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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辣青年：大学生公益的支持陪伴者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 � 如果是你，能够在七年的时
间里坚持做一件事吗？

有一个名为微辣青年的公
益组织， 由 4 位平均年龄在 26
岁的年轻人组成，以陪伴支持青
年用专业、兴趣、特长创新有效
地解决真实的社会问题为使命，
至今已坚持了七年有余。

截止到去年年底，微辣青年
共开展 20 期青年营会（营期半
年以上）， 累计为青年举办超过
5200 小时培训工作坊， 覆盖 100
余所高校， 累计服务大学生超
10000 人次， 深度支持 700 名青
年，其中超过 35 名全职公益，支
持过往伙伴创办 2 家公益组织。

从“微乐益”到“微辣青年”

说到微辣青年，不得不谈一
下它的前身微乐益。 微乐益于
2010 年 11 月成立， 是一家位于
广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致力于
支持青年在公益参与中提升自
我觉察能力、社会责任感和行动
力，期待每位青年人不论在什么
行业，都可以将公益内化成一种
习惯。

在微乐益创办的第三个年
头（2013 年），机构出现了公益项
目培训对象流失率高的现象。 为
了留住培训对象，维持机构的发
展，2014 年上半年， 微乐益对项
目做了新调整：一、将一年期的
培训项目变成一学期。 二、引入
服务学习的模式。 在培训的基础
上，加入实践部分。 不止如此，微
乐益还改掉辨识度低、经常被人
叫错的名字，通过机构内部工作
人员与公众轮番征集、 投票，根
据辨识度、想象力、好记、好读、
好听、 好写六个纬度的打分，微
辣青年就这样诞生了。

探索未知，收获成长

改名后不久，微辣青年推出
乡村教育营项目，即通过服务学
习模式整合多方需求与优势，支
持青年营员为乡村孩子开发出
有价值的音乐美术等兴趣类课
程，并总结出可推广的课程开发
模式，形成可持续的开发交流平
台。

2014 年的春天，微辣青年开

展第一期乡村教育营，在广州培
训营员，为乡村小学做音乐和美
术的课程创新。

同时， 也是在这个春天，微
辣青年·乡村教育营收到了一封
来自罗定的报名表。 随后，一位
名叫细梅的女孩，孤身坐着从罗
定开往广州的大巴参加面试。 身
为师范生的她想通过微辣青年
接触、了解更多乡村教育创新的
可能。 凭着她自身的勇气，与对
微辣青年的信任，就这样，她被
录用了，成为了第一期乡村教育
营的营员。

通过对乡村教育的了解，微
辣青年意识到乡村教育创新不
可 能 由 远 在 广 州 的 营 员 实
现———只有培养真正的未来乡
村教师，才能让教育创新扎根乡
土。

于是，微辣青年总干事刘海
庆与经历过第一期乡村教育营
培训的细梅进行交谈，希望到她
所在的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简称
罗职院） 开展第二期乡村教育
营，招募罗职院的师范生（尤其
是师范委培生）成为营员，支持
他们学习与实践教育创新。

委培生是指和当地教育局
签订合同，毕业后需无条件回原
籍就业的学生，也就是说，罗职
院的师范委培生，毕业后一定会
回到罗定村小教书。

一个人在罗职院，细梅代表
微辣青年和各方对话。 奔波了一
个多月， 成功支持微辣青年，闯
进了罗定乡村教育的大门。

时隔三年，当初的乡村教育
营， 在罗职院发展成一支有 113
名支教队员，4 所支教点的队伍，
能够实现在周一到周五正常教
学安排下， 进行第二课堂的支
教。

而细梅， 远程支持着这 100
多人的支教队，同时也成为了一
名乡村语文老师。

去年夏天，细梅与钰茵（第
二期乡村教育营营员）、燕华（支
教队第一届成员）成立了一家专
门支持乡村青年教师的公益机
构———火渡乡村青年教师社（简
称火渡社）。

细梅得到了微辣青年给予
的培训经验，微辣青年得到了细
梅的支持， 他们在共同成长，对

于微辣青年而言，收获了志同道
合的伙伴，对于细梅，她实现了
个人的成长，也成为了对社会有
贡献的青年。

除了乡村教育营，微辣青年
还推出流动儿童营和协作营等
项目，品牌也开始升级，运营状
态渐入佳境。 但好景不长，没过
多久， 微辣青年又遇到了新危
机———所涉领域较冷门，筹资的
短板也越来越明显，针对青年培
育的资源越来越紧缺。

面对生存问题，他们这样做

面对资金与资源紧缺的挑
战，在 2016 年的圣诞节，微辣青
年做出了这样的决定：2017 年 3
月 1 日-2017 年 11 月 30 日暂停
运营微辣青年模块的业务。

虽然暂停运营，微辣青年的
几个年轻人没有丝毫放松， 在 4
月的某一天， 凌晨三四点钟，微
辣青年总干事刘海庆依旧在自
己的出租屋里徘徊。 不时看看贴
满了屋子四面墙的便利贴。 突然
灵光一闪，“微辣共创者计划”的
原型思路浮现在脑海里。 他拿起
笔在自己本子上推演，惊喜地把
推演框架拍出来，并赶紧发到微
辣合伙人的微信群里面，约定第
二天开会。 经过不断地探讨，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 微辣青年带
着微辣共创者计划重回“江湖”，
并设立“微辣共创者专项基金”，
实现专款专用。

在发布微辣青年共创者计
划发布的第三天，共创者人数就
突破百位，所获资金将用作全职
人员工资、福利以及机构运营成
本， 这从根本上解决了资金难
题。

明细规划，摒弃重蹈覆辙

经历了暂停运营风波的微
辣青年，在筹款与资金分配方面
进行了明细的规划，避免在相同
的问题上重蹈覆辙。

目前，微辣青年的运营资金

主要来自于“微辣共创者计划”、
基金会筹款、公众捐款（“99 公益
日”以及日常月捐），以及少部分
的企业筹款和部分服务性收入
（服务型收入指为其他机构或者
团体提供培训或者咨询服务的
报酬）。 财务支出主要在项目和
运营方面，包括品牌宣传、财务、
办公室租金以及人力成本。

对于筹款，微辣青年设置了
有针对性的筹款策略：微辣学院
项目中的公益云课堂和青年公
益领袖营，分别是线上和线下课
程，这类针对大学生公益成长的
课程，以动员项目的受益群体为
主，让受益群体转换为未来共创
者（月捐用户）来支持这个项目
的基本运转; 以营造生态为主的
青年公益生态营造计划则通过
找相关方（基金会、政府、同行机
构）合作的方式进行筹款，并动
员其资源。

在公众筹款方面，虽然与助
学、 大病救助等筹款形式相比，
培养青年公益性项目不被公众
重视，但在去年的“99 公益日”筹
款中，共有 2011 人次支持“微辣
学院”项目，201 位伙伴发起一起
捐， 获得腾讯配捐 41377.26 元，

共筹得资金 142100 元。 相较以
前，公众对培育青年公益性有了
新的认识。

与时代接轨，开设新版块

在 2017 年暑假期间，微辣青
年开设了公益云课堂，以公益社
团的骨干为切入点，核心聚焦的
用户是在公益社团里面承担组
织协调带领角色的人， 如会长、
部长、项目负责人、活动负责人
等。

课程内容具体包括社团招
新、团建与历代角色的转换以及
会议团队协作、文化管理、项目
策划及实施、视野拓展等。 以针
对公益骨干的核心需求来设计
原创课程，利用线上课程影响范
围广的特点，最大可能的覆盖到
做公益的核心人员。

目前，公益云课堂的听课人
次在 2000 左右，每节课程收费 1
元。 课程内容主要从以下三个方
面设置：一、提炼过往的经验总
结；二、拆书，把一本书按照某些
章节去拆解出来；三、邀请一线
公益从业者、 社会创新者做分
享。

在课件评估方面，主要通过
反馈来收集课程的优化方案。 目
前的评估方法之一为课程体验
官项目。 即面向全国招募十几名
各个公益团队的核心负责人作
为体验官，微辣青年为其提供免
费课程，并要求课程体验官在学
习课程的过程中去互动观察，从
反馈中慢慢搭建出评估体系。

在马太效应愈演愈烈的时
代，关注小众领域的微辣青年以
精准的定位为发展策略。 把目标
聚焦在青年社会性成长上，并把
微辣青年做成品牌。 七年的时
间，让一个由年轻人带领的公益
组织从无到有，让“青年社会性
成长” 从无人知晓到众所周知，
其中的汗水与泪水只有他们自
己知道，希望在未来更多的 7 年
里，微辣青年能够见证更多青年
的成长，不忘初心，继续前行。青年总干事刘海庆为细梅颁发第二期乡村教育营结业证书

第一期乡村教育营在罗定村小探索课程创新

公益云课堂微信端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