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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中央提出的扶贫目标，
到 2020 年， 中国现有的贫困人
口将全部脱贫。 目前，距离实现
全面脱贫目标时间只剩下不到 3
年的时间，全国仍有几千万贫困
人口没有摆脱贫困。 2018 年是实
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
第一年，在这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期，慈善力量应该怎样参与？

创新参与精准扶贫

南峪村是河北涞水县三坡
镇东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美丽
的拒马河从村边安静地流过。 但
是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南峪村长
期处于贫困状态。 三年前，全村
平均收入不足 2000 元，656 名村
民中光贫困人口就有 103 人，贫
困发生率 26%。 直到中国国扶贫
基金会美丽乡村项目落地南峪
村，一切才开始有了变化。

造新桥、建民宿，打造旅游
品牌，成立农村合作社……不到
半年， 南峪村就举办了分红大
会， 将 40 万收益按照股份比例
分给了全村村民，平均每人分了
500 元红利，贫困户 1000 元。 参
与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村民除了
分红， 每月还可以挣 3000-4000
元工资和奖金。

在收入增长的同时， 村民

的意识也在变化。 从项目实施
之初，小到垃圾处理、大到民宿
改造， 项目组都会让村民亲自
参与， 并且陆续引进垃圾分类
公益项目、木偶剧等文化项目，
潜移默化改变村民的意识。 现
在南峪村的村民们没有人把民
宿当作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免
费的提款机， 而是把民宿视为
自己的孩子。

一个贫困的小山村在短时
间内就实现了从村民收入到精
神面貌全方位的改变。 这是社会
组织参与扶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 截至 2017 年底，
我国社会组织达 77.3 万个。在专
业领域，各类社会组织有着独特
优势，如何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结
合自身业务特点，以丰富的形式
参与脱贫攻坚，是摆在政府部门
面前的问题。 这就需要政府部门
做好业务指导、 协调与服务工
作，为慈善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创
造条件。

2017 年 12 月， 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广泛
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的通知》， 指出社会组织是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力量。 明确提出要鼓励公益慈
善类社会组织、 科技类社会组
织、 行业协会商会和民办教育、

培训、养老、卫生等社会服务机
构，进一步提高业务活动成本中
用于脱贫攻坚的比例。

为助力打赢 2018 年的“脱贫
攻坚战”，中央财政将拨出约 1.9
亿元人民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服务项目，其中重点资助社
会组织在扶老助老、 关爱儿童、
救助扶贫等领域的社会服务活
动和能力建设，并对在深度贫困
地区开展的项目予以倾斜。

一些列的政策鼓励，激发了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热情，
更多有效的模式和机制被创建
出来，一个又一个“南峪村”正在
实现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全
方位的蜕变。

形式越来越多元

不仅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
慈善家和爱心企业也将目光投
向了扶贫领域。

2017 年 4 月 26 日，由《公益
时报》编制的第十四届中国慈善
榜正式发布。数据显示，2017 年，
共有 201 位慈善家、414 家爱心
企业进入榜单， 总捐赠额达到
145.27 亿元。 201 位上榜慈善家
中有 43 位明确投向扶贫领域，
414 家爱心企业中有 82 家明确
投向了扶贫领域。

扶贫攻坚的号角吹响以来，
大批慈善家以及所在的爱心企业
纷纷以各种形式参与脱贫攻坚，
用市场化的力量带动贫困村、贫
困农民脱贫致富， 已经成长为一
支不可或缺的扶贫生力军。

恒大集团从 2015 年 12 月开
始助力贵州省毕节市脱贫攻坚，
迄今已经投入 60 亿元， 成功帮
助 30.67 万人实现初步脱贫。 恒
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还向
参与扶贫的干部及员工提出要
求，“不脱贫，不收兵”。

2017 年 12 月 1 日， 阿里巴
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宣布，阿
里巴巴成立脱贫基金，5 年投入
100 亿，用商业的手法做公益，探
索出“互联网+脱贫”的新模式。
马云还宣布，阿里体系内的每个
独立公司都会负责一个脱贫项
目，对总裁进行脱贫 KPI 考核。

2004 年中国慈善榜 50 位上
榜慈善家合计捐赠款物折合
10.29亿元，2017年榜单上的慈善
家 、 爱心企业总捐赠额达到
145.27亿元。 许家印、马云等慈善
家也已经成为中国慈善榜的“熟
面孔”。 不仅数额越来越多，慈善
家和爱心企业参与扶贫的形式也
越来越多元化，慈善信托、股权捐
赠成为重要的捐赠工具。

2017 年 7 月 25 日， 美的创

始人何享健宣布了总额 60 亿元
的捐赠计划，其中包括 1 亿股美
的集团股票和 20 亿现金捐赠。 1
亿股美的集团股票将由美的控
股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设立一
个永续的慈善信托，20 亿元人民
币中 5 亿元现金设立“顺德社区
慈善信托”，另外 15 亿元现金涵
盖了精准扶贫、教育、医疗、养老
等多个领域。

此外，京东的“电商+金融”、
百度的大数据“多维扶贫”、携程
的“旅游扶贫”、碧桂园的“教育
扶贫”等创新扶贫模式成效也日
益凸显。

有专家评论，企业结合自身
业务与贫困地区特点， 对症施
药，既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
事业的发展， 尽到了社会责任，
同时也开拓了业务范畴，实现企
业发展与地方脱贫的双赢.

正如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
在 2017 中国慈善年会上说的，对
于广大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等慈善力量来说，参与脱
贫攻坚既是服务国家和社会的
使命职责所在，又是提高政治站
位、参与国家战略、彰显社会价
值的历史机遇。

“当前，慈善事业新征程最
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积极参
与脱贫攻坚。 ” （据新华网）

参与脱贫攻坚是慈善事业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 本报记者 王勇

“我们不做温室里的花朵，
请您支持我踢足球吧，让我多多
参与体育运动，茁壮成长。 ”随着
稚嫩但坚定的童音在中国对外
友好协会礼堂响起，旨在大力促
进幼儿足球发展的“万园追梦行
动”项目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4 月 12 日，中国友好和平发
展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幼儿足球
发展论坛暨“万园追梦行动”第
二期培训会在京举行。

据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监
事万选蓉介绍，今年，“万园追梦
行动”拟启动“幼儿足球智库”，
吸引各领域专家贡献智慧；编写
一部《幼儿足球指南》，为一线幼
儿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和实践
指导依据；并为“中国幼儿足球
教练员等级培训”做准备，使幼
儿足球教育科学化、 正规化、系
统化。

要推进这些工作还面临着
很多困难，万选蓉表示：“社会化
可能是解决困难的最重要的方
法。 需要更多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参与到项目中来。 ”

足球事业需要社会力量参与

2017 年 6 月，中国友好和平
发展基金会联合贝因美共同发
起了“万园追梦行动”这一幼儿

足球公益项目。
“项目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
指示精神的切实举措，是落实幼
儿足球发展的具体实施。 ”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中国
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
希奎强调。

2015 年发布的《中国足球改
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改革
推进校园足球发展，促进青少年
足球人才规模化成长，使青少年
足球人口大幅增加。

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社会
力量的参与，普及发展社会足球。

“万园追梦行动”的发起目
的，正是通过引导社会力量的参
与， 推广幼儿足球进万所幼儿
园，共同追寻中国足球梦，让中
国百万儿童能够在 3 到 6 岁的
关键期得到科学、系统、专业的
指导。

项目以“培植足球基因、培
养足球兴趣、 倡导竞合文化、培
育体育精神”为宗旨，以“一盒
奶、一个球，成就一代人”为口
号。

“一个人的兴趣是有关键期
的，3-6 岁这时候不培养孩子运
动，他可能一生不爱运动，足球
如果不从娃娃抓起， 从小学抓，
就会受到局限，就会事倍功半。 ”
万选蓉强调。

在首钢幼儿保教中心老山
西里幼儿园长李荣看来，发展幼
儿足球不仅意味着足球的发展，
“足球不单是一种体育运动，孩
子们除了身体的发展，还获得了
心理健康的发展， 一生都会受
益。 ”

搭建平台汇聚更多力量

为了推进“这一项目，中国
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和北京市
足球运动协会在论坛上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北京市足协的
加入， 为项目注入了专业的力

量。 ”万选蓉强调。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北京

市足球运动协会杨海滨表示，幼
儿足球的发展需要聚集智慧开
拓思路，进行实践上的探索和足
球文化上的探索，而探索离不开
社会和市场的力量。

据万选蓉介绍，目前推广幼
儿足球还面临着场地、 器材，尤
其是师资的匮乏等困难。 为了培
养师资，本次论坛邀请幼儿运动
营养、幼儿运动心理、国际少儿
足球培训、幼儿足球教育等四个
领域的专家将为园长们分享多
年幼儿教育的心得与实践经验，

为幼儿教师们示范并教授若干
幼儿足球游戏，以帮助幼儿园开
展幼儿足球课程。

“我们要制定关于全国幼儿
足球发展的规划，形成一种规范
指导，最终能够引导更多的幼儿
园正确地引入足球教育，教孩子
去发展足球技能。 同时要建立一
个幼儿园教师辅导员培训计划。
再就是协调发展幼儿足球设施
器材的工作，既要安全、环保，还
要有趣味性。 ”中国足球协会青
少部部长刘希付强调。

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而这
一切都需要资金的支持。

目前，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
金会与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友
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伴你成长基
金已经在全力支持“万园追梦行
动”项目。

“单独一个企业是不够的，
需要更多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参与进来。 ”万选蓉强调。

“要团结所有的社会力量，
共同来做这件事，青少年足球才
能发展。 希望我们全社会都能够
参与，共同支持。 ”北京市足球协
会副秘书长陈长红表示。

“基金会将积极发挥公益平
台作用，团结一切社会力量确保
项目的顺利开展和有效运行。 ”
李希奎强调。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举办中国幼儿足球发展论坛

幼儿足球发展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 � 孩子们和专家、家长等一起宣读“万园追梦”倡议书，倡议“中国
足球，从我做起，让足球伴孩子快乐成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