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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自主振兴、全域振兴本
质上是一次公共参与精神的振
兴，凝聚力的振兴。 在这中间，人
是关键，而人是组织里的动物，其
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和责任感
的获得是乡村振兴给我们这个
民族最难得的一次馈赠，这是通
向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必经之路。

乡村振兴的初衷就是自主
振兴、全域振兴

我国现有行政村规模近 60
万，自然村规模近 270万，按现有
城镇化率的户籍数据，50%左右
仍是农村户籍，加上祖籍乡村、后
来因求学就业落户城市的人口，
与乡村关联的人口规模超过 10
亿。 因此，乡村振兴是关联到 10
亿以上人口的大事业，就自然需
要思考全局、全域的解决方案，而
不是单个示范项目成功的逻辑。

有些地区以优秀的文化旅
游资源，依托民宿等形式带动了
乡村振兴。 但在这背后我们忽略
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我国 70%
以上的乡村没有临近大城市的
消费流量，没有突出的山水和文
化资源，所以这条道路对乡村全
域振兴是走不通的。 尽管现在包
装了一批这样的案例，形成了一
定的影响，但当政策潮水渐渐退
去，现实将会深深打击这 10几亿
人口的积极性和信心，对乡村振
兴的全局非常不利。

乡村全域振兴的唯一路径
是激活自主振兴

用“唯一”这样的提法通常
是不严谨、不谦虚的，但通过我们
实践证明，激活自主振兴的确是
乡村全域振兴的唯一路径。 对既
无天时、也无地利的绝大多数乡
村，唯一能靠的就是“人和”———
把乡村自主振兴的积极性、主观
能动性调动起来。 从目前保存下
来的古村落情况来看，其历史上
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当下
所不能理解的，其根本原因就是
要维持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的
“人和”，也称凝聚力。 所以，我们
一直对找到合理路径的乡村振
兴充满信心，以当前经济、科技和
人口水平，只有没被激活、整合好
的乡贤，没有振兴不了的乡村。

如前文所说，我国“涉村人
员”足有 10 亿之众，按 100 人中
成长出一位德才兼备的新乡贤
来算，其规模也是千万级数量，并
且他们的财力和智慧都是史无
前例的。当然，尽管有千万数量级

的新乡贤，但如何让他们自主、有
积极性地参与进来成为了关键。

构建乡村振兴的参与通道

浓浓的乡情、乡愁是我们每
个人关注家乡、 振兴家乡的内生
动力。乡村有天然的宗亲纽带、小
学校友师生情谊的纽带、 父老乡
亲的纽带……在激活这些纽带
的同时，重新弘扬乡土社会最宝
贵的人情味和仁爱美德， 可以呼
唤出人伦之美的巨大力量。

而与涉村人员、新乡贤一起
共建能获得共同荣誉的事业，而
不仅是共同利益这样的情谊是
具有高粘性、强凝聚力的。

欣喜的是，不少地方政府看
到了这股力量对乡村振兴、 民风
改良、基层善治的作用，纷纷推动
起“新乡贤工程”的建设。在“互联
网+”时代，这样的组织联络不一
定需要线下，将更为方便。

全面激活乡村凝聚力纽带

不知道看过《白鹿原》一书
或电视剧的朋友，是否留心了情
节中多次出现的一个场景？ 不管
是村里天灾歉收，还是民风滑坡，
族长都会重修祠堂或者其它精
神建筑，以重振乡风、凝聚人心。

在当下以科学为主导的时
代，迷信固然不可取，但土地崇
拜、历史崇拜却仍是一门宝贵的
社会科学。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这正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
代化的追求，也符合马克思主义
“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指引。

所以一个以众筹共建的“村
史馆”为入口的乡村凝聚力振兴
方案应运而生，广大涉村人员和
新乡贤可通过互联网无阻隔地
参与到这项荣誉共建中来。 “村
史馆”记录了每个人幼年时村庄
里的故事、地名、曾经出现过的
乡贤，甚至影响一方乃至为国家
做出过贡献的老家人。每一个参
与的人都会引以自豪，都会为这
样一件功德而留名感恩。依托互
联网，每个参与者又可以让他们
的朋友、社会媒体、政府、专家知
识分子等了解他的故乡，这将引
发一系列的裂变。 事实也证明，
在过去两年，我们通过村史馆这
么一个小小的共建项目，撬动了
乡村的自主振兴和持续振兴。

村史馆本身还会逐渐延伸
出乡村儿童图书馆、老年活动中
心、村民书画艺术中心等一系列
文化公益职能，成为乡村版自生
长的公益综合体。

为什么要重视
乡村自主振兴和全域振兴？

良好的价值理念是基层社
区治理创新的指南针， 它使得
现代性的治理手段和方法有了
更加清晰的方向和基础。 反过
来说， 具体的方式方法和相对
长效的机制探索能够将价值理
念有效落地， 更重要的是它可
以将社区治理创新带来的获得
感切实显现出来。 以项目化方
式助力基层社区治理创新恰恰
能够将价值理念、 方式方法和
长效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并进行
不断的迭代更新。

其一 ，以多元共治理念探
索居民需求供给机制 ，推动基
层社会治理的供给侧改革和
供需对接 。 为了最大限度满足
居民各方面服务需求 ，在培育
社区内生力量的同时 ，外部社
会组织专业服务的引入亦显
得尤为重要 ，借力打力是社区
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地区推陈
出新的重要策略 。 要做好这一
点需要很好地梳理出社区居
民需求目录并进行分层分级 ，
以此为基础 ，尝试引入各类内

外部供给侧资源 ，并实现顺畅
对接与落地 ，内外结合形成协
同性力量 ，共同探索总结出一
套社区服务供需匹配机制 ，建
立基于社区需求的服务生态
链 。 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基层
政府 、社区居委会减负增效和
增强居民获得感的双重目标 。

其二 ，以协作互联理念拓
展不同治理项目的互动协作 ，
并同步增强项目广度 、 深度 。
社区微创投和小微项目大赛
的项目都是具体解决某一具
体社区问题的整体方案 ，但单
个项目较难产生较大的社会
效应 ， 且往往容易各自为战 ，
这就需要在整体设计上留意
项目之间的关联和超越行政
区划的社区概念 ， 有意识 、实
质性地推动各项目之间的协
作与联动 ，迈向一体化的区域
性项目库规划 。 这样可以提升
项目回应居民需求的广度和
深度 ，同时为逐步形成社区服
务体系奠定基础 。

其三 ，以可持续生态理念

构建和培育地区性基层社会
治理生态链 。在地化的支持性
力 量 具 有 更 强 的 可 持 续 性 ，
对接社区内外资源 、 激发居
民参与活力和推动项目落地
实施 ，均离不开在地化力量的
陪伴和支持 。 街乡枢纽型平台
组织和社区工作者长期扎根
于社区 ，与社区居民具有天然
的亲近度 ， 同时具备一定的
专业性和可塑性 。 因此 ，应切
实加大对街乡枢纽 型 平 台 组
织的建设和对社区工作者的
支持力度 。 再者 ， 还需要建
立 较 为具体清晰的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社区发展的分工机
制 、协作机制和创新机制等 ，
并通过立体化 的 政策 创 制 形
成较为稳固的政策制度和文
本 规 范 ， 以确保地区性社区
治理经验和模式得以形成和
延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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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形成协力破
解更多更大治理难题 。 需要
留意的是 ， 无论哪种组织主
体 ， 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
社区治理的过程中 ， 都需要
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 ， 公众
也 应 是 治 理 的 主 体 之 一 ，而
非被动的 、简单的接受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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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有很多难处 ，其
中之一就是人才难。 愿意做的
不一定合适， 有能力做的不一
定久留， 这不只是一个人定位
的问题， 更大程度上还是公益
组织的定位问题。 不论是人还
是组织都不能错位。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家
国情怀

同其他组织、其他人一样，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也存在家国
情怀问题， 只是表现方式不同
而已。 公益的家国情怀最突出
的地方就是不以逐求经济效
益、政治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不
以逐求个人的政治地位、 经济
地位为价值体现， 而是以实现
公益的社会效益、 个人的社会
贡献价值为情怀，心有家国，利

于家国，齐家治国，可谓家国情
怀。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如果无
此情怀， 就属于没理解定位或
站错位，都需检讨和调整。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饭碗

第一个饭碗是自身生存的
饭碗， 如果公益组织和公益人
自己都吃不上饭， 成了弱势群
体，就谈不上公益了；第二个饭
碗是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饭
碗，没有双方面的发展，也谈不
上公益。 现在站在第一个饭碗
位置的偏多，自给自足，小农思
想， 忘记了公益组织和公益人
的公益担当。只有尽己所能，为
社会多做事、多创造，有在职业
基础上的事业追求， 才有公益
组织和公益人发展的源动力 ，
才不失公益的初衷和使命。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拜金”

衡量 公 益组 织 和 公 益 人
的价值标准有经济指标但不
是唯一的指标 ，社会效益的最
大化有经济指标但也不是唯
一的指标 。 由于对公益的评价
体系远未达到科学 ，效益和质
量标准不明 、评估不确 ，用经
济指标一根指挥棒 ，就会诱导
公益 “拜金 ”，而不是效益和质
量至上 。 拿到多少钱 、花了多
少钱 、挣了多少钱 、占了多少
比例等和倡导了什么 、扶持了
什么 、填补了什么 、影响了什
么 、促进了什么等相比 ，后者
位置更重要 。

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名
利观

公益界有知名组织、 知名
人，也有利益，但这种名利的位
置应该是后天的。 如果公益组
织和公益人事先设定名利标
准， 以名利驱动， 公益就做不
好，因为杂念太多。不是任何组
织、任何人都不能追逐名利，关
键是自身性质。企业逐利、品牌
逐名只要合法就没问题。 但公
益既要 “公 ”又要 “益 ”，这就要
求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名利排
在公益之后，错位了就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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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融理念、方法和机制为一体
的社区治理生态体系

公益不要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