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的想法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自己这么多年在外经商的社会资源，帮助
村里经济快速发展。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赵庄子村的村支部书记韩

春光在“工作坊”的申请表上重重写下这句话。
“乡村‘空心村’问题较为严重，我们现在正在打通产业经济的堵点，带领村民致

富，希望得到校方帮助。 ”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咀头村的第一书记齐向宇在课堂上
郑重提出诉求。

7 月 9 日至 11 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社会行动与创新实验室、北大
国发院公益委员会共同发起的首期“乡村振兴·村长工作坊”（以下简称“村长工作
坊”）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 7 省 1 市的 15 位村支书、村主任，作为乡村振兴的见证
者、参与者、推动者与专家学者们一起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共同问道乡村
发展。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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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村长工作坊”在京举行
为村支书、村主任赋能解惑
15 名村支书、村主任入选

韩春光是北京市大兴区魏
善庄镇赵庄子村的村支部书记，
1977 年出生的他， 早年在外经
商，干过工程，开过建材商店，积
累了些社会资源。 2012 年，担任
村支部书记。 他在“村长工作坊”
申请材料的个人背景一栏中写
道，希望通过自己这么多年的社
会资源，帮助村庄发展，并给出
治理计划。

第一个 3 年，转变观念（已
完成）。 该村风貌焕然一新，村民
自愿加入志愿服务，成了全民义
工村；第二个 3 年，社区营造（已
完成），村内建起了养老住宅、社
区学堂等； 第三个 3 年（进行
中），社区发展。 规划建立乡村民
宿在内的 8 大乡村发展模块，正
在进行招商工作。

申请材料很快被递交到了公
益委员会评审组， 希望发挥自身
优势带动村庄发展的强烈诉求吸
引着评委。最终，韩春光顺利通过
评审，成为“工作坊”的学员。

齐向宇是中国银行扶贫队
派驻到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咀
头村的第一书记， 在此之前，他
在中国银行总行全球市场部从
事外汇交易工作。 作为第一书
记， 齐向宇带领村民坚定信念、
敢闯新路，通过招商引资振兴村
集体产业经济。

当前， 农村一些地方“空心
村”现象（青年出村，老少留村）较
为严重。 齐向宇想办法为村里建
起活动室，丰富村民精神生活，引
入外部社会力量活化乡村。

齐向宇的申请被递交给多位
评委，经过严格评估成为学员。

与韩春光、齐向宇一样，“村
长工作坊” 在全国录取的 15 名
学员都有着共同特点———具有
强烈的使命感，立志带领村民实
现共同富裕，这种主观能力性是
能够入选必备的条件。

传道、授业、解惑

成功入选，有着较好的乡村
治理“业绩”，但韩春光、齐向宇
也面临着烦恼。

咀头村已进入到社区发展阶
段，规划建立了乡村民宿在内的 8
大发展模块，急需资金引入。

“接触过一些企业，也与部
分企业正在洽谈，有的已达成投
资协议，但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
社会资本能够有序参与，大家共
享社区发展治理的成果。 ”韩春
光说。

与韩春光烦恼不同的是，齐
向宇看到村里“空心化”严重，正
想着如何利用村里现有资源发
展特色产业，让青年回乡，参与
乡村振兴。

“青年劳动力都出村了，剩
下的就是老人、儿童，这让村子
发展较为受限。 推行何种产业能
够助力乡村发展，成为当前急需
要跨过的门槛。 ”齐向宇说。

“通过学习，我们对乡村振
兴的国家政策、现有规划、未来
发展有了全景式了解，今后工作
发展方向更加清晰明确，但更希
望校方能对现有需求有个对
接。 ”韩春光说。

“村长工作坊”让 15 位学员
均提交了“行动计划”，公益委员
们将会对这 15 位学员的愿望开
展针对性研讨， 提出解决方案，
对接相应资源，共创发展。

根据“村长工作坊”安排，他
们的诉求将被从“点”、“面”两方
面予以回应。

“面”上，向全国乡村发出招
募邀请， 组织专家评审了解需
求，选出一批优秀支书、村长，通
过公益委员会培训赋能。

“点”上，后期公益委员会在赋
能乡村中选出 3 至 5 个村作为特
色村，纳入北大国发院重点助推对
象，通过校方智囊、公益委员、社会
行动与创新实验室等多方资源共
创协作，打造北大国发院公益教学
案例，让特色村变成“网红村”，带
来更加正面的发展优势。

公益委员 家国情怀

2018年 12月，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公益委员会成立。 从
2000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成立至今的历届毕业生中挑选了
50名成员， 作为北大国发院公益
委员会首届公益委员。 这些委员

在不同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又
有着公益理念和情怀。

担任公益委员会会长的刘
京是北大国发院 EMBA2000 级
学生，作为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公益时报》社
社长， 他在公益领域驰骋 20 多
年，有着对公益的深刻理解和个
人情怀。

余毅是北大国发院 BiMBA
的一名毕业生，后被选为北大国
发院公益委员会秘书长。

王超， 北大国发院教授、社
会行动与创新实验室创始人，担
任北大国发院公益委员会学术
主任。

余毅坦言，最初主持这个公
益委员会之时还有很多顾虑，50
位公益委员来自不同行业、不同
领域，具有不同的认知，大家对
公益的理解各不相同，相互“磨
合”就成了家常便饭。

经过多轮商讨，“基础教育”
“公益体验”“乡村振兴”“城乡融
合”等 4个方向被公益委员们认定
为发展方向，而“乡村振兴”主题又
被公益委员会推崇首先实施。

2021 年 5 月 14 日， 国发院
校友公益委员调研团，来到位于
河北中部雄安新区的安新县，开
展为期一天半的“村长交流坊”
活动，与周边七个村庄的村委会
主任深入座谈交流，并到部分代
表村庄进行了实地走访，倾听需
求、优化资源、助力帮扶。

经过反复打磨，“村长工作
坊”项目孕育而生。 作为北大国
发院公益委员会第一个对外公
益项目，项目通过向公益委员会
委员征集和社会招募的双重形
式接受申报者，每位申报者都面
临 5 位面试官“拷问”，综合测评
得出结果。

7 省 1 市 15 名村支书、村主
任入选首届“村长工作坊”。 学员
分为 3 类，包括“基层工作多年
的支书、村长”“高等院校毕业选
调生”“基层挂职的第一书记”。

余毅表示，面试最重要的标
准之一，就是面试者要有带领乡
村发展的强烈诉求，这一点被最
为看重，我们期望是授人以渔。

余毅表示，这只是公益委员
会从 0 到 1 的过程，也是走出的

第一步。“村长工作坊”是一个长
期性项目，后续将打造“村长班”
进行定期培训，时间规模都将有
所变化，计划更长远。

强大师资 传道赋能

刘京在“村长工作坊”开班
仪式上表示，“村长工作坊”主打
“共创”概念，需要参与者共同创
造、创新、创优。 村支书、村长，公
益委员，课程教授都是“共创”成
员，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应
对挑战、彼此成就。

刘京指出，乡村振兴 20 字方
针中，“产业振兴”不忘“生态宜
居”，“治理有效” 对应“乡风文
明”，“生活富裕”成为最终目标。
第一是产业，第二是治理，产业
振兴需要商业模式，治理有效需
要资源整合。

北大国发院公益委员通过在
“产业+治理”两方面为乡村赋能，
将乡村资源发挥至极、优化配置、
协调关系， 寻找解决乡村振兴中
的社会问题。打造经典案例，形成
参照标准，共享发展成果。

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王敏
表示，开展“村长工作坊”十分重
要，人才是乡村振兴中重要的一
环， 学校方面将优化资源配置，
全力支持公益项目开展。

“工作坊”主办方之一，北大
国发院教授、社会行动与创新实
验室创始人王超带领学员开场
破冰，他指出，每一个人都是知
识生产过程中的创造者，并给出
4 点提议， 第一回答问题不应给
自己设限；第二不用急于判断对
方对错；第三让自己生产更多想
法；第四在他人想法基础上创造
改进，引得学员积极投入。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
副司长王宾作《乡村振兴的若干
重要问题》报告，回顾了中央文
件对乡村振兴的描述、 认识、目
标及愿景。 乡村振兴需要政府部
门、企业、基层人员及社会各界
共创推进。 他指出，乡村振兴并
非将农村建为城市，而是要将乡
村在建设中创新发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 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促进会特邀

咨询专家、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
副书记陈存根作《乡村振兴的产
业政策与落地实践》授课，他指
出，2021 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
年，国家将大力支持“三农”产业
项目，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落
地。 以扶持产业集群、现代农业
产业园、 优质粮食生产基地、产
业强镇等重大项目促进县域经
济发展，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
文奎作《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
报告，他以“试错中总结出的乡
村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主题，讲
述了自己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同事们在四川大凉山、四川德阳
民乐村、青海甘达村等地实施各
个乡村扶贫项目实施的经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
长刘守英以“城乡融合与乡村振
兴”为主题，从当下乡村的现状、
第一类村庄的振兴“农村产业振
兴与乡村体面”、 第二类村庄的
振兴“乡村活化与乡村价值提
升”等三个方面，对乡村振兴进
行解读。

北大国发院公益委员会秘
书长余毅表示，选择乡村振兴作
为公益项目的落地方向，因为我
们正在探索中国社会问题的创
新解决方案，这需要专业方法和
科学体系。 北大国发院校友公益
委员会 50 位校友愿以“村长工
作坊”为契机，大家合力、携手共
创、赋能乡村、共促发展。

7 月 11 日，历时 3 天的北大
国发公益首届乡村振兴村长工
作坊正式结束，3 天研学中，学员
们还去往北京市大兴区赵庄子
村参观，举办乡村振兴共创座谈
会，开展学院行动计划等。

在“村长工作坊”班级群里，
来自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的村
支部书记胡气新留言道，“把问
题变成优势、 把短缺变成资源、
把需求变成骄傲，王超教授和国
发院的老师把金钥匙交给了我
们，是乡村振兴中不是答案的答
案。 感谢您们辛勤的付出！ ”

“看到这样的反馈，感觉我
们‘村长工作坊’的方向是对的，
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值得
的。 ”余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