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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弢

敬老院里来了“编外工作人员”
———记民政部“百名处长进百院”山东组活动

� � 进驻敬老院，与老人、工作
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与最困难
群体近距离接触，感受他们的生
活状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
所忧。 7 月 22 日，民政部“百名处
长进百院”活动山东工作组一行
分别抵达山东省聊城市、 济宁
市、泰安市的 41 家县(市、区)敬
老院， 开始为期五天的进院实
践。

在去山东的火车上，部群众
路线领导小组第四督导组组长、
驻民政部纪检组监察局局长肖
登峰要求大家严格遵守三项规
定：“一是不接受当地宴请，二是
不搞大规模迎送活动，三是不打
乱敬老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和老
人的正常生活。 ”

民政部“百名处长进百院”
山东工作组带队组长、社会救助
司副巡视员周萍则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大家平时忙于业务工
作，很难有机会面对面地深入了
解困难群众。 这次进驻百院活动
能够为敬老院内的老人做好服
务，密切与困难群众和基层干部
的感情， 掌握最一线的实际情
况，还可以为今后推进工作打好
基础。

活动中， 肖登峰和周萍先后
深入 19家敬老院进行具体指导，
掌握活动情况，督促具体落实。

老人把我们当亲人

7 月 22 日中午， 刚一到聊
城，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医疗救助
处副处长张琳就直接住进了她
此次的目的地———东昌府区爱
心福利院。 到达后，她迅速地熟
悉福利院的情况，跟工作人员和
老人们聊天、话家常。 当督导组
傍晚时刻到达时，张琳已经俨然
是福利院的正式工作人员，主动

为督导组介绍福利院的各种情
况。 老人们见了她，还热情地打
招呼。 张琳说：“这里的老人们特
别和善，也很愿意沟通，跟他们
在一起同吃同住特别开心。 ”

23 日，当督导组来到临清市
八岔路中心敬老院时，看到有的
老人还在院子里乘凉，而有的老
人已经准备好饭盒准备去食堂
吃饭了。 由院长和工作人员带
领，督导组一路了解下来，却发
现找不到在这里进院实践的吴
子攀副处长。

作为民政部规划财务司规
划统计处的副处长，他已经于前
一天下午抵达敬老院。 督导组询
问， 我们的进院处长在哪里啊？
工作人员笑着说：“吴处长正在
给老人们做饭呢。 ”正说着，满头
大汗的吴处长跑了过来，气喘吁
吁地说：“刚，刚才，在为老人们
炒菜。 ”大家打趣他：“这么卖力
啊。 ”吴子攀很认真地说：“老人
把我当亲人， 我怎么能不卖力

啊。 ”
在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敬

老院，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办
公室副主任廖明从进院实践第
一天就开始给老人拍照片，他计
划在驻院实践期间给院里的每
位老人都能拍张照片，并在回京
后洗出寄回给老人。 老人们看到
他来拍照片，都笑得合不拢嘴。

在这里， 廖明与老人聊天、
拉家常，了解老人生活、身体、精
神情况，了解老人的困难、想法，
同时也询问政策落实情况。 进院
期间，廖明还和泰山区民政局的
同志一起看望了 4 户分散供养
五保老人。

说起在院里与大家一起包
饺子、打扫卫生、参加评选五好
院民这些事，廖明自己都忍不住
露出开心的笑容。 他说：“通过这
次进院活动深刻感受到，党员领
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上级部门
与基层同志的距离，关键就在党
员领导干部、上级部门要迈出接

触群众、深入基层的步伐，主动
联系群众和基层，了解他们的疾
苦和心声。 ”实践结束离开时，廖
明捐了 1000 元给敬老院， 为老
人们加餐。

做好学员、 服务员、 调研
员、宣传员

当督导组来到肥城市王瓜
店街道敬老院时，民政部基层政
权和社区建设司综合处副调研
员马晓慧正在和工作人员一起
为老人们洗衣服，围着围裙的她
看着督导组进院，还有些不好意
思。 看着督导组过来了，连不远
处乘凉的老人都走过来说：“党
的政策好，连干部都和我们同吃
同住了，还给我们洗衣服、包包
子。 ”工作人员也围上来，你一言
我一语地夸这位亲和的好干部。
在这里，马晓慧还为老人们宣传
政策，听取老人与工作人员反映
的各种情况。

打扫院里的楼道卫生、清洗
餐桌、清理院民房间······在济
宁市汶上县汶上镇敬老院，民政
部办公厅调研室主任王克强与
工作人员打成一片。 院长王文华
也把他当成自家人，除了向他介
绍院里的情况，还和他说起了知
心话。

王文华说：“自从当了院长
以后，在家就睡不着觉，非要到
敬老院看着才放心；与镇上干部
拿着同样工资，操的心是人家的
好几倍；工作苦点没关系，但时
刻提心吊胆，怕出意外，给领导
添麻烦； 曾经三次打辞职报告，
三次都没被批准。 ”

王克强握着院长的手 ，说
了很多劝慰的话。 对于院长提
出的问题， 王克强也有自己的
想法， 他认为应该在敬老院普

遍推行意外事故责任保险，免
除敬老院工作人员的担忧。 而
这一建议， 他也写在了自己的
总结材料中。

记者了解到，“百名处长进
百院”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提升
处长为民服务的能力，提高调查
研究、政策创制的能力。 通过拉
家常式聊天，了解到当前基层民
政部门对一些政策的想法。

密切联系 深入思考

这一次民政部开展“百名处
长进百院”活动，是贯彻中央统一
部署，紧密结合实际，突出民政特
色，精心设计、着力打造的三个活
动载体之一。 为的就是使部直属
机关处级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
点、自觉践行群众路线、努力改进
工作作风， 增进与民政服务对象
和基层工作人员的感情。

在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孔
孟之乡，41 位来自民政部的处长
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进院实践，在
敬老院里， 他们与老人话家常、
宣传政策， 与工作人员同劳动、
听取基层意见。 带着热情进院，
带着思考结束实践。

在回京的火车上，各位处长
交流着自己的想法。 有的说，在
完善政策、 加大投入的同时，应
该尽快开展组织编辑敬老院工
作手册， 以鲜活的案例为依据，
总结比较各地成功的经验，指导
敬老院做好管理服务。

还有处长说，今后制定政策
要充分考虑中国发展不均衡的
现实， 充分考虑市县乡的现实，
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众、普通群众
的想法， 要给地方留有余地，要
在征求部门意见、 省区市意见
外， 专门征求市县乡的意见，给
普通民众发言的机会。

� � 在泰山区省庄镇敬老院，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
廖明与大家一起包饺子

退出慈善超市 激活造血功能
民政部下发《关于创新慈善超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 � 2003 年 5 月，国内第一家慈
善超市在上海镇宁路开业；今天，
慈善超市在我国已经走过 10 年
光阴。 截至 2012 年底，全国已建
立慈善超市 9053 家，但普遍存在
定性定位模糊、募集能力弱、运行
成本高、经营能力低等问题。

为有效破解难题、 提升发展
质量，民政部下发《关于创新慈善
超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意见稿拟规定，，慈善超市要
以社会化管理和运营为发展方
向。 民政部门应逐步从全包全揽
中退出， 由具体操办变为着力推
动，由直接管理变为行政监督。

运营普遍存在困难

据了解，我国慈善超市一般
都由民政部门负责成立、 管理
等，运营普遍存在困难。 作为一

种救助贫困人群的非营利性机
构，慈善超市在与普通超市的竞
争中，显得势单力薄。

国内的“慈善超市”，虽然名
为“超市”，却不从事商业经营，
只是接受政府支持和社会捐赠，
再把获得的物品发放给困难群
众，基本功能只相当于一个物品
“中转站”。

也就是说， 由于慈善超市只
有慈善功能，没有超市功能，没法
为自身积累慈善“资本”。外部“输
血”不足，自身又没有“造血”功
能，物资得不到补充，所以，许多
慈善超市货架上的物品越来越
少，最后无物可发，不得不停业。

委托社会组织运营

针对慈善超市的种种问题，
意见稿提出，今后慈善超市要以

社会化管理和运营为发展方向，
民政部门则应逐步从全包全揽
中退出，由直接管理变为行政监
督。 鼓励慈善超市进行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或工商企业注册，成
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独立法
人单位，民政部门要主动出任业
务主管单位。 鼓励将慈善超市委
托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或企业
进行运营，并鼓励以政府购买服
务形式进行委托，对慈善超市具
体负责人可公开招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院长王振耀表示， 这将有利于
推动各类民间力量和政府进行合
作，进一步规范、推动慈善超市的
运营。 但也有慈善超市相关负责
人从实际操作层面表示了自己的
担心：“社区和街道之前投入了很
多资金、人力等等成本，现在超市
经营得好好的， 交给企业他们能

真正为百姓服务吗？ ”他说，超市
同时还有许多债务、 债权等，“交
出去这些怎么办？ ”

激活“造血”功能

慈善超市想要良性运转，必
须激活它自身的“造血”机能，解
决资金和物品的来源问题。《指
导意见稿》中明确提到“既重视
资金募集，也重视物资募集”。 王
振耀提醒，慈善超市的重头戏是
物资募集。 他提出：建立一套平
台，大家可以把用过的或者是买
过来不对路的， 都把它捐出来，
或者是以低价(卖)，在国外捐给
慈善超市， 往往就算捐赠了，就
算到免税的成本里面了。 其实老
百姓有很多很多不用的东西，过
时、过季的东西都可以捐赠。 应
该开发物资募集的渠道。

对于募集到的物资，意见稿
明确规定，慈善超市要做好募得
物资的分拣、仓储，并将仍具备
使用价值的物资按照合理价格
出售。

按照意见稿，销售对象可为
低保等帮扶对象，也可为一般社
会公众，销售收入可用于支付超
市运行成本，也可用于购买帮扶
对象需要的物资。 对帮扶对象，
可按照分层次、 分类别的原则，
以直接赠予或阶梯型优惠价格
的方式开展救助。

意见稿同时鼓励慈善超市
开放式经营、连锁化经营，并提
出超市内还可拓展福利彩票销
售、企业沉淀物品代销等延伸经
营功能和代收代缴公共事业费、
居家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等便
民服务功能。 （本报记者王勇根
据公开报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