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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凯

里市大风洞镇青杠林村开展的

家长正向教养小组活动现场，几

位妇女蒙着眼罩，尝试将一条红

布条围成一个正方形。第一次尝

试，大家各抒己见，结果挑战失

败。第二次大家统一想法，最终

挑战成功。

“刚才围正方形的过程，就像

在家里教育孩子，有爸爸的方法、

有妈妈的方法、还有爷爷奶奶的

方法，最后孩子不知道该听谁的

……”游戏结束，主持活动的腾代

珍说道。作为青杠林村“儿童之

家”本土社工，这是她第一场独立

组织和主持的活动，通过游戏体

验及座谈讨论的形式，与家长们

共同探讨教养孩子的秘诀及如何

解决意见不一的问题。

“开始是有点担心，因为不

熟悉，各方面都不懂。”在家带孩

子十余年，没有工作、社交甚少

的腾代珍加入本土社工前十分

纠结。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她

决定出走自己的世界，去广交朋

友、改变自己。她说，“成为志愿

者后，每次开展的活动都很有意

义，不仅可以提高自己，更学到

了不同人群的育儿经。”

不仅是腾代珍，青杠林村许

多村民特别是老人和孩子都有了

显著的变化，他们在充实日常生

活的同时都深感身心更健康了。

青杠林村是一个典型的留

守村庄，全村 1700 余人，有 600
余人外出务工。加之面积大、各

自然寨分散，多民族杂居，给村

庄治理、公共管理、产业发展等

事务带来极大困难。

2020年 5月，由贵州省民政
厅指导，黔东南州民政局、凯里市

民政局支持，凯里市彩虹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承接的“三社联动”试

点项目正式进驻该村，通过重新

建立“儿童之家”“幸福院”，开展

儿童戏剧夏令营、妇女健康小课

堂、妇女季度生日会、儿童季度生

日会等形式，为当地老人和儿童

营造温馨的活动场所，为社区治

理提供更为周到的服务。

“三社联动让村里的管理、

活动组织能力等各方面明显增

强，现在各项活动开展都很顺

利，群众参与活动积极性、语言

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都有很

大提升。”青杠林村人口主任梁

万富对“三社联动”工作十分肯

定和认可。

据介绍，青杠林村坚持党支

部引领，以“三社联动”工作机制

为保障，从提升村民参与公共事

务、充实弱势群体服务、提升村

民对青少年的正向管教意识三

个层面出发，探索出青杠林村

“邻里互助+社工服务”的“幸福
乡村”建设道路。

“在推广过程中，我们以民

生为核心，踏踏实实干，身体力

行做示范。”凯里市彩虹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总干事周宇虹说，

“现在，活动丰富多彩了，群众参

与度高了，公益心更强了，我们

和群众都在成长。”

随着项目的开展，“三社联

动”日渐深入人心。仅用一年多

的时间，“三社联动”项目不仅在

村里培养本土社工志愿者，吸引

村内党员、村民骨干参与村庄公

共事务，还通过建立青杠林村环

境卫生、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教

育与关心下一代工作四个下属

功能委员会，分别负责村庄生态

文明建设、精神文化生活、产业

发展和青少年教育与保护等事

务，响应人才振兴、组织振兴的

同时，更为基层治理工作、助力

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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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青杠林村只是黔东

南州“三社联动”众多变化的典

型代表。

2020年，黔东南州以省级基
层治理深化改革试点项目为契

机，充分结合各地需求，采取项

目化运作方式，在全省试点先行

开展构建以“社区为平台、以社

会组织为载体、专业社工人才为

支撑”的“三社联动”机制建设，

在凯里市南山社区、上马石社

区、青杠林村、白水村，岑巩县大

坪同心社区五个社区开展试点

探索，通过创建“购买服务、项目

运作、过程评估”委托机制，形成

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三社联动”

新模式。

在推动过程中，黔东南州通

过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了以黔东

南州、凯里市、岑巩县主要分管

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州、试

点县（市）民政部门指导小组的

工作专班，实现“州县一体化”联

动，并制定《黔东南州“三社联

动”社会服务项目省级改革试点

实施方案》，有序推动“三社联

动”机制建设。

不仅如此，黔东南在省民政

厅支持下，采取日常推进督导、

中期评估，末期验收方式对试点

工作进行全流程管理，初步完成

了五个试点社区的发展规划；通

过创新建立社区发展基金，以会

代训、实地调研、座谈、评估等形

式，先后开展“三社联动”有关业

务培训；同时，采取“专家督导+
政校合作”的模式，与贵州民族

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合

作推进试点工作，有计划、有步

骤地推进社区治理水平，力求试

点社区取得实效。

如今，黔东南州搭建了部门、

乡镇、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的

综合考核体系，形成了以“政社互

动”支持“三社联动”的工作新机

制，各试点社区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社区群众的认同感、归属感、

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

凯里市南山社区“三社一体

化”社区治理、开怀街道上马石

社区“居民互助+社区共融”、大

风洞镇青杠林村“邻里互助+社
工服务”、凯棠镇白水村“志智双

扶”和岑巩县大有镇大坪同心社

区“居民互助+社区共融”等新路
径不仅为全州高质量提升社区

治理服务奠定了基础，凯里市所

创建的“一领四建”模式、岑巩县

探索的“618”机制和“1+2+N”工
作方式等更为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

了黔东南州乃至贵州省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自今年 3 月份项目启动以
来，黔东南州共培育和孵化社区

组织 19个，培养本土社工人才
22人，建立社工志愿服务站（室）
16个，覆盖 10县（市）22个易地
扶贫搬迁社区安置点。同时，深

入开展儿童生日会、端午节、非

物质文化遗产培训等主题活动

14次，累计服务人次约 1800余
人次，走访慰问困境群体 26户。
“下一步，黔东南将总结提

炼‘三社联动’经验模式，不断完

善工作机制，使之能更好地服务

全州基层治理、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战略；以全国社会

工作培训班为契机，培育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本土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两个主体，夯实社会工作发

展根基；同时，借助佛山帮扶契

机，纵深推动全州城乡社区治理

再上新台阶。”黔东南州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朱长林说。

（据贵州日报天眼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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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家食物银行入驻淘宝：

专供临期食品，只需 1 分钱
9月16 日，国内首家食

物银行淘宝店 “绿
洲盛食社 ”正式开业 ，店铺内的
临期食品都来自商家捐赠。 有需
要的人群可以在淘宝 app 上搜索
“绿洲盛食社” 或 “绿洲食物银
行 ”，免费下单 ，包裹送货上门 ，
不用再前往线下固定领取点。

据了解， 食物银行 54 年前诞
生于国外，其将募捐来的食品发放
给需要帮助的群体。 目前，这个以
传统门店为主的公益项目正在中
国探索新模式：依靠淘宝平台完善
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成熟的物流
系统，与即将浪费的食物“赛跑”，
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获益。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全球食
物网络（GFN）成员，绿洲食物银
行此次借助淘宝探索线上食物
公益新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
有示范意义。

淘宝店自助申领
让受助者更有尊严

每天上午，上海浦东新区峨

山路的绿洲食物银行门口都会

排满等待领取食物的人。绿洲银

行授权全国各地的 304 家非营
利机构、社区、学校作为分发点，

共有 5万多名志愿者，参与临期
食物的分拣和派发。

绿洲食物银行自 2014 年年
底成立以来，共帮助 239家食品
厂商“抢救”了 1000多吨即将浪
费的临期食品，免费发给需要帮

助的群众 100多万人次，机构连
续三年获得中央财政支持。

据悉，全球所有食物银行都

是传统的线下门店模式，人力成

本高、发放效率低、受益群众范围

小。此次开通网上食物银行，是为

了提升食品分发的速度和效率，

覆盖更多人群。同时，网购下单的

领取方式，让受助者更有尊严。

此外，淘宝、天猫上很多食

品企业找不到捐赠渠道，大量临

期食品或有瑕疵的食品被销毁。

甘肃临洮“陇百味特产”淘宝店

店主杨立青首次尝试“云捐赠”：

提供捐赠商品链接和数量，由绿

洲盛食社淘宝店上架；用户下单

后，直接从临洮的仓库发货给消

费者，大大节省了捐赠食物转运

的时间和成本。

“绿洲盛食社”还将借鉴绿

洲食物银行防止食品浪费的办

法：领取食物需要核实身份，每

人每天限领一份等，把有限的食

物送给最需要的人。此外，他们

还在淘宝店铺内挂出“倡议书”，

呼吁大家不要“薅羊毛”。倡议书

得到网友积极回应，豆瓣抠门小

组、豆瓣临期食品小组，都置顶

了网友转载的倡议帖子。

精准匹配给需要的人
临期食品物尽其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全球

每年约三分之一的粮食、约 13亿
吨被浪费，同时有 8%的人口处于
饥饿状态。在中国，《反食品浪费

法》剑指 “舌尖上的浪费”，性价

比高的临期食品被更多人接受。

淘宝联合科普中国发布的《临期

消费冷知识报告》显示，过去一

年，有 210万人在淘宝上选购临
期食品。华东理工大学 FDA研究
中心副主任刘少伟教授表示，“临

期食品不等于过期食品，在保质

期内正确储存，品质和安全性没

有问题，可以放心食用。”

让临期食品发光发热，有助

于减少社会资源浪费，还能帮助

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上海绿

洲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绿洲盛

食社”负责人李冰告诉记者，绿洲

食物银行未出现过一起投诉和食

品安全事故，这缘于多年来他们

建立的食品可追溯流体系。他们

对食品捐赠、入库、分发等每个流

程都会详细记录在案；对企业捐

赠，有详细的审批流程。除食品安

全（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外，操作卫生、员工健

康、运输贮藏过程都是关键指标。

“绿洲盛食社”的所有食品，都会

执行同样的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

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任张永

建认为，消费者对临期食品认知

越来越理性，为临期食品投入到

公益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让

临期食品物尽其用、减少浪费。特

别是近年我国对公路等基础设施

以及“新基建”的完善，加上淘宝

平台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和

完善的物流系统，给传统“食物银

行”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让临期

食品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

（据中国经济网）

黔东南：“三社联动”促变化 社区治理助振兴

有需要的人群，可以在淘宝 app 免费下单，包裹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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