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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慈善城市是有社会基
础、 经济基础和心理基础的，这
是绝大多数人赞同的，这也是我
们在实践中体会到的一个观点：
做慈善，是一个社会最大的公约
数之一。我们在创建慈善城市这
几年中有 4 点收获：

一是全国慈善城市评选排
位逐步提升。 2018 年重庆市慈
善总会首次参加中国城市公益
慈善指数评选，排名第 14 位、西
部第二 ， 得分 83.68，2019 年评
分也更进一步。

二 是 慈 善 事 业 公 信 力 提
高 。 主要表现在捐赠额逐年增
加 ，2016 年到 2020 年 9 月 ，重
庆市慈善总会一共募捐 32.78
亿元 ， 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
长。 2020 年 99 公益日 ，重庆互
联网募捐总额达 3.35 亿元 ，捐
赠人次 1186 万人次 ，互联网募
捐总额和捐赠人次均居全国第
1 位 ， 其中 ， 募捐总额是我们
2019 年 99 公益日募捐总额的
2 倍 ， 捐赠人次是 2019 年的 3
倍。 创建慈善城市，实际上提高
的是公信力 ， 提高公信力对募
捐有极大的好处。

三是普及了慈善文化。我们

每年都举办“中华慈善日”活动，
2020 年“中华慈善日”捐赠金额
一次就达到 5.24 亿元， 其中有
197 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参与了
捐赠。 为了做好慈善城市的创
建，我们还开展了一些基础课题
的研究，举办了“互联网+慈善”
论坛 26 期， 培训了数千名业务
骨干。我们举办了重庆中国慈善
诗歌朗诵会，通过老百姓自己写
诗 、读诗传播慈善文化 ，教育社
会。 做慈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
的，这有精神层面的。 做慈善不
光是做慈善的人给被救助者捐
款捐物，实际上也是被救助者教
育我们的一个过程。

四是带动了慈善事业的全
面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获
得多种荣誉 ， 慈善工作队伍建
设得到加强 ， 慈善的知晓度不
断扩大。

在创建慈善之城中，我们主
要的做法有几点：

第一 ， 热诚接受中慈联指
导。 重庆创建慈善城市起步晚，
起点低，难度大 ，中国慈善联合
会站得高、看得远、有理论、有实
践 ，他们的指导针对性强 ，对我
们支持帮助很大。我们合作编写

的 《重庆市慈善事业发展报告
（2018）》， 系统总结了重庆慈善
事业的现状 、经验 、问题 、建议 。
我们正在编写《重庆慈善事业发
展蓝皮书》， 想在这个基础上使
我们实践的积累、 经验的总结、
理论的提炼、认识的深刻更上一
层楼。

我们今年互联网募捐取得
比较好的成绩，其中就有中国慈
善联合会的功劳。 一开始，我们
市很多慈善会、社会组织 、志愿
者组织认真来听 、来学 、来传播
中国慈善联合会的“互联网+慈
善”网络培训班 ，这启发了我们
去做视频 、网络的培训 ，于是在
今年形成了更大的传播量，培训
得更深 ，培训的次数更多 ，效果
也更好 。 我们也正在筹建重庆
“互联网+慈善” 发展研究基地
网站，它实际上是我们今后一个
平台的窗口。

第二，虚心学习先进城市的
经验。 我们向广州学习，广州设
有慈善城市发展研究基地，在慈
善城市的创建和研究方面都很
有成效，特别是广州创新的慈善
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很有指导作
用。 此外，我们还组织庞大的中
干队伍到成都学习，成都的同志
手把手地给我们讲解创建慈善
城市的经验和方法，使我们少走
了很多弯路。 我们还到了陕西、
河南 、江苏 、上海 、内蒙古 、深圳
学习考察， 学习了别人的做法、
经验。

第三 ， 坚定不移 、 坚持不
懈。 重庆市慈善总会于 2017 年
启动创建慈善城市 ，2018 年首
次参加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
评选就进入第 14 名 ，2019 年更

进一步。 2020 年疫情发生后，我
们快速地行动 ， 总会领导靠前
指挥 ，全体工作人员 24 小时在
线在岗 ，做到了时时 、事事有人
管 、有人办 ，完满完成了抗疫募
捐的各项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基础打得好 ， 队伍建设得
好， 在抗疫当中交出了圆满的
答卷 ，所以说做好事 ，做基础工
作不会吃亏。

第四，不断地开拓创新。 近
年来，重庆市慈善总会开设了互
联网募捐、 大病医疗救助基金、
脱贫攻坚后期帮扶基金、社区阳
光基金 、助浴快车 、渝东南少数
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助推综合
项目等六个创新品牌。

重庆市慈善总会在创建慈
善城市的过程中，有 4 点创新和
实践体会。

一是各级领导重视。我们的
慈善城市创建工作得到市委市
政府和市民政局的充分肯定，领
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让我们既
有动力，也深感压力。

二是发动群众充分。首先是
宣传工作要到位，慈善城市创建
的工作，相当大的工作就是发动
群众 ，用各种方法、各种方式去
动员群众 ，让群众理解 ，让慈善
城市创建的方式深入人心，全社
会对慈善认同，然后得到各区县
的支持 ，动员社会组织 、志愿者
组织积极参与。

三是工作措施扎实。我们把
慈善城市的创建纳入了总会的
议事日程， 落实到各个部室，与
日常工作统筹安排；同时发动社
会组织、志愿者组织参与 ，组织
大专院校、 专家学者积极参加，
我们从小事做起 ， 做一件成一

件，做一项就把它做好 ，做好一
项再做一项。

四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扶
贫济困的需要出发，从力所能及
的可能出发，从思想观念能接受
的程度出发 ，从看得见 、摸得着
的事情出发。

当然，在创建慈善城市的过
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
问题。一是我们继续前进的难度
很大， 再加上重庆市地处西部，
人力物力有限，人们的思想观念
受局限，创建工作受到很大的限
制； 二是政策支持的力度不够，
慈善城市创建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协作配合，需要配套
的法规规章政策的支撑，与先进
城市相比，重庆市还有很大的差
距 ；三是基础工作不够 ，在基础
研究、基本制度、基础设施设备、
基本技能等方面都存在着差距；
四是方式方法有待改进，在新时
代创建慈善城市，不能照搬过去
的方式方法， 必须适应新形势、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采用
新的方式方法。

未来我们将从四方面考虑，
继续打造慈善重庆品牌：

第一， 要加强宣传教育，要
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
善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宣
传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城
市的创建中来。 第二，要争取各
级领导的支持，大力地争取市委
市政府和市民政局等市级部门
的支持 ， 争取各方面力量的协
作。第三，要从基础工作抓起，基
础工作是我们的短板，还要不断
加强。第四，要改进方式方法，从
实地做起，不能搞形式主义。

（据《善城》杂志）

重庆：创建慈善之城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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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我们今天谈论乡村教育的
时候有一个新的背景，就是我们
已经进入了后普及教育的阶段，
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 、高等
教育大众化都已经实现了。有一
篇文章已经讲到，学校马上就要
过剩，两三年以后幼儿园就会过
剩， 七八年以后小学就会过剩，
这是一个大背景。另外一个就是
在农村全面实现脱贫攻坚这样
的背景下讨论乡村教育。

没有乡村社会、乡村文化的
复兴，就没有乡村教育的复兴。

我们只要走下乡村， 离城市
稍微远一点， 看到的问题都是一
样的。 乡村教育的这些问题都是
老问题，都不是新问题，只是在不
断演化。 “城挤乡空”、 城区大班
额、乡镇寄宿制学校、乡村小规模
学校、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西部
落后和“中部塌陷”、农村教师的
困境等都是老问题，怎么办？

乡村的学校还在慢慢减少。
近十年来，乡村小学在不断减少，
教学点在逐渐增加，也就是说，很
多小学现在只剩三个年级了，就

变成教学点了； 乡村的初中也在
不断减少，这都是大趋势。 在城镇
化的背景下是不可逆的。

在这么一个新的格局下，我
们到底怎么来应对这些问题。我
们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
就是农村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教
育本身的问题，或者说很大程度
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我们不能
够就教育谈教育 ， 没有乡村社
会、乡村文化的复兴 ，就没有乡
村教育的复兴。

只有乡村文化和社会恢复
重建，才有乡村教育的振兴。

我觉得有一些现象，比如说像
少子化和老龄化是城乡共同的。

但是像家庭功能的退化，在
农村就格外显著———亲子分离
的家庭 、单亲家庭 、失能家庭比
例非常之多， 超过我们的想象。
家庭功能消失了，学校教育的功
能怎么实现？ 非常困难。

社区功能的缺失———原来
一个熟人社会， 乡邻守望相助、
忠孝传家这样的文化，已经被麻
将、赌博 、彩票这些消费主义的

商业文化甚至犯罪文化取代了；
乡村文化的异化———很多人都
说，现在一个农村青年要结婚的
话， 前提是在县城里有一套房，
所以整个他的家庭、社区都在发
生着非常深刻的变化。

乡村教育的振兴，实际上是
乡村文化 、 乡村社会的恢复重
建。只有在这么一个乡村建设的
视野当中，才能够破解乡村教育
的衰败难题。

什么是 “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

我们对农村教育包括中国
教育的下一步提了一些新的概
念，国家层面的表达是“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 我想这句话还
是很有价值的，也是我们今天在
农村教育当中要坚持的。

第一个就是面向大多数人
的教育，基础教育的功能并不是
发现和培养少数能够 “跳龙门”
的“锦鲤”，而是点燃大多数的学
生，重点是关注弱势学生 ，这就
是教育公平的概念。

第二个是“有质量”，也就是

完整的、基础的教育。 即在提供
学业成绩 、 发展认知能力的同
时，弥补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的
短板，要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
即 “核心素养”， 重视非认知能
力、社会情感技能，不是培养“小
镇做题家”“二流机器人”。

面向农村学生的 “有根的
教育”。

探索农村教育的新模式，要在
规范性的课程教学内容之外，重点
加强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综合素
质的培养，开展健康教育和创业教
育，包括为农村学生提供进城务工
所需要的生活技能、 法律常识、就
业指导和生涯规划等。

我们今天的教育，包括城市

教育、农村教育都有一些基础性
的问题 ，比如说 ，很多农村的学
生初中毕业就去打工，那合不合
理、正不正常？ 到底是读书无用
论， 还是惟有读书高？ 这些问
题都需要辨析。

那么， 我们教育的目标、功
能、价值究竟如何来认识？ 这种
面向农村学生的素质教育和这
种“为生活而教”的教学模式，是
以学生为本， 以乡土为根的，就
是通过将普适性知识与乡土文
化、 地方性知识进行有机结合，
实施适合农村青少年成长需要
的植根乡土的教育 ， 有根的教
育、有机的教育、绿色的教育。

（据中国发展简报）

乡村要振兴，乡村教育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