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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社会组织走进春天里
湖北武汉 68 岁的马建
华最近很欣喜，作为社区书
法协会会长，他以后组织活
动或将有政府资金支持了。
马建华不是白日做梦，
国家正在想办法解决社区社
会组织的现实难题。近日，
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大力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
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
见》中明确指出，将协调有关
部门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发
展的资金、
场地支持。

建华直言，协会一度因缺场
地发展停滞，
“ 社区场地很
多，但只肯给间小屋子，一周
只准用一次，会员们挤着上
了几堂课，
都不愿去了”
。
“社区把 100 多平米的
空屋租给人开麻将馆，却没
场地给我们！”江西南昌 64
岁的苏玲抱怨，自己几次去
争取要 20 平米的室内场地，
都被婉拒，现在只能和舞友
们在漏风的架空层跳舞，
“只
能中午去，
晚上没灯还冷”
。

烦恼：
搞活动社区不给拨场地

自救：
另辟新径要到场地

做了 9 年社工，湖南长
沙传承社工发展中心负责人
王吟深知社区社会组织的困
境，
“就是没场地、
经费”
。
王吟已记不清有多少项
目因条件限制而落空。
“2016
年我在社区做了失独老人的
项目，到去年 3 月项目结束，
社区还拖着我 1 万多块钱。
”
“别说资金了，在自家社
区搞活动连场地都没有。”马

无奈之下，马建华只能
带领大家自谋出路。他找到
小区多个协会负责人，联系
区老年大学，希望在社区增
设分校。马建华还多次联名
找到居委会，建议将闲置的
小区会所派上用场，
经过 1 年
的协调和争取，最终将老年
政策：
设观察点督促地方扶持
大学“搬到”了小区内，这样，
书法协会成了书法班，场地
中华志愿者协会常务理
变大了，
时间也更自由。
事刘红尘注意到了这份《意

而在安徽合肥琥珀潭社
区，各种团队成立了社区社
会组织联合会，整合辖区内
的 所 有 场 地 资 源 ，统 一 分
配。9 日，
社区负责人告诉记
者，给单个团队安排资金、场
地不现实，而在联合会的管
理下，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已
发展到近 20 个，集中安排场
地，
解决经费问题。
湖南长沙官塘冲社区艺
语工作室负责人、61 岁的彭
玉则争取在资金方面自给自
足。她和队友们经常关注各
类比赛信息，只要有比赛或
者商业演出，
就带队去参加，
“比赛有奖金，
表演有补贴，
这
就解决了服装、
音响等基本费
用”。有了这笔收入，彭玉还
能偶尔请队员们唱歌、旅游，
彭玉说，
“比起别的队伍，
我们
有钱，
就更有凝聚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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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在他看来，这份意见的
对象囊括在民政部门登记的
社会团体、中老年人组成的
兴趣社团协会等，
“它对社区
社会组织存在的困境，给出
了解决办法”
。
在《意见》中，明确指出，
各地要协调有关部门加大对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支
持，鼓励将闲置的宾馆、办公
用房、福利设施等国有或集
体所有资产，通过无偿使用
等优惠方式提供给社区社会
组织开展公益活动。
“这些不会只停留在政
策上。”刘红尘说，
《意见》中
提到，民政部下一步将在各
地设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观察点”
，
推动政策落实。
其实，有些地方在此之
前已有动作。浙江杭州市民
政局局长邵胜说，在杭州上
城区，对居民满意度高的社
区社会组织，政府每年都会
给 予 1000-3000 元 资 金 补
助。
（本报记者王宇）

邓小平与老同学蒋经国的较量

16·秘闻

中国最高科技奖得主们后劲十足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国
家科技大奖评选尘埃落定，
82 岁的王泽山和 89 岁的侯
云德共同获得 2017 年度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
2000 年该奖项正式设立，至
今共产生了 29 位得主。
记者发现，29 位得主获
奖时平均年龄为 83.7 岁，80
岁-89 岁的科学家超过 6 成，
获奖时间与他们从事研究所

咔嚓一下

取得成就的时间差都在 10
年以上。遗憾的是，获奖者
中已有 12 位离世。
梳理数据发现，医学领
域共有 5 位获奖者，
此次获奖
的侯云德是中国分子病毒学
的主要奠基人，曾率团队成
功应对了 2009 年中国 H1N1
流感大流行。此前获奖的有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
年过九十仍活跃在手术台的

医学专家吴孟超等。
在 2008 年以后，更多来
自军工领域的科学家获奖，
此次获奖的王泽山就是国际
顶级军工科学家，他 63 年来
一直致力于提升火炸药的性
能，让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诸
多技术重新傲视全球。之前
军工类获奖的还有两弹一星
功勋程开甲、
“中国预警机之
父”
王小谟等。

虽年事已高，
但很多人仍
在坚持研究。比如袁隆平院
士正在组织超级杂交稻“三
一”
工程试验，
以期达到
“三分
田 养 活 一 个 人 ”的 产 量 目
标。屠呦呦团队最新发现，
双氢青蒿素对红斑狼疮有独
特效果。目前，
“双氢青蒿素
治疗红斑狼疮”已获国家食
药监总局批复同意开展临床
验证。
（文/李洪鹏 吴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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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抗癌药救母
每次喂药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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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10亿规模产品
被爆违约

今年食药部门
将重点抽检保健品
本报讯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近日下发《2018 年
食品安全抽检计划》，
称将重点
跟踪抽检不合格企业、品种和
项目，
种类包括特殊膳食食品、
保健食品等。对于农产品的抽
检，将重点突出百姓关注的农
兽药残留等项目。
（文/蒲浩进）

糖友喝水少很危险
本报讯 糖尿病会导致病
人对缺水的敏感性下降，糖友
饮水少会导致血液黏稠度增
加，
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急症，
机
体缺水会进一步加重高血糖甚
至危及生命。在心脏和肾脏功
能允许的前提下，糖友应尽量
每日饮水 8-10 杯（每杯 200 毫
升左右）。
（文/郭立新）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金州律师事务所 刘岳 冯观

本小利薄，但超市里不卖，小杂
货铺也买不着。顾客常在临
走时送上感谢，
“平时想买这些
东西，
跑遍一条街都寻不着”
。
去年 10 月 1 日以后，国务
院实施新的《无照经营查处取
缔办法》，靠人力从事生产活动
的 ，政 府 可 以 提 供 一 定 的 场
所。如今，城管默许程关荣固
定在那摆摊，他便写出“感谢城
管办”的广告语表达感谢。
（文、
图/田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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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看到有些老人跑遍几条街都
买不到绣花针，
便开始挑起货担，
走街串巷卖起了针线皮筋等细小
物件，
这一卖就是30多年。
每天摆好摊，
程关荣亮出亲
笔写的广告牌：我老了，九十四
岁，快买啊；七十岁以上奉送一
样，八十岁以上奉送三样……
“我写下来，就是告诉别人白纸
黑字，
绝不耍赖。
”
程关荣说。
小摊上，绣花针、顶针、穿
针器，都是几分几毛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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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摆便民摊，
半卖半送
浙江嘉兴 94 岁的程关荣
最近感动了不少网友，他在公
交公司办卡中心门口摆了个小
摊，不为赚钱，只为便民，经常
半卖半送。
1984年退休后，
程关荣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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