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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安心驿站”：
为中国卡友群体赋能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卡友”是对卡车司机的一
种别称。

河北滦平卡车司机杨贝贝
在“传化·安心驿站”（简称“驿
站”）APP 里看到一名卡友行车
遇险的求助信息，立刻与该名卡
友取得联系，同时还帮助联系了
律师和社会工作者为这名卡友
提供维权和心理疏导服务，杨贝
贝说自己是一名驿站长，理应为
驿站里的卡友们保驾护航。

去年 12 月 26 日，中国首个
服务于 3000 万卡车司机的公益
产品———传化慈善基金会“传
化·安心驿站”面世，产品的公益
使命是“助卡车司机‘车安、家
安、心安’”。

在此之前，卡友们自发形成
的自组织主要是进行货运业务
和信息沟通， 形态相对封闭，与
外部系统缺少沟通互动。

“基于线上存在的驿站，将
帮助卡友自组织解决从封闭到
互动到开放的问题，给自组织赋
能，让其提升互助能力。 ”传化慈
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涂
猛表示。

项目精准定位

交通运输部《2016 年统计公
报》显示，截至 2016 年末，我国
拥有载货汽车 1351.77 万辆，司
机数量已超 3000 万人， 承载着
全国 76%的货运量。

如何精准找到受益群体，了解
路径、渠道和需求，摆在了面前。

传化慈善基金会团队调研
后发现，98%的卡车司机拥有智
能手机，建有微信群，货运联系
和沟通信息均来源于此，随即决
定在线上开展公益产品的推广
渠道。

“驿站长”和“好站友”被设
计成“传化·安心驿站”的两个重
要元素。 驿站长由不少于 30 名
卡车司机共同推荐并与不少于
30 名卡车司机建有社群且互动
活跃； 好站友由驿站长认可，自
愿申请加入驿站长所建社群。

涂猛表示，“传化·安心驿站”
APP基于线上开发， 但并非仅提
供一个平台， 平台的运营也被纳

入基金会管理， 基金会会对加入
驿站的“驿站长”和“好站友”进行
定期考核，形成奖惩机制。

按照驿站的制度设计，“驿
站长”需要动员更多的卡车司机
加入本驿站；保持、提升本驿站
的规模和活跃度； 倡导安全行
驶、满意服务；激励好站友诚信、
守法，确保本驿站的话题内容不
涉及政治、宗教、营利和黄、赌、
毒；倡导公益志愿行动。

基金会将通过动态考核、以
季度发放的形式，每年提供 2 万
元奖励资金和最高每年 100 万
保额的家系列公益保险。

好站友需要动员其他卡车
司机加入驿站； 在驿站表现活
跃；倡导安全行驶、满意服务；遵
纪守法， 不在驿站发表涉及政
治、宗教、营利和黄、赌、毒的话
题；主动参与公益志愿行动。 达
标后，基金会对于每名“好站友”
提供每年能最高不超过 10 万保
额的卡车司机公益保险； 另外，
社群前 20%的名额奖励年度优
秀者， 为其购买最高不超过 100
万保额的家系列公益保险。

当前卡车司机加入驿站大
致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卡车企
业和同一线路的老乡们自愿加
入；另一种是有能力在驿站一次
性组建不低于 10 个驿站的“大
驿站长”和现存规模较大的自组
织加入。

涂猛说，“以“互联网+运行+
投入”的方式帮助卡友们提高自
治能力，最终项目成功与否还是
需要看自组织本身的自治。

提供社会支持系统

杨贝贝说，在没有“传化·安
心驿站”APP 前， 自己和很多卡
车司机通过手机 QQ、 微信群等
方式也建立着自己的群组，通过
网络传递货运信息和路途心得，
承担一些互助救援行动，卡友间
完全是一种自发行为。 长久以
来，组织功能也基本限于此。

涂猛认为，现在中国卡车司
机群体的社会阶层相对固化，这
种互助更多停留在圈层内，对于
外部资源涉猎和注入并不开放，

这并不有助于这个阶层的进步。
而打造新的社会支持系统却能
让传统自组织产生新的活力。

作为一名公益路途上的老
兵，涂猛对于打造怎样的社会支
持系统有着较深的认识， 律师、
社工、众筹这三项被涂猛认为是
社会支持系统中最重要的几项
元素。

打造新互助圈层社会支持
系统的首个元素，涂猛认为是律
师。 中国成立最早、规模制最大
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
律师事务所成了“传化·安心驿
站”的合作伙伴，通过引律师入
“驿站”起到两大作用。 其一为每
个“驿站”征集一名志愿律师，提
供法律咨询服务；其二聘请律师
解决卡友货运欠款和交通纠纷，
根据测算，基金会将卡友的案件
诉讼费用划定在 1 万元以下，并
成为制度安排。

社会支持系统的第二个元
素———社工。 驿站项目将通过购
买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工服务
的方式推进实施， 引入社工资源
配置。社工进入驿站后，主要给驿
站长当助手， 运用社工的专业性
方法提升驿站长能力。另外，社工
督导也进入促进项目进展提升效
率，并进行自我评估。 同时，通过
驿站长向基金会反馈效果， 双向
监测保障项目良好实施。

众筹成为社会支持系统的
最后一个选项，利用互联网众筹
平台帮助加入驿站的卡友项目
众筹，渡过难关。

涂猛说：“驿站项目的推出，
通过为卡车司机原有互助圈层
配置资源， 提供社会支持系统，
帮助该互助圈层形成含有社会
支持系统的新互助圈层。 让卡车
司机互助圈在社会不同阶层、不
同成员之间，为了共同目标协作
进步。 ”

自组织理想状态

涂猛认为一个自组织的结

构治理像金字塔分为三个层级，
顶端以提升能力为主，中间是组
织间互助，底端是社会支持系统。
这种能力具体到每个卡车司机，
卡车司机受到创伤后能够成长起
来，这需要三种能力。 第一种，遭
遇不好事件时有自信的把控能
力；第二种，拥有构建社会知识系
统的能力，以前有事总求助卡友，
现在学会运用法律维护合法权
益；第三种，能将安全、收入、朋
友、亲人排列出生命中优先级，并
为之而努力，显然安全最为重要。

涂猛觉得，自组织不存在外
部指定，只是系统遵循着相互默
契的规则，各尽其责形成一个有
序的结构。 孤立、封闭和开放是
自治组织的三种形态。 对此科学
家们用“熵”（表示一个系统“内
在的混乱程度”）这个词来衡量，
而最后一种开放形态的自组织
却能达到稳定、有序、积极的结
构，从而形成与外部的能量和信
息交换的形态。

涂猛说：“这是自组织最理
想的状态。 ”

涂猛认为，孤立的封闭的自
组织不与外界产生信息和物质
的交换，这种自组织在市场中缺
乏议价能力，在社会中易被污名
化，而早期的卡车司机群体正是

如此。
“驿站项目正是对中国卡友

们自组织的最初状态赋能，通过
改善环境、表达诉求、提升能力，
助其走向更高阶段，更好地融入
社会大系统。 ”涂猛说。

项目运营将实现规模化

传化慈善基金会发布数据
显示，“传化·安心驿站” 自 2017
年 7 月 17 日试运行以来， 已组
建驿站 217 个，221 名优秀卡车
司机成为驿站长，7252 名卡车司
机成为好站友。

公益产品应该小而美还是
规模化一直在公益界被争论，对
于驿站，涂猛却是规模化的坚定
支持者。

涂猛说：“公益产品走小而
美还是规模化应该取决于相应
的产品环境，有时候，市场越细
分效果可能越好。 例如，在社区
中专门为喜憨儿提供服务，效益
就非常大，因为项目精准。 ”

涂猛觉得，驿站项目起步的
基本阶段已经走过，现在应该朝
着规模化方向扩展。

“驿站项目受益群体太大，
必须让公益产品规模化来解决
问题， 基于现有中国地域分布，
基金会需要作出一个匹配，至
2020 年（3 年时间）驿站项目将
总计投入 1 亿元左右，覆盖中国
大部分地区，使得驿站资源在全
国各地直至基层分布相对均匀，
实现相应匹配，而并不与基于让
驿站长和好站友的人数增长。 ”

2017 年 9 月 20 日， 涂猛跟
随一名叫作耿立志的重卡司机
一路从河北到达甘肃。 行程结束
后，一篇《跟着大志到远方》的稿
件刊发在传化·安心驿站的 APP
上，涂猛以此表达所见所感。

涂猛说：“没错，做职业公益
人，有个专业性要求———与受益
人感同身受。 这个标准很高，我
做不到，但我一直将此作为追求
的目标。 ”

� � 在“传化·安心驿站”启动仪式上，“传化·安心驿站”驿站长、好站友与卡嫂代表共同宣读他们共同起
草的《安心驿站互助公约》

“传化·安心驿站”APP 页面

传化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涂猛介绍“传化·安心驿站”公益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