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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公益种子

成都探索建立社区基金
如何打造“友善之城·尚善

之都”，如何将“友善公益”的种
子播撒到全部社区？ 成都探索出
了一条具有特色的慈善之路：探
索建立社区基金、助力建设和谐
宜居生活社区。

2014 年，成都市慈善总会提
出要打造社区公益慈善平台，发
展社区基金作为打造社区公益
慈善平台的重要一环，为成都社
区整合慈善资源、 畅通募资渠
道、撬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发挥
了重要作用。

从 2014 年起，成都在社区
内发起了通过集市、 共同购
买、城乡社区互动、辖区单位
和社区居民捐赠、 企业冠名、
创办社区社会企业等多种方
式建立的社区公益微基金，每
年市级投入 500 万元用于扶持
城乡社区设立社区基金。 发展
至今，社区慈善基金已覆盖成
都中心城区和郊区市县，基金
数量达 300 余只， 基金规模达
2500 万元。

社区慈善基金发展模式非
常简单： 社区中的每个家庭、商
户、企业都可向社区基金捐赠善
款。 一笔笔由社区居民、商户、企
业家汇来的善款就这样汇聚成
社区慈善基金。 在成都的大小社
区内，都有着这样一个独特的温
暖所在，家庭或个人，需要助学、
助困、助老、助残等帮助时，都能
向社区提出申请。

成立社区慈善基金
为居民开个人账户

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街道
杨柳巷社区做起了“吃螃蟹的
人”。 2014 年 7 月，杨柳巷社区慈
善基金成立。 社区内的居民、商
家捐钱捐物， 社区进行义卖、拍
卖等活动，构成了社区慈善基金
的主要来源。

杨柳巷社区主任胡主任介
绍，社区内将每年 7 月 1 日设置
为社区慈善日，同时还在社区内
采取为居民开设个人慈善基金
账户的方式进行社区慈善基金
筹集，四年多时间，社区慈善基
金账户已经累计收到了 9 万余
元，这一切要归功于社区慈善第

一人———今年已经 84 岁高龄的
吴爷爷。

胡主任介绍，2014 年吴爷爷
过 80 大寿时， 做出了一个影响
社区慈善事业发展的决定，他将
自己闲暇时候写下的所有书法
作品进行了拍卖，将拍卖所得的
3360 元全部捐给了社区慈善基
金。“当时社区里的居民都很感
动， 吴爷爷也给了我们灵感，给
每个愿意捐钱捐物的居民开设
个人社区慈善基金账户，居民捐
赠的每一笔钱都会汇入个人慈
善基金中，并留下记录，基金账
户的主人也可以提出想如何使
用这笔基金。 ”

助残、助老、助医、助学……
社区基金中的善款都用于帮助
社区内的困难人群。 值得一提的
是，2018 年， 杨柳巷社区内传来
的两件大喜事都和这笔社区慈
善基金有关。“去年 8 月，社区内
有两个接受资助的娃娃拿到了
大学通知书，一个考上了西南交
大，一个考上了川北医学院。 ”胡
主任说，这两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家里情况都很特殊， 父亲去世，
母亲不在身旁， 几乎是家徒四
壁。 社区工作人员了解之后，用
社区慈善基金为他们解决了生
活费问题，让两个孩子能够安心
学习。“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考
上了大学，就是对社区里好心人
的最好回报，这也是社区慈善基
金结出的善果。 ”

如今，杨柳巷社区里已经有
了 36 个个人慈善基金账户，吴
爷爷的 3360 元依旧是个人捐款
数目最多的一笔。“居民们都愿
意来献爱心，尤其是知道资助的
两个娃娃考上大学之后，都愿意
为社区慈善事业出力，以后也一
定会有更多的居民开设个人慈
善基金账户，为社区慈善助力。 ”
对于社区基金未来的发展，胡主
任颇有信心。

社区慈善基金从何而来？
公益茶座、报摊摆起来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
区成立之时，就同步建立了一只
社区基金。 如今，这个成立快三
周年的社区内，早已被一股浓厚

的友善公益氛围围绕。 居民在红
色公益长廊中漫步闲话，自觉在
慈善报摊上投币买报和慈善茶
座上 10 元一杯的公益茶水……
这些社区内随处可见的景象，已
经让这只社区公益基金逐渐雄
厚起来。据安公社区主任李蕾介
绍，光是 2017 年，就通过募捐、
义卖等方式筹集到 30 多万元慈
善基金，用来帮扶社区内的困难
群众。

2016 年初， 李蕾带领社区
想到一个金点子———设公益茶
座为基金筹款。“公益茶座的意
思是居民到这里喝茶所得的收
入全部捐入社区慈善基金里。 ”
李蕾说， 公益茶座的位置在河
边一个风景较好的地段，茶叶、
杯子、桌椅等物品，都是社区党
员、 商家等自愿送来， 茶水 10
元一杯，如果有人前来喝茶，将
茶水钱投入募捐箱里即可。 经
过两年多的发展， 公益茶座项
目已经成为社区慈善基金的示
范性项目。

为了将慈善事业和推动社
区治理发展结合起来，安公社区
可不只尝试公益茶座这一个项
目。 他们还将社区内的报纸收集
起来， 以一元一份的价格出售，
社区居民自愿购买，并将自己的

“一元爱心” 投入社区慈善基金
中来。

在安公社区，慈善基金主要
用于帮助老人、 小孩等弱势、困
难群体， 不仅是钱财物帮助，更
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社区的
温暖和关怀。“除了定期给他们
送去一些物质上的帮助，我们还
会用慈善基金申请举办一些慈
善项目，例如，重阳节为社区老
人集体庆祝节日等。 ”李蕾还说，
未来社区还将实行老人智能手
环、环卫工人暖心套装、阳光拐
棍项目、 就业困难人员帮扶等 6
个重点慈善项目，并定期安排志

愿者到老人家里陪他们散步，通
过这些方式让这股友善公益的
力量传遍社区。

促进社区基金服务网络化
打造专业基金管理人才

尽管成都的社区慈善基金
已经覆盖了全域成都，但是基金
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待解决的
难点。 一方面，既要保证社区基
金的每一分善款用对用好，有法
可依，有规可循，又要兼顾社区
基金使用的便捷性，如何在这两
者之间维持平衡是社区基金管
理的一大难点。 另一方面，社区
基金人才队伍急缺。 随着社区基
金数量与资金规模的与日俱增，
各个社区基金管理团队的专业
水平还有极大的提高空间，专业
人才的缺失也是制约社区基金
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此，成都市慈善总会对症
下药， 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
是促进社区基金服务的网络化，
通过信息管理平台打造升级，优
化社区基金服务流程，使社区基
金的使用更加便捷高效；二是开
展一系列的人才培训，为有需求
的社区基金管理人员提供专业
培训， 让他们在培训中成长，在
实操中练技能，通过人才梯队的
打造为成都市社区基金（会）输
入新鲜血液。

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
创新“慈善社区”评定

经过一次次的探索与改进，
成都市已经摸索出了社区慈善
基金建设道路上的一些经验。 成
都市慈善总会将其总结为三点：
多边推动、 批量建立的新模式，
推动成都市慈善总会互联网众
筹平台助力社区基金发展，创新

“慈善社区”评定。

首先，要深化与区市县的战
略合作，探索多边推动、批量建
立的新模式，推动社区微基金由
单点分散式推动逐步升级为线
面批量性推动为主、单点分散式
推动为辅的新模式；其次，在利
用互联网众筹平台方面，2018 年
99 公益日期间，成都市慈善总会
联合温江区政府、 温江区民政
局、成都市和谐社区发展促进会
共同发起“大爱温江 幸福社
区”网络众筹项目，通过网络的
力量带动温江区 118 个社区、
100 多家爱心企业、10 万余民众
共同参与，成了腾讯乐捐第一个
筹资最高的社区项目； 再次，在

“慈善社区”评定方面，2019 年 1
月 3 日，成都市慈善总会公布了
武侯区玉林街道玉林东路社区、
金牛区荷花池街道杨柳巷社区、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等
全市首批 10 个慈善社区， 并为
其授牌。

在代表着成都天府文化精
神特质的十六字中，“友善公益”
占有一席之位，这是从悠久而深
厚的“天府文化”中提炼出的精
神特质之一。 在未来对社区慈善
基金发展的规划蓝图中，成都市
慈善总会提出要提升现有的 300
余只社区存量基金质量，通过 3~
5 年努力， 将全市社区基金拓展
到 1000 只，协同各村、社区募集
资金不少于 1000 万。

慈善必须根植于社区，社区
治理要通过志愿服务焕发出
“善”的魅力，使公益事业、社区
达到很好的“善治”。 成都市慈善
总会就这样在建立社区慈善基
金的过程中，达到筹人筹钱筹规
则的目标，推动成都加快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传承
天府慈善文化，汇聚社会慈善力
量，共建新时代成都“友善公益
之城·尚善之都”。

（据《善城》杂志）

成都市天府新区安公社区居民为爱心茶座捐物

杨柳社区居民正在义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