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2.7.26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13专题TOPIC

开展乡村韧性建设助力河南灾后恢复重建
与乡村振兴座谈会在豫举行

7月 18日， 由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
的开展乡村韧性建设助力河南灾
后恢复重建与乡村振兴座谈会在
河南省郑州市举行。 本次会议以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为主题， 深入探讨安全与发展理
念结合的乡村振兴路径。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李长训表示，在面对
特大暴雨造成的严重洪涝灾害
的考验时，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
府与社会的重要力量， 闻汛而
动，高效协同，发挥专业救急救
难优势，尽己所能，守望相助，充
分发挥了作用， 向参与河南 7·
20 特大洪涝灾害救援救助工作
的各社会组织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也谈到，在与社会力量协
同开展工作时，各级政府应深入
思考总结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面
临的问题和困难。需要在以下几
个方面着力开展工作：一是在完
善政策体系上下功夫；二是在搭
建服务平台上下功夫；三是在加
大支持力度上下功夫。“相信有
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在社
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下，我们的防
灾减灾救灾事业，我们的乡村振
兴事业，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
成效。 ”

河南省乡村振兴局二级巡
视员陈仁辉表示， 去年 7 月份，
河南省经过多轮强降雨后发生
洪涝灾害，灾情发生之后，国家
乡村振兴局高度重视，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积极行动，迅速启动
救援机制，第一时间奔赴河南开
展救援， 发放了家庭保障箱、矿
泉水等物资， 开设热餐供应，同
时创造性地启动了重振家园以
工代赈项目， 覆盖河南多个市
县，这对河南是极大的支持。 面

对突如其来的灾情，河南省坚持
把灾后重建作为重大的政治任
务和重大的民生工程，成立了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
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专班着
力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强化政策
资金支持；二是及时做好生产恢
复； 三是加快项目修复重建；四
是着力抓好挂牌督办。

在分享环节， 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军表示：“我们
已在淇县推进韧性家园建设，希
望未来乡村建设从安全角度出
发，做好风险识别和安全规划、完
善基础设施、 支持安全文化建设
和产业发展， 希望在未来将该项
目推广到更多乡村去。 我们相信，
根据河南的特点， 在乡村振兴局
的支持下，一定能有所创新，更好
地服务河南未来的乡村振兴建
设，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 ”

嵩山智库高级研究员裴志扬
对如何谋划、 如何做好乡村安全
发展的规划提出了三点建议：一
是要充分认识中国乡村的特点，
包括空间结构的自然性、 建筑风
貌退化、基础公共设施短板多、村
落协调性不足和村民公共意识比
较淡薄的现状； 二是要加强对乡

村安全发展规划的指导， 在空间
布局上下功夫， 重视产业规划与
空间协调的发展， 重视乡村的建
设安全与风貌塑造； 三是要组织
实施、解决问题，乡村振兴的各项
规划都要因地制宜， 规划要公开
化，听听群众的意见，强化规划的
指导性，编好规划的实施，要实行
典型示范，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安全发展规划的实施， 要确保
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 通过
编制安全发展规划， 让每一个乡
村、 每一个村民都在乡村振兴中
共享成果，一个都不能落下。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强在分享
中提到，如果安全发展的理念没
有被有机嵌入，安全发展的规划
没有得到系统编制和全面贯彻，
发展就有可能成为安全的隐患。
为此，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筹是
乡村振兴的基础底线，也是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重要
关口，还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与
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场域。现阶段
应对灾害的模式已经从
“减少损失” 到“控制风
险”再到“增强韧性”。 过
去一年，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联合北师大风险治理创新
中心针对不确定气候下农村的
发展提出了“READY”韧性建设
模型。下一步各方将共同创新一
个更加完善、更加落地的制度体
系和工作体系， 以更有力地举
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建设面
向乡村韧性的灾后重建试点。

“我们期待能在中原大地的乡村
振兴中探索出一些经验，为中国
乡村振兴的发展和应急管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

此外，会议还对发展乡村韧
性建设助力河南灾后重建的实
践进行了主题研讨， 由张强教
授、 裴志扬研究员等 5 位专家、
基层政府代表、受益人代表共同
参与研讨。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王振耀建议乡村韧性建设要做
好多方联动， 将村民自治与乡村
治理相结合，形成有力的依托；早
谋划， 做好各项经验总结和模式
梳理， 将现有探索出来恢复重建
的创新项目、 可持续项目作为示

范点进行打造， 从而在整个社会
组织救灾的领域内和整个国家救
灾合作领域内打造典范性项目，
真正不辜负群众的期望。

2021 年 7 月 20 日河南郑
州等地特大暴雨形成大面积洪
涝灾害，多个城市和大量乡村受
到严重冲击，损失惨重。 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第一时间启动灾
害响应， 投入 1.76 亿元资金和
物资深入参与援助工作，并基于
机构过往参与汶川、玉树、雅安、
鲁甸灾后恢复重建的经验于
2021 年 9 月完成《河南洪涝灾
害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明
确了 2.64 亿元重建资金投入到
乡村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提升乡
村教育各项服务能力和乡村可
持续性发展能力。发布会上提出
“探索社会力量参与促进乡村韧
性建设”的重要目标，创新开展
一系列乡村应急小站、校园减灾
教室和韧性家园项目，总投入资
金超过 3185 万元， 覆盖 102 个
乡村和 131 所学校。 （李庆）

近日，水滴汇聚公益基金
会联合公益伙伴欢瑞世纪联
合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兰考
捐赠 10 所乡村医务室。 每所
“欢瑞世纪·水滴乡村医务室”
都配备了价值 5 万元的现代
化医疗器械和网络设备，包括
网络心电图机、全自动血压计
等。 开封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
将派遣急救宣教专家分批次
对各医务室的医务人员进行
规范化急诊急救培训。

据了解 ， 在开封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牵头下， 水滴
汇聚基金会联合公益伙伴欢
瑞世纪向兰考捐赠善款 100
万元，将用于建设 20 所乡村
医务室，本次落地的 10 所为
第一批。 项目将不断提升兰
考县基层村卫生室的急救能
力， 助推兰考县胸痛中心建
设， 增强兰考县人民群众的

健康福祉。
据了解，“水滴乡村医务

室”是水滴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点项目， 启动于 2018 年 5 月。
截至目前，水滴乡村医务室联
合多家社会组织、企业、社会
爱心人士累计在河北张家口、
新疆和田墨玉、 云南昭通、贵

州思南、河北承德和甘肃酒泉
等地区建成 64 个医务室，受
益人数超 15 万。 未来，水滴将
推出“水滴乡村医务室百县千
村公益计划”，到 2030 年，将在
全国 100 个县落地 1000 个医
务室，为乡村振兴、健康中国
贡献更多力量。 （王勇）

每天， 在世界酣睡的凌晨，
有一群橘黄色的身影，用布满老
茧的双手挥舞着扫把，穿梭在大
街小巷； 在炎炎烈日的正午后，
有一群在高楼大厦进行悬空作
业的“蜘蛛侠”，随时面临坠落风
险却依旧坚挺在工作岗位上；在
城市最不起眼的地方，有一群可
爱可亲的阿姨，为美观和整齐日
日夜夜不辞辛劳……

他们是城市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清洁工。 他们不是风
景，却是城市的守护者。 他们用
自己的双手，为城市变得更加美
丽尽心尽力。

7 月 23 日是这群“与众不
同”的劳动者的节日———清洁工
日。《公益时报》联合今日头条发
起 # 送给清洁工一句暖心的话
# 主题活动，向每一位城市劳动
者致敬， 也号召大家从自我做
起， 主动参与到环境清洁中，为
美丽城市共同努力。

在这个属于城市劳动者的
节日里，许多用户都发文响应活
动， 用自己的话语表达他们对

“城市美容师”的敬意。
职业只是分工不同，平凡生

活亦有光芒！共建美丽城市不仅
是清洁工的责任，更是你我携手
共进之使命！ 致敬每位清洁工！
致敬每位在平凡生活中闪耀的
劳动者！ 你的故事，也是头条！

（于俊如）

7·23清洁工日：
向每一位城市劳动者致敬

10所“欢瑞世纪·水滴乡村医务室”
落地河南兰考县

发展乡村韧性建设助力河南灾后重建的实践主题探讨 与会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