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从前，公益基金大多用于扶贫济困、帮助困境群体，而
把支持的领域延伸到村民自治， 对于广西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广西青基会”）来说，还是第一次。
2021年 10月，广西青基会、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

高岭镇加全村发起设立加全村“希望乡村”公益基金，这也是
广西第一笔希望工程乡村振兴公益基金。 该专项基金设立一
年多来，从管理制度到运作模式都面临很多全新的挑战。广西
青基会利用自身专业灵活的优势，通过创新摸索，和加全村驻
村第一书记陈燕辉共同开展了一场公益基金为乡村振兴赋
能、为基层治理探路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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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公益基金
参与乡村振兴的突破口

“您好，是广西青基会吗？ 我
想跟你们合作成立一个专项基
金， 支持加全村的乡村振兴事
业。 ”2021 年 9 月 24 日，广西青
基会秘书长苏瑜接到一个陌生
的来电，对方的提议让她觉得耳
目一新。

这个电话是陈燕辉打来的。
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 他于
2018 年考取定向选调生赴桂工
作。 2021 年 4 月底，他被委派到
大山深处的加全村任第一书记。

第一次去加全村教学点走
访，陈燕辉感受到乡村学校的办
学条件虽已有很大的改善，但设
施配备、教师能力与新时代教育
发展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为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条
件， 陈燕辉向爱心企业发出呼
吁， 很快得到了南宁漳州商会、
南宁安溪商会等单位的支持，表
示愿意捐助 60 万元。 起初，陈燕
辉想效仿沿海发达地区的做法
成立社区基金会，但他了解到成
立基金会的权限已被收归到省
级民政部门。 在自治区民政厅社
会组织管理局的推荐下，他决定
与广西青基会合作，让捐赠的善
款得到妥善管理。

近年来，广西青基会一直在
探索公益基金如何有效参与乡
村振兴的新模式。“我们认为希
望工程高质量参与乡村振兴不
应是零敲碎打、浅层次需求满足
式的帮扶，而是需要发挥公益专
业优势，尝试找到提升乡村振兴
内生动力这个深层次的需求点，
那就是帮扶行动公益项目化。 ”
广西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广西
青基会理事长蒋慧恒说。

按照陈燕辉的设想，这笔设
立在广西青基会的专项基金将
用于支持他所派驻服务的加全
村，帮助加全村小学改造基础设
施、帮助贫困学生成长、奖励优
秀师生。 他还希望与基金会探索
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保护和传
承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公益
举措。

这让广西青基会的负责人
感受到，这位第一书记想做的不
是一头热的“输血”帮扶，而是

“利用公益资源解决社会问题”，
在大胆探索扶持乡村发展的同
时，还要注重加强对“钱”和“事”
的规范监管。 双方在专项基金名
称、理念、模式等方面迅速达成
共识，“希望乡村”专项基金应运
而生。

从硬件改善
到精神文明提升

“带动村民发展这项可以评
几分？ ”

“他带了 100 多名村民到广
东的工厂里务工，我觉得这项应
该给满分。 ”

11 月 10 日上午， 加全村委
会议室内，该村乡村振兴理事会
的 13 名干部群众围坐一圈，按
照加全村村规民约评分表的各
项指标，讨论着每名村民在安全
守村、产业富村、和睦兴村、组织
强村等方面的表现，然后按照各
项细化指标给出评分。

这是加全村正在开展的家
庭积分评选活动。“通过评选，我
们将对全村 299 户村民评分，后
续从‘希望乡村’专项基金中拿
出专款成立积分超市，对年度优
秀家庭、动态积分为正数的家庭
奖励生活所需物资。 我们还将评
选出‘感动加全十大人物’，对倡
导文明乡风、 带头发展产业、兴
村助邻的先进典型给予激励，通
过榜样示范，在村里形成一种你
追我赶的氛围，使乡村整体精神
面貌得到提升。 ”陈燕辉说。

从支持加全村教学点一体
化改造项目，到成立加全村乡村
振兴理事会、 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在探索如何使“希望乡村”专
项基金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
挥出积极作用方面，陈燕辉和广
西青基会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歇。

在陆续完成加全村教学点
的教学楼、图书馆、标准食堂、师
生公寓等硬件设施的改造后，陈
燕辉又意识到一个新的问题：学
校的师资老化，在“双减”的大背
景下很难满足学生多样化的课
后服务需求。 陈燕辉决定利用在
北京大学读博时积累的资源，邀
请北京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中
国歌剧舞剧院等院校和单位的
老师给孩子们开展“云支教”公
益志愿服务。

近年来，通过标准化学校建
设，教学一体化设备已基本覆盖
各村教学点，通过互联网和电子
白板，大山里的师生们坐在教室
便可以看到千里之外的名师大
家为他们讲授国学、书法、音乐、
古诗词、科学等特色课程。 通过
每周一堂课的“云支教”，孩子们
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变得
更开朗活泼，学习兴趣有了明显
提升。 目前，“云支教”模式已推
广到高岭镇全镇小学，每堂课的
受益学生超过一万人。

驻村期间， 陈燕辉还留意
到一个现象， 很多家长对孩子
的教育不太重视， 有的村民晚
上在家打麻将到深夜， 孩子就
在一旁观看。 他认为孩子要健
康成长， 必须扭转这些社会风
气，“我想通过一些积极向上的
文体活动和榜样评选， 把村里
的精神文明抓起来， 把村民们
的精气神提起来”。

很快，在加全村乡村振兴理
事会的组织下，加全村首届秋季
趣味运动会、感动加全村十大人
物评选、加全村家庭积分评选等
活动纷纷开展，篮球赛、广场舞
大赛也被列入筹备计划，村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极大丰富。 村
民们在茶余饭后的话题逐渐从
喝酒、打麻将，变成了今晚约着
跳广场舞、明天去哪个养殖大户
家考察学习等。

用公益的力量
推进村民自治常态化

用一年半的时间，陈燕辉在
加全村蹚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
际的乡村治理新路，他将其概括
为“五位一体”的治村模式，即以
“党建引领”为核心，形成“村规
民约”“家庭积分制” 等机制体
系，在“希望乡村”专项基金的激

励下，以 LED 显示屏等数字化设
备为支撑， 实施数字乡村建设，
宣传良好家风民风，引领乡村新
风尚； 通过成立乡村振兴理事
会，在党支部领导下为更好推进
村民自治提供组织保障。

长期以来，陈燕辉都在思考
一个问题：驻村第一书记的任期
为两年，如何在任期结束后让这
种创新的基层治理模式持续推
进？ 在和广西青基会的碰撞交流
中，他逐渐认识到，制度设计是
否合理、奖惩和保障措施能否到
位，都决定了基层治理工作能否
取得村里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
的认可，从而让村民形成合力去
推动。

广西青基会的介入， 让社
会上募集到用于乡村振兴的善
款有了专业化的管理和透明的
监督。 苏瑜介绍，青基会严格遵
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
要求， 建立了专项基金管理制
度，专人对“希望乡村”专项基
金进行指导和管理， 对专项基
金的活动实施全过程监管，落
实定期信息公开义务， 接受年
度审计管理。

“在基金使用上，我们第一
次把支持的领域延伸到乡村振
兴理事会（村民自治）的领域。 ”
蒋慧恒说， 理事会的 15 名成员
除了村两委干部，还有村里的道
德模范、产业发展能人、法律明
白人等，要让他们愿意为乡村治
理工作持续付出，除了建立年度
工作计划， 还会提供人员培训、
志愿者补贴，并给予年度既定活
动及临时性活动经费支持，保障
理事会可持续运营和发展。

在《加全村推动基层创新
性治理激励举措》文件上，记者
看到，“云支教” 课程管理志愿
者完成每周公益课程， 从专项
基金安排发放补贴 200 元，乡

村振兴理事会开展活动邀请成
员、村里有积极性的青年、在校
大学生等担当志愿者， 以活动
的工作量计， 每人每天可获得
补助 120-150 元， 基金还为村
民评选出的“感动加全十大人
物”提供资金激励。

在蒋慧恒看来，基金的管理
和使用遵循公开透明、 节约、有
效、可持续原则，不仅能让社会
人士放心地为基金捐款，而且可
以确保驻村第一书记工作期满
离开或换人后，基金在青基会专
人的管理下，监督乡村振兴理事
会是否按年度工作安排，定期组
织开展村级活动， 并评估成效，
予以激励，从而实现基金管理和
使用的良性循环，更好地服务基
层治理。

截至目前，广西青基会加全
村“希望乡村”专项基金共接收
44 家爱心企业、 爱心个人捐赠
114.8 万元。“目前的资金存量能
够维持‘云支教’课堂、加全村乡
村振兴理事会一到两年的运作。
下一步， 我们还将完善项目预
算、制订众筹的捐赠标准、建立
评估指标等工作，使‘希望乡村’
项目化，通过慈善公益平台面向
社会大众开展众筹，为支持乡村
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蒋慧恒说。

团广西区委书记蒙启鹏表
示，广西共青团组织将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深
化“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
特别是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动
员优势和希望工程品牌优势，在
助力乡村青年人才成长、助力乡
村社会建设上下功夫，在服务乡
村青少年学业创业就业上做实
事，在发展乡村产业、改善基础
设施、美化乡村环境、促进公共
服务、提升乡风文明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据《中国青年报》）

广西青基会探索公益基金有效参与乡村振兴新模式

“希望乡村”为基层治理探路

加全村的孩子们在上线上书法课（图片来源：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