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9 日， 应邓飞邀请来到
秦汉时期夜郎国的治地、 被誉为
“楚尾黔首夜郎根 ” 的湘西新晃
县， 参加免费午餐项目六周年庆
典， 向中国民间公益著名人物邓
飞学习和致敬的同时， 也一并体
验和观察中国民间公益的运作模
式。

从接受邀请到抵达目的地的
过程中， 我就已感受到了民间公
益的特点。 一个多月前，邓飞通过
微信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免费午餐
六周年活动， 按他的说法是到武
陵山区来，我们一起来玩公益。 接
着是他和会务人员进一步核实我
的行程和票务，都是微信沟通，没
有正式的邀请函和日程表。 因不
明活动流程，我心里还有点嘀咕，
但一出长沙站， 长沙慈辉爱心协
会的执行会长康宁在出口接我 ，
把我送到高铁站； 接着在新晃站
出口怀化市志愿者协会的向阳和
晓君又接上我， 把我送到了分享
会场：龙溪书院。

在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古色古
香的龙溪书院，我与来自全国各地
的近百名志愿者和民间慈善组织
的代表一起，认真分享了邓飞公益
谱系项目的介绍，全面了解了媒体
所称的“邓飞公益帝国”，邓飞发起
与多个公募基金会合作的专项基
金、新注册的基金会和互联网电商
平台公司，已经构筑了一个自有的
完整公益生态链。

邓飞作为一个媒体转型的公
益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
敏锐发现社会问题而用公益模式
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发现一个
热点问题他就去发起一个公益项
目，组建一个团队，已形成一个良
性循环的公益圈。 尤其是经过商
学院培训后，他的团队管理、商业
运作和资源动员能力日趋娴熟 。
与他一起坐在台下， 看着他发起
的众多项目由一个个年轻、 干练
的小伙伴们上台介绍， 他好似一
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坐在那里 ，
沉稳地看着手下的经理人在路
演， 而身后坐着的是他从全国鼓
动来的 “邓飞粉 ”，他们为邓飞倡
导的这些公益项目提供资金 、物
资、媒体传播等各种所需资源。 邓
飞是在领导一个民间公益的集团
军， 一旦有媒体聚焦的社会热点
问题出现， 他随时可以动员他的
团队和拥趸开启他的下一个公益
行动。

因日程的关系， 我只参加了
20 日上午的活动， 但就已经感觉
和一般公益机构玩法不一样。 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领导也邀请
到会， 但是没有领导致辞类的环
节， 而让专家发布中国学生营养
报告， 让来自免费午餐实施地的
县长们和执行项目学校的代表发

言， 由免费午餐秘书长与到会的
媒体负责人、捐赠人代表、合作机
构代表对话， 下午才是邓飞的主
体报告和免费午餐的财报发布及
表彰。 我提前走了一圈他们公益
健走的路线， 欣赏了一下他们的
活动场地———晃州鼓楼广场的侗
族塔楼 、晃州风雨桥 、龙溪古镇 ，
的确是很值得期待的快乐慈善体
验。

作为一个民间公益领袖 ，邓
飞从传媒转身公益也才不过六年
的时间， 但在他的倡导和直接操
作下，他们团队不仅仅募集了 2.7
亿元资金， 为 700 多所农村学校、
18 万多名学生送去了免费午餐 ，
还开拓了遍及儿童大病医保 、孤
儿救助 、打拐 、物资募集 、生态环
保、公益人才培训、农民电商扶持
等众多公益领域。 这些成功项目
的背景是中国慈善日趋增长的巨
大需求和互联网工具带来的沟通
革命。 中国目前已进入中等偏上
的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中产阶级
数量已经是世界最庞大的群体 ，
所以中国的慈善捐赠资源在快速
增长， 中产阶级参与慈善的需求
在快速增长， 参与慈善和志愿服
务已成为人民群众的刚需。 另一
方面， 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贫富差距的拉大，新媒体的
发达， 又让一部分需要慈善援助
的需求可以更直接的呈现在中产
阶级眼前， 激发他们的泪腺和捐
赠。 于是，在邓飞那双调查记者善
于发现社会问题的眼睛， 还有创
新思维火花的引爆下， 利用互联
网和移动支付的技术平台， 打通
慈善需求和供给通路， 蕴藏在民
间深处的公益需求就燃起了这一
波又一波的公益大火。 一个民间
公益领袖振臂一呼， 就能这样把
全国这么多的机构、 媒体和爱心
人士，还有这么多资源，整合到这
么一个偏远的湘西小镇。

更让我们欣喜的是 ， 在新晃
龙溪古镇，这个夜郎古国属地，他
们的行政官员不再自大自满 ，从
副县长姚海燕充满感情的致辞
里， 能感受到当地党和政府对邓
飞为代表的民间公益的欢迎支持
态度， 因此他们成了邓飞免费午
餐及多个公益项目的合作县。

而当前值得我们反思和忧虑
的是， 民间公益已如春江之水在
暴涨， 连夜郎国里都已遍布民间
慈善组织和志愿者的身影， 有些
官办公益组织却还在夜郎自大 、
高高在上，门难进，更不主动与这
些民间和草根力量联合。 如果不
彻底舍弃这些衙门观念， 转变官
僚作风 ，引入 “互联网+”思维 ，及
时汇入这个时代的公益大潮 ，要
么会被冲垮湮灭， 要么会被这个
时代潮流所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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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不止是老兵还有我们的人性

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的综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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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国里的民间公益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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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今年元宵节，滞留印度 54
年的中国籍老人王琪， 在万众
瞩目之下， 回到了家人的怀抱
之中。 在老家咸阳的机场候机
室内，80 岁的王琪见到了哥哥
王致远和其他兄弟姐妹， 亲人
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相拥而
泣。

这些年来，由于参与了“老
兵回家”公益项目，我也走进了
很多老兵的生命。他们的故事感
伤、哀痛，无一不在打动我心。 战
争年代， 一些人失去了生命，一
些人失去了健康，一些人失去了
自由， 一些人却被遗忘在了异
域。 遗忘的滋味，并不好受。

但是， 网上还有不少声音
质疑，称王琪是个“逃兵”，不该
享受这样的 “礼遇 ”，直至其排

长现身回应他是撤退时 “走
丢”，才平息了争议。事实上，纪
念战争， 我们总会去纪念胜利
与英雄。投降、被俘、迷路、走丢
等，往往属于并不光彩的行为，
和这些行为有关联的人， 也往
往被排除在纪念的话语之外 ，
有的甚至被视为一个家族或者
族群的耻辱。

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 ，许
许多多像王琪这样的士兵 ，更
是活生生的人，是母亲的儿子；
每一个走上战场的士兵， 也都
有一个等他回家的母亲。

回归到个体生命的视角 ，
每个生命都应当被尊重。 代表
国家而战的军人群体， 最终维
护的正是这个族群有尊严的生
命方式， 也包括他们自己有尊

严的生存。 而王琪正是大历史
下一个小人物， 他的愿望也很
简单 ，就是回家 ，望一眼故土 ，
见一眼亲娘。

经过王琪多年的艰难努
力，和国内亲人建立联系以后，
亲人和志愿者就在为王琪回家
的心愿而共同努力。 而个体的
努力，很快就遇到了瓶颈。虽然
王琪拿到了中国护照， 可是他
没有在印度的合法入境记录 ，
于是无法出境。事实上，梳理这
样纠结的历史顽疾， 超出了普
通人的能力范围。

在双方政府的对接之下 ，
王琪终于突破程序障碍， 堂堂
正正地踏上了归乡之路。 这也
说明，捍卫个体生命的尊严，还
得依靠他的国家和族群来实
现。

王琪的故事让当今的人庆
幸，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
的年代。 大众对王琪回家的高
度关注，也让人庆幸，我们生活
在一个关注个体生命的年代。

回家的不止是老兵， 还有
我们的人性。 保护每一个个体
生命的尊严， 是一个群体的最
高价值———没有什么， 能比这
个更为重要。

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
的突出优势就是专业性、 系统
性和全面性。个案工作、小组工
作和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
大直接服务方法， 但是在农民
工社会工作服务中它们并不是
单一存在的， 一个完整性的公
益项目或者一个系列性专业服
务大都融入了其中两种及以上
的服务方法， 甚至引入其他专
业服务方法。因此，在农民工社
会工作服务中更加注重和强调
综融社会工作方法的应用。

一、 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
直接方法的使用情况

从具体实践来看， 社会工
作服务农民工注重不同直接服
务方法的多方位介入， 这也说
明了问题和需求的复杂性需要
不同方面的手法介入， 以达至
更好的服务成效。 以上海复源
社工事务所 2011~2012 年 “流
动儿童社会适应项目”为例，根
据该机构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
项目终期报告》显示，该项目社
会工作直接服务方法在农民工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中的应用情
况如下： 开展 4 个系列专业小

组和 42 次一般小组活动，基本
活动内容为自我成长、 兴趣培
养 、潜能挖掘 、团队协作等 ；开
展社区工作活动 28 次，基本活
动内容以社区融入和节日主题
性活动为主；开展 25 项个案工
作与辅导， 基本活动内容以亲
子关系和环境适应调适为主。

这些数据能够显现出社会
工作直接服务方法介入农民工
服务的基本特点， 即以个案工
作、 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
方法综合运用为主， 辅以其他
服务方法， 同时在三大直接服
务方法中以小组工作和社区工
作为主要方法。

二、综融：社会工作介入农
民工服务的重要选择

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活动
设计和实践中经常综合性应用
了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和社区
工作以及其他专业手法， 这就
是综融社会工作方法。 它是对
不同社会工作直接服务方法的
有机融合， 既有针对农民工及
其家庭个别化需求的个案工
作，也有内容丰富的小组活动，
还有依托社区、 学校等开展的

社区活动。
以上海复源社工事务所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项目 ”为
例，在项目后期，社会工作者发
现项目对象中的六年级学生面
临着回老家就学与留在上海就
学的两难选择等现实问题。 针
对这个实际需求， 社会工作者
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情绪疏
导和家庭辅导等专业手法相结
合，引导流动儿童、家庭正确面
对自身的成长发展以及对未来
学习生活的规划。

三、实践中探索创新：应注
重基于需求和实践的服务方法
创新

基于农民工社会问题的复
杂性， 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还
应尝试性地整合其他专业方
法，使用扩展性服务方法，比如
文艺表达法、影像传播法等，从
实践效果来看， 这些方法比较
适合农民工的群体特点和实际
需求。同时，也应注重在社会工
作服务农民工的具体过程中将
专门性服务方法和综合性方法
相结合， 形成农民工社会工作
服务体系。 一方面专门专业的
方法能够确保服务成效并推进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 另一方面
农民工问题是多面性问题 ，因
此我们应在考虑问题和需求特
殊性的基础上注重将引入国际
经验和创新本土经验相结合。

比如协作者结合草根文艺
创造的方法组织农民工创作了
民众戏剧并巡回演出， 积极倡
导社会公众对农民工及其社会
问题的关注。 这些内含社会工
作理念和手法的服务都具有实
效性的，也是一种方法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