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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益言堂

去年底 ，5 家草根机构成
功联合百家 NGO 发布了中国
基金会评价榜， 千禾社区公益
基金会被评为 5 佳境内基金会
之一，我对此结果毫无意外。

千禾曾在 2011 年的时候给
我们资助了一笔 5 万元的钱，这
也是拜客广州从学生团队转型
后拿到的第一笔资助，它有点像
我们得到的第一笔天使投资，在
我们决定要努力坚持的时候给
予了资金上的支持。 因为得到了
千禾的资助，其他机构和基金会
也更加信任我们。

首先， 当我们把眼光放得
长远， 会发现，NGO 和基金会
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直线的。 其
实千禾在那之后并没有再继续
资助我们， 但它所资助的其他
机构很好地带动了整个行业的
发展。因为这个逻辑，我们认为
我们值得跟千禾成为伙伴 ，共

同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其次，合作是资讯的共享。

评价榜曾说过， 基金会要做红
娘，这的确是有道理的。 去年，
千禾和扶贫基金会联合举办
“益动广州”健行赛 ，需要寻找
赛事赞助和装备支持。 作为合
作伙伴， 我们拿着他们的招商
PPT 去帮忙寻找潜在的赞助
商。又譬如，在我们机构开展活
动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热心
的企业家希望参与公益活动，我
们则会向他们介绍千禾基金会
以及千禾资助的伙伴。 还是那句
话，我们要做的是促进行业的发
展，因此就应该互相共享资讯。

第三，相互促进能力建设。
在申请千禾第一笔资助的时
候，他们觉得我们是大学生，尽
管活动设计得还可以， 但没看
到机构发展和运作方面的思
考， 也没有理事会和其他治理

监督的架构， 担心机构中途夭
折。 这促使我们花时间梳理自
己的战略和规划， 形成初步的
组织化运作的构想并定下发展
方向和使命。 到了 2013 年，拜
客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和稳
定， 在传播营销以及人力发展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时
候再跟千禾的伙伴沟通交流 ，
我们甚至开始给予他们在传播
营销方面的建议。

最后，在品牌传播上面，拜
客广州也为千禾的发展提供了
大量的支持。 连续两届由千禾
主办的健行筹款活动， 我们机
构都发动大批的志愿者和支持
者参加。 而在拜客广州的一些
宣传品的设计上， 也会加上千
禾的相关信息。

由此看来， 我们跟千禾的
合作，与其说是资助关系，还不
如说是战略伙伴关系。 千禾只
对我们进行过一次资助， 但我
们保持继续互动是因为我们处
在同一地区， 并且有相似的理
念。

社会的发展、行业的进步，
不仅需要我们把事情做好 ，还
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去做事情。我们互相理解、互相
支持发展， 努力营造华南民间
公益运动的蓬勃气息， 这才是
最特别和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最后， 我想说， 基金会和
NGO 之间，只有真正做到尊重
对方、支持对方发展，才会得到
对方的尊重和追随。

� � 和所有商业领域里的黄金
销售人员一样，筹资官员可以说
是基金会里最重要的业务人员。
当一个机构拥有了一个或者几
个优秀的筹资官员，各个项目在
资金到位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
开展起来时，很多领导人都觉得
这时候可以松一口气了。 其实此
时正是应该居安思危，建立起筹
资管理机制的时候。 否则，等待
着你的就是筹资官员跳槽、客户
资源被带走。

如何能留住王牌筹资人员？
有加工资、给予荣誉感等方式方
法，这些都属于人力资源管理的
范畴，我在这里不进行赘述。 现
只讨论如何用制度化、体系化对
一个机构的筹资行为进行管理，
如何能让更多的有效信息长期
保留在机构内。

第一，数据库的建立及其活
化。 很多机构都说：“我们有数据
库。 ”但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数
据库就是一张巨大的 EXCEL 表
格， 里面一共就姓名、 公司、职
位 、联系方式 、合作内容这么廖
廖的几行。 这样的数据库其实是
一钱不值的，任何一个接手的筹
资官员拿到这样一个“数据库”，
等于要从“零”开始。

那么，“活”的数据库需要具
备哪些信息呢？ 除了以上的内容
外， 还有四条是至关重要的，却
恰恰是很多基金会及 NGO 极
度缺乏的。

照片及影像资料：好的数据
库首先需要捐赠人的照片及影
像资料， 这是最为感性的部分，
是能让刚上手的筹资官员对捐
赠人产生出熟悉感及亲和力的
资料，好的筹资官员甚至能通过
视频中捐赠人的言谈举止对其
进行心理学、行为学等多重的研
究和分析。

捐赠人细节：这涉及捐赠人
很多的个人信息，包括捐赠人及
其家人的生日、信仰、爱好、健康
状况 、个人背景及经历 、子女就
读情况等方方面面 ， 越细致越
好。 唯有对这些细节进行全面的
记录，才能从各个维度去了解一
个人的过去及现在。

个人判断及记录：专业的筹
资官员在与客户的 1-2 次会面
之后，即会对客户有一定的感性
的判断，例如 :性格热情 、行事作
风稳健、着装低调奢华等。 这些
碎片性的记录，有利于筹资官员
慢慢梳理对客户的不断认知，同
时这些资料的留存也有助于日
后的筹资官员对于客户有先行
的判断和了解。

追踪记录：这一点最容易被
忽视 ，但却极其关键 ，它分为两
部分。 会议记录：在这里要将一
个客户从第一次对其的开发到
最后一次开发的会议记录进行
妥善的保留 。 很多时候 ，筹资官
员与客户的见面并不是很正式
的场合 ， 但也是需要被记录在
案的 ， 它将有利于管理者及筹
资官员自己了解对客户投入的
时间成本及个人精力有多少 ，
及有多少筹资官员投入到该项
目 。 公关记录 ：这一部分是针对
一 些 筹 资 公 关 活 动 的 实 施 记
录 。 所有送给客户的礼物都需
按赠送时间记录下来，作为痕迹
资料，方便以后人员了解客户的
喜恶。

第二 ， 内部健康的筹资文
化。 如果想拥有一支筹资的梦之
队，最重要的是管理的文化 。 好
的筹资人员都有强烈的性格特
点 ，管理系数相对较高 ，这就需
要我们运用一些方法，将这些性
格各异的筹资官员进行管理。

二人组合铁律 ：这是在筹资
人员管理里面最重要的原则 ，就
是当面对一个客户的时候 ，一定
要是两个筹资人员。 俗话说 “不
怕一万，就怕万一”，谁都难免有
一些头疼脑热的时候，这时候就
知道有搭档的好处了。 从机构管
理的角度讲，这也是确保客户不
被个人独占，而能长期留给机构
的万全之策。

无界分享原则 ：规模大的基
金会内，对筹资工作都是有一些
划分的， 或按行业领域划分 ，或
按筹资人员所在地进行划分。 无
论哪种划分 ， 都建议至少半个
月，所有的筹资人员能进行一次
恳谈，将各自工作上的情况进行
一下分享。 这有助于建立起筹资
团队的分享机制，有助于团队内
部的团结和资源的再次利用，也
会规避例如多个筹资人员都找
了同一个客户等没必要的冲突。

第三， 财务与筹资的管理。
筹资资料保存的最后一道防线 ，
就是机构内部的财务部。 有些机
构是由筹资人员负责处理免税
发票快递等手续，但这部分工作
应该由财务部的出纳人员来完
成，这样就可以在财务部留下最
基本的信息汇总，并可以在每个
季度的时候，和筹资官员进行客
户基本信息的比对，将信息保留
在本机构内部。

综上所述是对筹资机制管
理的一些梳理，是否能将以上几
点落实，是真正考验一个机构内
部管理能力和管理艺术的所在。

机构需要有筹资管理机制
我们最近招聘了一批很特

别的员工：盲人。
他们的工作， 是对中国的

互联网产品进行信息无障碍测
试，并给出报告，以促进互联网
公司对自己的产品进行信息无
障碍化改造。

我试着去理解他们的世
界 ，闭上眼睛 ，听取周围 、触摸
周围、感受周围，或许是时间太
短，我不曾收获什么。

了解盲人的人告诉我 ，会
上网的盲人圈子很小， 有点什
么事，马上所有人都会知道。果
不其然，招聘启事发布没几天，
我就兴奋地被告知盲人圈子已
经炸开了锅。 接着是潮水般涌
来的咨询电话和 QQ 消息 ，负
责招聘的同事极其耐心， 忙得
不亦乐乎， 而我也暗地庆幸留
的联系方式是她的。

我们收到一封又一封令人
注目的简历， 符合岗位需求的
应聘盲人远比我预想中的多 。
这也印证了我的一个念头 ：盲

人同肢体残障人一样， 能够创
造不亚于健全人的价值。 我开
始为那些优秀的盲人感到欣慰。

不难想象，每一位投来简历
的盲人都对获得这个岗位充满
期待。 然而岗位数量太少，我们
能做的，仅仅是认真对待每一通
面试电话、全面评估每一位应聘
者。 27 个人，每天面试从早餐后
排到夜宵前，一共面试了三天。

三天下来， 我对盲人群体
有了新的认知， 我更多地注意
到非正能量的一面：他们在 IT
领域越是强悍， 就越是凸显中
国的盲人的无奈———除了学按
摩、搞音乐，就只有做 IT。

为了有份工作， 大多数盲
人只能按照中残联为他们规划
的按摩就业路线，赚口饭吃；少
数盲人不喜欢按摩， 选择搞音
乐 ，唱歌 、弹奏或为乐器调律 ；
剩下的一批盲人或许是音感不
好，走上了自学 IT 的路。

我之前看到的和你看到的
一样： 盲人从零基础在互联网

上听着语音读屏自学 IT，技术
比很多高等院校的大学毕业生
都要强， 多么自强不息振奋人
心！可我看到的问题是：盲人面
前只有这三条路， 他们更多地
不是在享受创造卓越的过程 ，
而是在人生仅有的选择中突
围。 当然有极少数运气好的盲
人， 获得了与健全人一样多的
选择 ，成为了律师 、科学家 、运
动员、 医生……可对于连书本
都看不见的他们来说， 这样的
情况在百万千万人之中才出现
寥寥几例。

IT 技术优秀的他们 ，多数
也只是不甘于人生现状， 从仅
有的几个选择中突围了出来 。
但他们越是突围得强悍， 越是
映射出中国残障人生存的尴
尬———缺乏无障碍的环境 ，以
致他们无法独立生活、 无法正
常学习、 无法做自己想做的工
作，更无法融入主流社会。

没有残障的人， 只有残障
的环境。 为盲人提供信息无障
碍的环境， 让他们能够同健全
人一样学习、工作、参与社会。

我突然原谅了那位由于没
被录用而在网上发言论说我们
内定人选的盲人， 失去这份工
作对他来说或许是失去了等待
了几十年的改变人生的机会。

我们能做的很多， 虽然每
一样都很艰难， 但如果我们不
做， 这个社会将无法为盲人提
供平等的机会和权利， 这同数
千年来无异。我们必须行动，面
对一切。

我们招聘了一批盲人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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