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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执行主任

周颖：找到人生中的那个“盐”
� � “我本来完全不会走这条
路， 刚好当年 2008 年（汶川地
震）， 所以才会选择一个公益社
团，而人生轨迹就被改变了。 ”周
颖向记者表示。

“那一年地震的时候，爱心
委员会当时就报了 100 多个人，
一下子从只有十多人的最小的
公益社团，变成了（复旦大学）当
时最大的公益社团。 所以（汶川
地震对我们）会有影响，那个时
候大家会觉得被这件事洗礼
过。 ”周颖说道。

当年同样受汶川地震影响
加入复旦“爱心委员会”，从而走
上公益道路的还有周颖的丈夫，
当时复旦的研究生陈双卯。

9 月中旬的上海， 天气依然
炎热。 一年一度的上海“公益伙
伴日”活动进入最后一天。 在主
会场公益新天地园内，记者见到
了正在“听说‘新公民之声’来沪
青少年社会融入工作坊暨有声
照片展” 现场紧盯进度的陈双
卯、周颖夫妇。

今年 42 岁的陈双卯来自台
湾，十年前他来沪求学并获得复
旦大学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目前担任商业机构上海复启教
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顾问与
NGO 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
中心总干事等职务。

1982 年出生于江苏的周颖
就读于复旦大学 MBA 专业，现
任上海复启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CEO 与上海杨浦区赋启青
年发展中心执行主任职务。

从学生时代的公益社团、支
教经历到现在的商业教育课程
研发推广及 NGO 组织下的非沪
籍青少年学生关爱项目工作，走
上公益道路后的周颖，其生活一
直与“教育”和“公益”密不可分。

关注上海非沪籍青少年成长

2013 年， 旨在服务上海市
非沪籍流动青少年的“新公民
之声”公益项目开始上线，这也
是陈双卯、 周颖夫妇所在的上
海市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中心
最早发起的较大型的公益项
目， 而隶属该项目的旨在帮助
非沪籍青少年了解未来职业的

“成功之冀” 分项目早在 2011
年就已上线。

为什么会做上海非沪籍青
少年的项目呢？ 周颖谈道：“因为
（我）2008 年进学校，最早接触到
孩子，我觉得（他们）‘留不住，又
回不去’ 是一种很纠结的状态。
他们从小在上海出生，初中预备
班后升高一，大部分都是会被打
回原籍的。 很多孩子其实不觉得
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我们
觉得这群人可以变成城市的一
部分，城市应该海纳百川把他们
容纳进来。 ”

谈到设立“成功之冀”的原
因，周颖感慨道：“他们比我们城
市的孩子更早要去决定职业。 我
们大部分是考大学———18、19 岁

的时候选专业， 而他
们在上海（不回原籍
参加中考、 高考）的
话 ， 就只有一条选
择———去职业学校。
所以他们 13、14 岁就
要决定未来他们是要
学美容、数控、电动还
是别的什么， 但其实
很多孩子家长完全不
知道那个是什么。 ”

“大概初二、初三
年龄段， 我们会做生
涯规划（成功之冀）的
项目，也是（让学生）
了解自己， 然后去了
解这些职业的可能
性， 他们就可以去做
选择。 他们的爸爸妈
妈其实是没有办法去
帮他们做选择的。”周
颖表示。

为帮助非沪籍青少年更好
地融入社会，2013 年， 赋启青年
发展中心研发了更为系统全面
的“新公民之声”公益项目，并设
计了筹措、赋权、发掘、探索、发
声五个阶段的项目框架。

在“发声阶段”，项目引入了
有声照片（Photo voice）影像发声
技术，让学生在访谈企业与职业
人的过程中拍摄任何他们想要
拍摄的照片并进行个人解读，之
后赋启青年发展中心会帮助他
们把相关音频以二维码的形式
附在照片上。

这样的特色照片汇集多张
之后，赋启青年发展中心将举办
有声照片展来使他们的声音能
被社会上更多的人倾听和重视，

“孩子其实也是需要有仪式感
的。 ”周颖说道。

二维码制作是有成本的，坚
持有声照片的背后是否还有更
深层的原因？

对此 ， 周颖表示 ：“photo
voice 的项目是 2013 年开始做
的，当时也是华理（华东理工大
学）的一个社工———一个有名的
老师，他非常喜欢赋权，我也很
喜欢赋权的理念，一起研发了这
个项目。 因为孩子都不喜欢背
书，所以让他随便去拍任何他想
拍的照片。（他们的照片）我们没
有修过，我觉得照片的精美不重
要，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选这个
角度，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所以
我们就觉得 photo voice 应该是
比较适合的方式，而且大家现在
都有智能手机， 都可以拍照，所
以其实都可以不用相机。 ”

“我还记得，有一个孩子照
片拍的都是上海的各个摄像头，
他就只拍上海的摄像头。 然后他
上课的时候，（我们志愿者老师）
就有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城市
需要摄像头，你觉得我们跟被观
察的小动物有什么区别，像这样
的问题，都是很开放的。 他开始
去了解这个城市了，然后你就可
以跟他一起去探索城市为什么
需要摄像头，是谁放了那个摄像

头，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又会
有什么样的弊端，如果以后你有
可能决定这个城市装不装摄像
头，你会在哪里装，怎么装？ 这个
其实我觉得就是赋权的方式，他
们开始觉得他们跟社会有连
接。 ”周颖回忆道。

培养并提供专业志愿者

目前，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拥
有五大项目，分别是 Diggers（掘）
青年领袖营 、JOBinn 职涯加速
营、 新公民社会融入计划、KPD
社会创新大赛和高校社团细胞
发展计划。 除“新公民之声”（又
称新公民社会融入计划） 外，

“Diggers 青年领袖营” 是其中另
一个发展较为成熟的核心项目。

据周颖介绍， 设立 Diggers
项目最早是因为“新公民之声”
项目执行过程中对志愿者有着
大量需求，是为了帮其选拔合适
的志愿者。

随着机构中志愿者规模的
不断扩大，周颖感到“如果把这
群大学生（只是当）做志愿者，他
们其实是没有凝聚力的。 做志愿
者很难，因为他们没有（相关）配
置。 ”为保留大学生志愿者，赋启
青年发展中心逐渐升级发展了

“Diggers 青年领袖营”项目，致力
于系统性地培养代号为“黑衣
人”的专业青年公益人才，并为
这些公益人才提供公益历练、专
业培训、社群、职业规划等诸多
服务。

哪些青年人可以申请 Dig－
gers 项目呢？陈双卯表示，申请人
多是大学生，也有一些是其他公
益机构的工作人员。 当问到向公
益同行提供专业志愿者培训会
不会被复制模式时， 周颖表示，
就整个公益行业的志愿者缺口
而言， 他们的力量太小了。 Dig－
gers 的理念是“教育不是把人填
满，而是把人点燃，期待能挖掘
人群中 1%的有料青年， 去影响
世界上其他 99%的伙伴”。

据了解，为点燃 1%，实现更
大的公益覆盖量，“Diggers 青年

领袖营”项目不仅为“新公民之
声”提供志愿者服务，还为其他
公益机构的一些公益项目提供
志愿者服务。 例如上海联劝公益
基金会“一个鸡蛋的暴走”。

2013 年，第一次尝试在“一
个鸡蛋的暴走” 项目上直接申
请资金的赋启青年发展中心，
于第二年开始组织机构里的志
愿者组建公益自筹队， 亲自上
阵筹款。

“最早去到联劝的时候，联
劝是（劝我们说）你们来申请我
们的钱吧，大学生志愿者就不必
了， 因为他们是没有筹款能力
的，大学生参加‘一个鸡蛋的暴
走’就像春游，走了 10 公里累了
就去看电影了。 我说我们这群大
学生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当时
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是第一个联
劝愿意让大学生（公益自筹队）
来参加‘一个鸡蛋的暴走’的。 那
一年，我们是 5 个队伍，然后筹
款笔数第一。 ”周颖表示，通过志
愿者的自筹行为，联劝对他们机
构大学生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能
力有了较高的认可，并逐渐开始
向他们征集“一个鸡蛋的暴走”
活动的志愿者服务，由此，赋启
青年发展中心也打开了对外提
供专业志愿者服务的新的公益
方向， 同时也为 Diggers 志愿者
们提供了更多的公益历练机会。

“第三年的时候，联劝说他
们其实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每年
需要上百名志愿者，他就问我可
不可以给他们提供志愿者。 我们
说可以的。 然后从第四年开始，
联劝就把整个终点承包给我们
……每年‘一个鸡蛋的暴走’大
概会有 150 名志愿者是我们
Diggers 的志愿者。 ”“现在我们跟
联劝更多是一个合作伙伴（关
系）， 我们是联劝最大的志愿者
提供方。 ”周颖说道。

商业教育促进“民非”发展

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是 2013
年正式注册的民办非营利社会
组织，而其旗下“新公民之声”的

“成功之冀”分项目早在 2011 年
就已经上线了。 周颖解释道：
“2010 年我们就开始做（项目）
了，那年（我）毕业，但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注册民非，没有主管单
位，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成立了
一家复启教育（上海复启教育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 ”

最初是不得已之举，但之后
多年的公益经历使周颖渐渐感
到，当初成立商业教育机构来助
力公益实乃幸运之举。

周颖表示：“它（复启教育）
其实最主要的商业部分是做课
程研发，我们会跟很多机构去研
发课程，这也可以保证我们在赋
启青年发展中心给到所有的课
程（品质）是有保证的。 民非是养
不起研发团队的， 完全养不出
来。 所有的课程研发团队都是商
业机构在养。 ”

除了提供课程，帮助非沪籍
青少年以及培训“黑衣人”志愿
者等，复启教育在资金方面也为
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提供了较多
的帮助。

譬如 2016 年，因为政策导向
等原因，基金会减少了对上海随
迁子女项目的支持，赋启青年发
展中心“新公民之声”项目的筹
款因此遇到了困难。“所以我们
就会自己支持我们自己项目，也
很庆幸当时没成立民非，所以我
们还是会有一些资金去支持随
迁（子女）的项目。 ”周颖说道，最
主要的还是养赋启青年发展中
心的工作人员。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新公民之声”项目已累计服务 9
所学校，开展 212 次活动，培训
2000 人次志愿者，受益随迁子女
已超 11812 人， 其项目总服务时
长愈 16000 小时，平均为每位学
员提供了 25 小时的课程与陪
伴；“Diggers 青年领袖训练营”项
目累计开展 29 期，覆盖全国 300
多家社团， 在高校巡讲超过 240
场， 共培养 1200 余名优秀公益
青年……

这一系列的数据， 是陈双
卯、 周颖夫妇和他们的志愿者
以及其他伙伴们共同努力了八
年的成果。 八年来，陈周夫妇和
赋启青年发展中心一直坚持以
1%来影响 99%的公益理念，谈
到这里， 周颖感慨道：“我们的
资金和力量并不充裕， 像现在
很多公益组织都在问我们帮他
们培养志愿者， 但我们的力量
真的很有限， 所以我们觉得其
实是找到那个愿意的 1%的人，
他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影响更多
的人，包括帮我们去服务孩子、
服务身边的人。 我们觉得其实
公益这件事情很像水和盐，所
有的人看到我们都会觉得我们
是水， 但是能改变这个水的其
实是那个盐。 盐只要有一粒，整
个水就会变成盐水。 挺想在人
生中找到那个盐， 盐可以把所
有水变成盐水，只要一点点，其
实就会有（改变）。 ”

� � 有声照片展现场,陈双卯（前排左三）、周颖（前排右四）与大家合影（图片由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