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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青年社会组织在行动

搭建展示平台
支持扶贫“好项目”

对很多孩子来说，读书是最
平常的事。 但在大别山深处，丰
富的课外书却是一种奢求。 为丰
富孩子们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
增长见识，安徽向日葵公益助学
服务中心把“汽车图书馆”开进
了山里。 一辆辆满载图书的汽
车，颠簸在崇山峻岭间，为求知
若渴的贫困学生送去书香。

这是全团青年社会组织“伙
伴计划”资助安徽向日葵公益助
学服务中心开展的一个扶贫项
目。近年来，各级团组织着眼于为
广大青年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提供展示支持平台，持续实施“伙
伴计划”优秀项目征集活动，向符
合条件的青年社会组织征集公益
扶贫项目，经过申报、推荐、评审
等环节， 遴选了一批项目效果明
显、链接资源广泛、具有推广价值
的优秀项目， 并给予一定的经费
支持，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社会组
织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2019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关键之年，与往年相比，今年
的活动领域更聚焦，围绕脱贫攻
坚，重点资助在国家级贫困县特
别是“三区三州”地区开展的精
准扶贫项目； 参与主体更丰富，
由团中央社会联络部联合国务
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民政部社
会组织管理局、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等主办单位以及公益合
作伙伴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
共同举办；资助力度更大，在资
助 130 个项目共计 350 万元的基
础上， 将开展网络公益众筹，并
整合社会资金对部分项目进行
持续支持。

有了团组织的展示平台和
项目资助，青年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的热情更加高涨。 云南连
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依托驻村
社工，为边疆民族村寨儿童提供
常态化的生活照顾和心理陪伴；
甘肃甘露公益中心在贫困乡镇
援建乡村合唱团，帮助那些热爱
音乐的贫困家庭青少年实现梦
想……今年以来，全国有上万家
青年社会组织积极响应， 聚焦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 整合社会资源，
为贫困地区青少年提供有针对
性的服务。

开展伙伴讲堂
分享公益“好故事”

只把好项目找出来还不够，
为让更多青年社会组织学习到
脱贫攻坚的先进经验做法，共青
团把这些优秀项目代表请上了
讲台。

“由于家庭贫困、居住偏远，
四川凉山州的许多小学生每天
要花近 4 个小时徒步上学。 我们
了解这个情况后，就一头扎进山
区，摸查情况、争取支持，还在互
联网上发起公益筹款，最终给孩
子们换来一张张‘免费车票’，帮
助到了贫困地区 8 所小学的近
700 名学生。 ”这是共青团“伙伴
讲堂”的一次示范课，四川协力
公益发展中心的辛旭韬刚讲完
自己的经历，就引来许多“围观”
和讨教。

为引导青年社会组织用鲜
活生动的方式分享扶贫经验、传
递社会正能量，示范带动广大青
年社会组织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今年 6 月，在团中央的统
一部署下，各级共青团广泛开展
“伙伴讲堂” 活动， 遴选信念坚
定、立足基层、甘于奉献的青年
社会组织骨干讲述自己的“伙伴
故事”。

在“伙伴讲堂”上，优秀项目
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扶贫故事，
交流公益经验。 他们有的关注教
育领域，把淘汰闲置的电脑等电
子产品规范“再生”，践行“环保、
循环经济和教育相结合”的扶贫
新方式； 有的坚持生态文明理
念，为边疆地区农牧民培训沙棘
种植、养护、采摘知识，帮助建档
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有的致力
于志愿扶贫，积极组建农村牧区
扶贫志愿服务队，把志愿者的爱
心和火种传播到农村牧区。

为把“好故事”分享给更多
的青年社会组织小伙伴，各级团
组织积极运用新媒体手段，通过
网络直播方式，让更多人有机会
看到精彩分享。

广泛宣传动员
发出舆论“好声音”

今年 1月 9日， 团中央品牌栏
目“团团直播间”迎来了两位“大咖”
———前中国女排队长、 惠基金发起
人惠若琪和青年网络作家、 南派三
叔公益基金发起人南派三叔。 他们
作为青年社会组织“伙伴计划”推
广大使，与优秀项目代表共同参加
了专题访谈，共话“脱贫攻坚中青
年社会组织的责任与使命”。

这场直播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微博、微信、快手、火山小视
频、一直播、QQ 空间、B 站、虎牙
直播、斗鱼直播、唱吧等网络平
台观看人数近 430 万人次，最高
同时在线 76 万人， 相关微博总
阅读量达 1500 多万。

在共青团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公众人物开始为投身脱贫
攻坚的青年社会组织代言。 同
时，团属媒体也在持续为脱贫攻
坚中的青年社会组织发声。《中
国青年报》多次报道“伙伴计划”
相关活动， 并在头版发表通讯
《“伙伴计划”打捞温暖小事》，细
致讲述了各地团组织引导青年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动人
故事；团中央官方微信公众号制
作推送《我们有个温暖的计划！
惠若琪、 南派三叔要跟你聊聊》
《这样的“朋友圈”，我也想发一
波》等新媒体产品，多篇推送阅
读量达 10 万+，收获众多点赞。

网友“小幸运”评论，“看着
这些扶贫故事就想流泪，真是满
满的正能量，这才是青年该有的
样子，不只自己优秀，还带着他
人一起优秀”；网友“木子”认为，

“脱贫攻坚是特别有意义的事，
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帮助更多的
人，这样的正能量最应该传播出
去”。 随着宣传动员工作的不断
深入，更多青年开始关注脱贫攻
坚事业，关注共青团和青年社会
组织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的积极
作用、弘扬的社会正能量。

引导发挥作用
培育基层“好帮手”

基层共青团常常面临着缺

人手、缺资源的困难，青年社会
组织有热情、有专长，在联系服
务青年、帮扶贫困群众方面有独
特优势。 把青年社会组织作为团
的工作手臂延伸， 紧紧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已经逐渐成为各
级团组织的共识。

青年社会组织是基层团组织
的好伙伴、好帮手，团组织也在寻
找各种方法、对接各类资源，支持
青年社会组织发展， 不断扩大自
己的青年社会组织“朋友圈”。 其
中，团中央联合民政部、财政部制
定印发的《关于做好政府购买青
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就是
一个含金量很高的措施。

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 2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33个地市制
定出台了配套政策，各地以政府购
买服务形式为青少年开展服务的
资金额达 8.6亿元， 其中团组织作
为购买主体的占 60%。这一政策为
支持青年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和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在青
年社会组织中“既叫好、又叫座”。

在工作实践中，各级团组织
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要适应新
时代青年聚焦特点，正确把握基
层青年工作组织形态多样化的
需要， 在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发挥
作用过程中， 着力培育和壮大共
青团主管或主导的青年社会组
织， 不断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特
别是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社会组
织的联系凝聚， 把青年社会组织
作为基层团的重要组织形态和组
织依托， 逐步纳入党领导下的以
共青团为主导的青年组织体系，
实现对青年的更广泛连接和覆
盖，着力提升基层团的组织力。

截至目前，各级共青团密切
联系青年社会组织 3.6 万家，其
中， 团属社会组织 6038 家，同
时，密切联系了区域内有一定影
响力的青年社会组织 4077 家，
取得积极进展。

加强思想引领
凝聚追梦“好青年”

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
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
持久的。 在动员青年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的同时，各级团组织

着力加强思想凝聚，引导广大青
年社会组织并影响带动广大青
年将个人的组织认同上升为对
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将个人奋
斗融入伟大复兴中国梦，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

去年以来，结合全团“青年
大学习”工作部署，团中央围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
想，面向青年社会组织开展了宣
传教育活动， 仅 2018 年就示范
带动各省开展大学习活动 363
场， 覆盖新兴领域青年 2.8 万余
人。 此外，还组织青年社会组织
骨干到江西井冈山、 陕西延安、
广东深圳、江苏华西村、浙江安
吉等地， 现场感受革命文化、改
革开放成就、 脱贫攻坚成果，引
导他们深入了解国情，深刻感知
历史，切实增强“四个自信”。

今年以来， 各级团组织进一
步聚焦主责主业， 着眼于将青年
社会组织“伙伴计划”的活动成果
转化为组织成果和思想成果，以
参与 2017-2019年“伙伴计划”优
秀项目征集活动的青年社会组织
为重点， 开展了近 40 期共青团

“伙伴计划”专题培训班。 通过对
这些管理规范、运行良好、动员能
力强、 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社会
组织的宣传教育， 示范带动广大
青年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这次学习，让我感受到青年
社会组织的美好前景和时尚、前
沿、有序的服务体系。在我们项目
执行过程中， 团宝鸡市委对我们
帮助很大， 主动联系对接了区县
边远山区留守儿童及学校， 为我
们节省不少时间成本。 ”薛利琴是
陕西省宝鸡市明朗心理关爱中心

“守护花蕾”儿童防性侵项目负责
人， 在参加今年 9 月南京举办的
共青团“伙伴计划”专题示范培训
班时， 她显得格外开心，“作为五
星优秀项目代表， 能和来自全国
各地的青年社会组织进行业务交
流真是荣幸。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嘱托， 担负
起新时代青年社会组织的职责使
命，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

（据《中国青年报》）

“校门关了，家门没开，放学的孩子该去哪儿？昂贵的托管费用在贫困家庭如何解决？”春雨
助学志愿者协会“四点半课堂”项目负责人苗文武把这样一行字，写在了共青团“伙伴计划”项
目申报书的显著位置。 成功获得团中央资助后，他招募教师、大学生、离退休人员，在放学后的
4 点半到 6 点半，免费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孩子提供志愿看护和课业辅导。 这样的精准帮扶
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系列重要要求，明确提出要通过多种
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相关工
作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团中央书记处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要求各级团组织充分发挥组织化和社会化动员优势，团
结带领广大青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青春力量。

青年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青团引领青年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生
力军和突击队作用的重要组织载体。 2017 年以来，团中央以青年社会组织“伙伴计划”为牵动，聚
焦脱贫攻坚领域，投入专项资金近千万元，引导动员广大青年社会组织积极建功新时代。 3 年来，
全国共有 3600 多个优秀青年社会组织参与“伙伴计划”，牵动社会资金近 3 亿元，直接带动近 50
万人次青年参与扶贫项目，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影响覆盖青年近 2000 万人次。 在参与打赢脱贫攻
坚战中，广大青年社会组织热情高涨，影响带动青年广泛参与，各级共青团组织在此过程中也直
接联系凝聚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社会组织，覆盖广泛、充满活力的青年组织体系正在逐步构建。

四点半课堂让未成年人“成长不烦恼”（图片来源：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