一
定阶段的标志。

但这不代表以“名利”追求

为理由去践踏良善， 因为利益
的短期诱惑选择暂时牺牲良
善。 笔者一直思考怎样的教育
才是一个人幸福的根本、 社会
和谐的基石， 前不久在广州的
一所传承百年的小学校训里似
乎找到了答案：乐善教育，不仅
日行一善，还日行七善。 七善：
颜善 、心善 、行善 、物善 、身善 、
言善、眼善。

虽然不能完全苟同孔子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的
绝对判断，“义利并重” 的中道
应该是更多人可以找到幸福的
大道，“义先利后” 的君子之风
仍是更多内心需要的甘泉。

社会需要一场扬善运动

笔者曾经以为， 通过逐个
领域的公益慈善可以解决各自
的社会问题，但后来发现，社会
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
多；笔者曾经以为，社会需要更
多高尚的人去带领社会进步 ，
但后来发现， 高尚的人却让普
通群众认为行善遥不可及 ，行
善不要高尚， 更要更多普通人
的平庸；笔者曾经以为，制度的
进步会带来一个和美的社会 ，
但后来发现，比“有什么样的制
度就有什么样的国民” 更深刻
的是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
么样的制度 ”，社会变好 ，首先
是自己要变好。

“官民共善”是社会治理的前提

势能作为物理学概念 ，是
储存于系统内的能量， 可以释
放或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 。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
代，公益也有新状态、新能量。

现在有个词叫 “善经济”，
释义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公益慈善在经济建设中有
作用 、有位置 ，其实称 “公益经
济”好像更宽阔、更准确。 这其
中寓含着发展的概念， 即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有了发
展公益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
公益在促进企业文化、 经济文
化建设方面也有着积极的作
用。 我国公益经济和整体经济
发展同步增势，形成了一个“经
济发展→社会资源→公益捐
赠→受益发展→社会资源→经
济发展” 的循环式公益发展链
环。经济势能带动公益势能，公
益势能应该通过运动转化促升

经济势能。
非营利性的文化事业本身

就是公益事业， 公益促进文化
发展更是公益事业。 我国公益
在教育领域取得了不少佳绩 ，
也会继续深化。 在文化方面，公
益文化有自身的传承， 如扶助
救济思想、利益普惠思想、精神
塑造思想、社会发展思想等。 但
公益在艺术创作、新闻出版、文
物保护、群众文化、科技科普等
方面的作为， 在新时代更能有
所发挥。 传统文化传承是公益
的当然领域， 文化从来都是政
府和社会两条腿走路， 仅靠政
府推动是不行的， 千百年来文
化的积淀和发扬更多的是社会
传播和蕴养。 再就科技而言，科
技攻关孵化、科技人才培养、科
技知识普及等都是公益释放的
舞台。 在新时代大力推动文化
科技发展的时刻， 公益应该就

势而上，不能失势于当前、失势
于未来。

和谐社会建设是时代的主
题，公益当然孕势于其中。 公益
一直和企业社会责任手挽着
手、肩并着肩，公益一直和社会
事融着事、心连着心，和谐社会
建设中，公益不可缺。 公益要成
为社会治理的助力者、 社会责
任的担当者、 社会和谐的贡献
者，要帮助企业践行社会责任、
协助政府实现社会治理、 引流
资源促进社会公平、 志愿服务
纾解社会困难、 呼吁疏导化解
社会矛盾， 不论是社区还是农
村、心理还是法律、钱物还是时
间， 公益始终是和谐社会的一
部分。

公益往往将贫困列在首
位，实则不然，生态资源环境的
破坏是贫困的根源之一， 治标
不如治本， 对生态资源环境的
关注是对人类的本质关注。 循
环经济就是要依靠生态型资源
循环来发展经济， 公益在生态
资源环境建设中是政府管理
链 、社区支持链 、文化衔接链 、
社会互动链中重要的一环。 公
益不必只强调自身操作， 更要
强调社会倡导、借势推动，公益
的倡导力是可以转换为生产力
的，公益有公益的时代优势。

新时代赋予公益新势能 ，
在各个方面都能新释放， 不止
如上所述。

公益新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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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和未来展望

汤敏/文

古村之友创始人、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