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中国南方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

社区基金会是社区议题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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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金会是社区专家

《公益时报》：千禾基金会成
立于 2009 年 ， 基金会的工作主
要围绕哪些领域展开？ 近年来基
金会发展情况如何？

朱健刚：作为一家社区基金
会，我们把珠三角看作服务的社
区。 根据我们的研究和调查，珠
三角地区有三大问题是需要重
点解决的：一是大量流动人口给
社区融合带来的挑战；二是“先
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带来的
环境污染问题；三是贫富差距带
来的针对社区弱势群体的社区
公益发展问题。 现在千禾基金会
的业务主要围绕这三大领域开
展。 目前，千禾基金会每年的公
益支出大约为 1500 万元。

我个人最满意的项目是针
对流动人口社区融合的“榕禾计
划”， 这个项目支持本土公益组
织推动社区流动人口的融合。 截
至 2016 年 9 月，“榕禾计划”与政
府、企业、媒体、慈善团体、益动
广东联合劝募平台等开展合作，
通过自主资助、联合资助和联合
劝募， 共支持了 56 个流动人口
社区公益项目，覆盖珠三角地区
20 余个流动人口聚集社区，累计
资助金额超过 300 万元，直接服
务和影响过万人。

《公益时报》：您个人从事社
区公益组织的推动和支持工作
差不多 20 年时间， 就您的经验
来看，我国社区公益事业的发展
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朱健刚：社区公益是随着社
区草根 NGO 的发展而逐渐发展
起来的，早期是关注服务，包括
给老年人、残疾人等提供各种服
务，慢慢地有些组织开始做社区
维权， 现在则参与到社区治理
中，力争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
治理。 这三个阶段实际上也反映
出政府的改革思路越来越强调
社区的多元共治，反映出社区居
民的变化， 公民素养越来越高，
权利和责任意识越来越强。 当
然，这种发展也反映出社区行动

者们越来越触及到社区的深层
次问题，由浅入深地推动社区公
益的发展。

《公益时报》：就千禾基金会
来说，主要通过哪种方式与街道、
社区以及区、市层面开展合作？如
何理解社区基金会的定位？

朱健刚：我们最重要的功能
是提供社区公益的第三方技术
支持，帮助街道、区、市发展社区
公益创投，同时我们也做合作基
金。 比如在深圳罗湖，我们出一
点，地方政府出一点，共同建立
了一家社会服务机构，并且推动
成立专项基金，帮助当地发展公
益创投。 同时也把这些有价值的
经验推广到珠三角的广州、顺
德、佛山等地。 由于长期扎根社
区、关注社区、支持社区组织发
展， 所以社区基金会了解社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区基金会
是一个社区专家，因此政府愿意
跟它合作，NGO 也希望向它寻
求支持。

《公益时报》：社区基金会可能
需要经常与政府、街道、社区打交
道， 如何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同
时保持基金会的独立性？

朱健刚：这是一个很有挑战
性的问题。 我认为社区基金会要
保持独立性，首先资金要来源于
民间，而且是多元的，这是保持
独立性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但这
并不妨碍社区基金会积极地和
政府、街道办打交道，他们都是
社区工作的重要利益相关方，社
区基金会应该帮助他们实现社
区发展的目标。 社区基金会扮演
的是平台角色，将民间 NGO、政
府、街道办等各个利益相关方拉
到一起讨论问题、 消除误解，实
现共同的目标。 我想平衡这些关
系的核心就是寻求共识， 当然，
寻求共识的同时也需要利益相
关方之间求同存异。

发展必须实现民间化

《公益时报》：截至目前，我国
已有 5393 家基金会，而社区基金
会只有几十家。此外，社区基金会

的发展十分不平衡，上海、广东的
社区基金会占了总数的 70%多。
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朱健刚：虽然我国的社区基
金会目前数量比较少，但我认为
未来大有发展前途。 社区基金会
的独特优势在于其在地性，它和
社区本身的需求、 本土的资源、
多元的利益相关方紧密相连。 中
国人文化概念里有很强的地缘
认同，这样的认同让我们愿意把
资源投注到家乡， 也愿意关注、
解决和自己地域相关的问题。

不过社区基金会也有明显的
“先天不足”， 目前我国很多社区
基金会还停留在“街道办”的思维
局限里，受到行政概念的影响，很
多人把街道办管辖的政区范围与
社区等同起来， 这就限制了人们
关于社区的想象。事实上，人们应
该深入理解自然演进的社区：社
区可大可小，它可以是一个街道，
也可以是一个区， 甚至可以是一
个城市、一个地区。

至于社区基金会地域分布
不均衡，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地
政府强力推动的就多。 虽然这些
社区基金会形同质异，但在数量
上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 这些地
方政府为什么要支持社区基金
会呢？ 因为他们比其他地方更早
意识到，社区遇到的问题光靠政
府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多元共治
才能解决。

《公益时报》：社区基金会的
概念起源于国外 ， 根据您的了
解，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和国外成
熟的社区基金会相比，有哪些不
同？ 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什么？

朱健刚： 很大的不同在于，
国外的社区基金会很多都是由
民间组织或个人发起，中国的大
部分社区基金会是由政府发起
和推动的。 我觉得社区基金会要
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就必须民间
化。 让慈善回归民间，只有民间
激发出内在的推动力，社区基金
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 日，
全球社区基金会峰会于南非约
翰内斯堡举行。 千禾基金会作为

中国社区基金会的代表也参加
了这次会议。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
看到了多姿多彩的社区基金会
以及社区慈善发展方式。 之前我
们主要了解的是美国模式，它大
体上以保本基金为基础进行发
展，在峰会上我们看到了各种小
型社区基金会灵活多样的发展
路径。 另外就是非洲的魔力，非
洲有很多有活力的组织和行动
者在努力工作，这也让我印象很
深刻。

《公益时报》：此前有评论说
社区基金会将成为发展趋势，也
有人说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
的社区基金会。 对此您怎么看？

朱健刚：在这次全球社区基
金会峰会上，我们知道了社区基
金会并非只有美国模式，也不能
单一按照美国标准去衡量各地
的社区基金会。 实际上最重要的
是要靠内生力量不断发展出符
合本地社区需求的基金会，这才
是未来的趋势。 未来社区基金会
在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多样化的，
有可能去伪存真，也有可能弄假
成真，这个过程是很多人不太容
易理解的。

以千禾基金会为例，我们学
习了美国模式，符合美国社区基
金会 6 个标准的定义，但符合定
义并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
的是学习国外的经验之后，发展
出真正适合本地社区、与本地文
化脉络相连接的基金会，这才是
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

互相联结提升能力

《公益时报》：在全球社区基
金会峰会上您提到了“和平台”，
这是一个怎样的平台？ 你希望这
个平台发挥怎样的作用？

朱健刚：“和平台”是由正荣
公益基金会、敦和基金会、南都
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支持国
内二三线城市草根社会组织的
平台。 通过交流我们发现，如果
先支持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再通
过它们来支持公益组织，可能是
一种更好的策略，能产生更大的

影响力。
我们想联合起来，让这个平

台为各地社区基金会或酝酿成
立社区基金会的个人和组织提
供支持。 如果社区基金会得到发
展， 就能吸引更多资源进入社
区，支持更多的公益组织。 千禾
基金会也准备拿出一定的资金
来推动“和平台”的发展，同时邀
请全球社区基金会联盟的专家
来中国推动社区公益基金会的
能力建设。 这个平台十分有价
值，我们希望它能成为推动中国
社区基金会发展的关键枢纽。

《公益时报 》：就去年来看 ，
您觉得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
有什么亮点？

朱健刚：2016 年， 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慈善家参与到社区
公益当中，政府驱动、商业驱动、
民间驱动三种类型的社区基金
会都在发展，特别是社区基金会
之间开始互相联结。 其标志就是
中国首届社区基金会论坛在深
圳慈展会召开，还有这次我们和
正荣公益基金会的伙伴一同参
加了全球社区公益基金会峰会
等。 这种连接对于促进社区基金
会本身的能力提升、促进互相学
习以及促进影响力的扩大都有
很大作用。

《公益时报》：作为中国最早
的社区基金会之一，千禾基金会
今年有什么计划？

朱健刚：作为中国最早的社
区基金会之一，我们有责任推动
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 当
然， 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
“千禾模式”或者“美国模式”来
评估社区基金会的属性。 最关键
的是推动大家意识到社区公益
和社区公益组织的重要性，意识
到社会改变的土壤正在社区中
酝酿。 今年我们希望举办全国性
的社区基金会秘书长培训，举办
相关的社区基金会论坛，我们也
希望翻译出版一批有关社区基
金会发展的书籍，让更多人了解
社区基金会。 当然最重要是做好
基金会本身的工作，扩大资金规
模，给更多社会组织提供支持。

� �“我们需要更加积极，把自己看作跨界合作的平台，推动各种在地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和
协作； 我们也把自己看作是社区议题的推动者， 促进议题方面更多的政策创新， 推动更多的
NGO开展合作。 这些都应该是当下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社区发展的责任，我们责无旁贷。 ”

2016年 12月，全球社区基金会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来自 60 个国家的 360 余位
社区基金会代表参加了会议。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千禾基金会）作为中国社区
基金会的代表参加了此次峰会。 会上，千禾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山大学中国南方公益慈
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以千禾基金会为例，做了题为《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的发言。

朱健刚从事社区公益组织的推动和支持工作已有将近 20年时间。 在他看来，社区公益组
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小”。 朱健刚认为，“小”不一定是不好的词，“小”意味着灵活、独立、
充满活力，且容易活下去，但“小”也有一些负面的作用，脆弱、力量不足、易受打击，以及缺少资
源和关注。就社区基金会的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公益时报》记者对朱健刚进行了专访。
他的观点或许能对社区基金会包括其他社区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