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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享计划（详见 7 月 10 日
本报 15版） 作为一种社区治理
创新做法，给基层社会治理和社
区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当然，基层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
在不断变化，也需要创享计划在
实践中不断务实求新。

其一，以政府和社会组织合
作的方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相关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
和社区居委会的治理压力，而且
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基层社
区治理的活力。社区居民和辖区
单位以提案大赛的方式参与社
区建设，产生了很多较为不错的
带有一定创新性和持续性的服
务项目，这本身是对社区居委会
和服务站减负增效的一种体现。
而社区居民和辖区单位从不同
程度和不同侧面的参与也彰显
出一定的社区活力。

其二，渐进式提升了社区工
作者和提案主体的参与意识和
能力。通过社区创享计划实施前
后的对比，我们深刻感受到了社
区居民参与热情的不断高涨，社
区提案质量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也得到不断提升，社区社会
组织有所增长并走向规范化。

其三， 增强了社区治理和社
区服务的供给侧力量。 依靠社区
居民和自组织的朴实力量，每一个
提案中都蕴含着基层社区治理创
新的生动案例和温暖故事， 涉及
党员参与、邻里互助、环境治理、楼
院自治、助老服务、助残服务、儿童
服务及文艺服务等。 这些服务的
不断开展和丰富， 弥补了社区服
务的严重缺失，提升了社区居民的
获得感。 社区居民及其自组织成
为了社区治理创新和基层慈善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其四，创享计划还培育了社
区内生力量， 为社区治理的持续
推进奠定了一定基础。 这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部分街道积
极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培育和建设
了街道层面具有枢纽功能的组织
载体， 比如大屯街道的社区创享
中心。 这种做法能够借助专业社
会组织培育本地化的统筹协调团
队， 再以社区居委会和服务站为
重要连接点，有序有效地引导地区
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二是依
托居民提案大赛， 渐进式地引导
出和挖掘了不少社区居民领袖和
社区社会组织，引导他们一步步地
走向前台。 再加上专业社会组织
和社区工作者的双重协同和增能
计划，这也给了社区居民和社区社
会组织以更大的信心和力量感。
这也播下了一粒粒种子， 为更大

程度上推动更高层次的居民自治
和共商共治奠定了良好基础。而每
一个参与者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
快乐参与的愉悦和与伙伴们协力
参与社区建设的情谊。

其五，破解了一批社区治理
难题和困难人群托底服务，提高
了居民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众
所周知，当前社区治理中面临着
诸多难题和社区病，它们的存在
为社区治理带来了诸多困扰。 创
享计划针对于此充分调动了多
方力量参与解决，在破解小区停
车难、楼道堆物堆料、小广告满楼
飞、老旧小区物业缺失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社区环境卫生发
生了显著变化，获得了社区居民
们的认可。同时，不少公益服务类
提案也为社区空巢老人、残障人
士等困难群体提供了有温度的
服务，积极营造了社区人文环境。

总而言之，创享计划强调多
元参与， 而多元主体也各显其
能、各获所需，这造就了该计划
的多重成效。该计划已成为我国
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
之一，也是其他地区推动社区治
理创新的参考样本。 但是，基于
精细化、深入性和有效性等社区
治理的原则要求下，其还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一是推动建立街道层面的
社区治理专家库，发挥外脑的智
库作用，依此探寻和总结规律性
的发展经验和增强更有目标和
价值的实践探索；

二是按照中央政府和北京市
的顶层设计要求，强化基层社会治
理的整体规划、制度建设和体制机
制建设，以逐步形成有积累的社区
治理发展模式和长效机制；

三是更加重视街道级社区治
理枢纽型实体平台建设，在专业
社会组织的技术支持下，有效培
育该实体平台的专业人才力量；

四是注重基于区域特点，有
重点地挖掘和支持地区品牌项目
以及培育社区公益人才和社区社
会组织梯队， 注重更广泛社区居
民的参与，提升社区参与率；

五是社区创享计划的具体
操作流程中的每个环节还都
需要更加细致 、精准 ，并经过
沉淀累积转化为治理机制，以
使得社区治理走得更加有效、
有料、有智慧。 当然，也应鼓励
不同区域根据自身特点进行
操作流程的优化升级。

社区治理未来发展的核心
与重点在于整合多元力量破解
社区治理发展性难题， 并深入
打造地区社区治理生态链。

社区创享计划的多重成效与
优化建议 在公益界，探讨捐赠人、受赠

人（公益组织）的比较多，也有很多
新成果。 但受益人颇受冷淡，他们
的感受、心路怎么样，如何理解、对
待他们，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受
益人在公益慈善链中该是一个什
么样的角色？

受益人是被帮助者，不是负债
人。 2008 汶川地震的时候，全国人
民帮助灾后重建。 有一次，灾区一
位县级领导和我说， 要在每所被
援助的学校中立一面感恩墙，让
灾区的孩子们世代感恩。 我有不
同的想法， 我说：“灾区受灾不是
人们所愿， 全民救灾是社会责任
与温暖。 受灾的人不欠谁的，救灾
的人更不是投资放债索取回报 。
为什么要让灾区的孩子们背负感
情债呢。 ”其实，公益慈善之所以成

其为公益慈善， 就是不贪图回报，
否则就违反了初衷和本质的。 每一
个捐赠人、受益人都要理解角色的
内涵。

受益人是爱心传递的载体，但
不是道具。 有一年，参与策划一部
孤儿学校纪实片拍摄，孩子们一个
个、 一遍遍上台哭诉惨痛的经历。
我实在于心不忍， 就和导演说，他
们在大家的帮助下，有了安定幸福
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让他们回到过
去重复痛苦呢，他们不是道具。 事
实上， 被帮助的孤儿们的今天，就
是公益慈善的成果，就是爱心传递
的载体，为他们提供过帮助的人们
不要为了别的， 而让孩子们当道
具、去煽情，这不是在伤口上撒盐
吗？ 现在时而出现受益人不愿意参
加捐赠人的活动， 这是值得深思

的，捐赠人一定要对受益人平等对
待、理解尊重。

受益人要以成长进步实现感
恩，而不该无动于衷。 老话讲，滴水
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受益人有感恩
之心是正常的，捐赠人要求受益人
感恩是不正常的。 如何实现感恩？
捐赠人的目的正常情况下，就是希
望受益人好起来成长进步起来，共
享社会发展繁荣。 只有受益人好了
成长进步了，目的才算达到。 但如
受益人受之泰然，不思进取，无动
于衷，这就不对了，违反了基本的
做事做人原则。

受益人有向捐赠人反馈的
必要，但不是义务 。 经常有捐赠
人要求查索十几年 、二十几年前
的受益人近况 ，也对受益人不回
馈信息颇有怨言。 这可能还要理
性地看待———受益人为了感谢
和尊重捐赠人 ，适时反馈现实状
况 ，是必要的 ，为捐赠人和公益
组织提供素材 ， 便于总结宣传 、
扩大公益 、示范社会 ，善莫大焉 ；
但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受益人不
想或不能继续同捐赠人联系 ，也
是允许的 。 捐助行为是单纯的 ，
硬性要求受益人长期反馈 、无尽
感谢 ，就成了附加条件 ，受益人
不该有这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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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公益人

随着农村精准扶贫的深入，社
会组织、公益组织开始走上扶贫的
前台。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精准扶贫
具有内在的逻辑。 这是因为社会组
织与农村精准扶贫具有高度的契
合性，社会组织的优势和特点可以
与政府的农村扶贫优势互补。 社会
组织独特的公益价值理念和服务
原则，既有从微观到宏观的专业方
法和技巧，又有广泛的知识和理论
背景，通过挖掘、调动、整合及配置
社会资源， 协助社区发挥潜能，提
升能力， 积极预防及解决社区问
题，以保护困难群众的利益、改变
不公平社会现状为己任，开展社区
的助人活动。

首先，社会组织要致力于提升
农村居民能力，调动扶贫对象的主
动性，发挥其主体地位。

社会组织善于从公益理念出
发，根据优势视角看待扶贫对象所
面临的处境，注重扶贫对象的能力
建设，相信扶贫对象有能力进行自
我改变，形成氛围，突出“造血”功
能而非“输出”功能。 社会组织平等
地对待扶贫对象，给予扶贫对象充
分的自主权和自决权，这有利于使
农民获得自信，激发他们的主观能
动性，真正做到农村扶贫以农民为

本， 充分尊重扶贫对象的意愿，挖
掘潜能，并注重对扶贫对象的赋权
与增能。

第二，社会组织要致力于根据
扶贫对象的独特性，保护困难群众
的利益，为扶贫对象提供具有针对
性的服务与指导。

社会组织承认扶贫对象的
独特性 ，通过倾听和陪伴 ，根据
不同的扶贫对象的不同需求与
问题采取多样化的服务方法和
策略。 这将有利于在农村社区中
被忽视的 、处于困境的群体的利
益得到充分的尊重 、 保护和重
视 ，将使农村扶贫服务更加全面
和多样化 ，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
化需求。

同时，这也与政府提供的普惠
性、 大众化的扶贫服务相互补充。
社会组织强调需求评估，一切以农
村扶贫对象的实际需求为主，以避
免某些地方政府“父权式”的作风，
即想当然地为扶贫提供服务，既浪
费资源又没有达到目的。 只有真正
切实地从扶贫对象的实际需求出
发，才可以更加深入、准确地开展
村民自治，满足农民的需要，提高
农民的民主水平。

第三，社会组织要致力于衔接

资源，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
式，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为农村
扶贫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更广泛的
支持， 协调整合不同渠道的帮助，
为农村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助推农村可持续发展。 社会组织
本身并不掌握资源， 但具有整合
资源的功能。 将不同专业的服务、
不同方面的资源联系在一起的职
能与天性， 可以协调好各方的关
系，更加全面和准确地为扶贫对象
提供服务，这是社会组织的一大专
业优势。

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 ，
对政策理解不透， 国家扶贫政策
在实施过程中， 常常遇有很大的
阻力，影响预期效果，这也需要衔
接各种资源对社会政策做出解
释，加强农民对政策的理解，促进
扶贫政策的实施。 对于不符合当
地发展的政策， 社会组织可以向
相关部门及时反映情况， 以便政
府及时做出调整。

社会组织是非政府组织 、公
益性的民间机构，其有效嵌入，有
助于衔接专业的社会力量和志愿
者组织参与扶贫， 还可与政府形
成协同伙伴的关系， 改善公共产
品的扶贫供给模式和资源配置方
式，降低运作成本，提高资源的利
用效率。

此外， 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
贫，社会组织要积极搭建服务交流
平台，开展各类便捷服务活动和关
爱行动。

随着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精准
扶贫的力度与深度不断加大，社会
组织在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的作用
会越来越明显。

（据《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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