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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庙会，不断走向专业化系统化

为公益机构提供展示平台

今年的广府慈善庙会吸引
20 家公益慈善组织到现场进行
摊位展示互动，广州市广爱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爱
社工”）是其中一家，他们今年在
慈善庙会上义卖“绿精灵”所制
作的莲花杯蜡烛和中草药香囊。

龙凤街社工站是广爱社工
承接的服务站点之一，简姑娘则
是龙凤街“绿精灵合作创业项
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在本次
慈善庙会中筹备广爱社工摊位
的负责人。 她表示参加慈善庙会
是希望借助慈善庙会这样广阔
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到有“绿
精灵”这群人，这个项目。

“小苹果”，是简姑娘以及其
他广爱社工对残障人士的昵称，
取义“世上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
过一口的苹果， 都是有缺陷的
人”。 有的人缺陷比较大，是因为
上帝特别喜爱他的芬芳。 而龙凤
街的“小苹果”还有一个名字，叫

“绿精灵”。
从 2018 年 2 月开始，龙凤街

的“绿精灵”通过社工搭建的平
台， 自学自制自卖多肉植物、香
薰蜡烛而赚取零花钱。 而该平台
同时也为困难伤残人士提供一
些辅助资金。 这就是龙凤街的

“绿精灵合作创业项目”。 因为多
肉植物多数是绿色的，所以就亲
切称呼他们为“绿精灵”。

摆摊当天，很多广州街坊了
解到“绿精灵合作创业项目”的
助残障人士就业计划后，有慷慨

解囊的， 有对手工产品提意见
的，也有感叹这些手工艺品精美
的。“其实残障人士还有很多可
能”。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这群“绿
精灵”们大受鼓舞。 善心就这样
一点点汇聚。 这场慈善庙会撬动
了很多人， 也感染了很多人，激
励了很多人。 简姑娘和小伙伴在
慈善庙会摆摊两日，共筹集了现
金 2000 多元。

简姑娘说，这场在慈善庙会
的摆摊，有很多促成者。 广州市
慈善会等给他们这些公益机构
和项目造了“舞台”，使“绿精灵”
站在“舞台”中央，展示他们的手
工艺品，而很多像简姑娘这样的
社工和义工则是“灯光师”。

2018 年，慈善和广府庙会特
色传统文化结合，既让参与的公
益慈善组织既筹集到款项，也让
市民更好地了解到机构和品牌
项目。

据了解，在今年慈善庙会的
招募公告发出之际，广州市慈善
会就收到众多机构咨询，意向报
名参与慈善庙会。 除了简姑娘的

“绿精灵”项目，广州市素食慈善
协会也是参与今年慈善庙会的
众多公益机构之一。

据广州市素食慈善协会的
负责人介绍，该机构于 2017 年成
立，“长者素食健康餐”项目通过
与素食餐馆合作，为广州地区 60
周岁以上的素食长者提供素食
午餐，作为长者饭堂餐品多元化
的补充。 参加本次慈善庙会的目
的是为了帮助他们的公益项目
筹款。 对于一个发展时间较短的
公益机构来说，慈善庙会为他们

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和与市
民的互动空间。

“互联网+慈善庙会”

在广益联募平台上，简姑娘
和“绿精灵”的残障人士过渡性
就业计划筹款完成度已达到
35%， 有 500 多位市民支持他们
的项目，共筹集 1.7 万元。进度条
还在不断推进，这笔资金亦将如

“涟漪” 般辐射出去帮助更多的
残障人士实现就业。

助残障者创业就业， 一直
是社会福利行业的一块硬骨
头。 龙凤街社工站有位年过 30
的“绿精灵”，最近几年都在招
聘会上找工作， 但囿于学历不
高而迟迟没找到。 简姑娘说，虽
然有些“绿精灵”不太会表达，
但她能感受到他们真的渴望以
项目作为跳板， 跃进更广阔的
天空。

时间追溯至 2018 年年初，广
州市慈善会携手广州市越秀区
文化发展促进会一同设立并启
动“广府庙会公益基金”，该基金

旨在为社区困境儿童、困难长者
等特殊群体筹集善款。

2011 年，第一届广府庙会成
功举办，2013 年广府庙会开始融
入慈善元素，之后慈善元素不断
汇聚，慈善庙会的发展道路也越
来越走向专业化和系统化。

今年，慈善庙会吸取上一年
的经验教训，在广益联募平台设
立了 2019 广府庙会之慈善庙会
专题，除了在公益摊位摆放捐款
二维码外，还在北京路慈善一条
街沿线及商家摊位等放置了广
府庙会公益基金和各机构公益
项目的捐赠二维码，通过“互联
网+慈善庙会”，突破时间空间限
制，让公众不在庙会现场也可以
实现“随手捐”献爱心。

这也是慈善庙会实现“慈善
庙会+互联网” 模式的第二个年
头了。 目前广益联募慈善庙会专
题已为 12 个公益慈善项目筹集
到 36 万多元， 比去年增加了一
倍。 据了解，“慈善庙会”专题将
持续一整年，预计将帮助更多公
益项目实现预期目标和帮助更
多困难长者、困境儿童等有需要

的人。
随着广府慈善庙会的“招

牌”不断被擦亮，它的内涵也不
断被延展。 今年慈善庙会的特色
之一就是邀请了近 40 名来自清
远地区的留守儿童到慈善庙会
来感受广府的文化。 同时，今年
广府庙会创市集儿童公益元素
凸显，通过留守儿童印象庙会作
品生动再现留守儿童的学习、生
活场景，让广大爱心市民了解并
关注留守儿童群体。

广州市慈善会秘书长助理
谢际国介绍：“今年的慈善庙会
与往年相比， 规模进一步扩大，
共有 20 家公益机构摆摊， 而公
益演出也从去年的 3 天增至 7
天，公益演出的类型更为丰富。 ”

据了解，今年慈善庙会表演
群体更为多样化，有由退休人员
组成的艺术团、 义工联的义工、
残障人士，还有利用周日休假的
小学生们， 表演形式也丰富多
样，节目中的粤剧、汉服及少数
民族舞蹈表演， 更是将广府文
化、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巧
妙融合。 （据《善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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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争议，
自我建设才是硬道理

充满争议的事物往往是一
把“双刃剑”，想要发挥积极作用
取决于正向的操纵方法。 从大众
对大学生支教的质疑角度来看，
大众所指向的矛头是大学生群
体而非支教行为。 谈及大学生志
愿者如何在支教过程中做好自
己，益微青年向《公益时报》记者
展示了一份素质能力模型。

据益微青年华北项目主任
（北京）金上青介绍，这套素质能
力模型叫做协作式领导力，是基
于乡村夏令营场景，支持大学生
成长和夏令营举办的理论框架。
益微青年将其进行细分与解读，
融入了志愿者招募、培训、发展、

实践等各个方面。
为推进该模型的使用，益微

青年还在项目的不同阶段推行
问卷测评帮助大学生培养和开
发各种能力。 据介绍，问卷分为
自我评价和队友评价两个部分。
益微青年希望每一个大学生志
愿者在个人自察和他人观察的
过程中发现自身的不足，并制定
行动方案，促成个人进步。

日慈基金会的课程研发及
培训官员杨艺彬认为，在贯穿支
教始终的过程中，大学生可以花
一些时间探究自我身份与学生
定位之间的关系。 他说：“在支教
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交互是一
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话题。 虽然我
们站在讲台之上，但课堂真正的
主体性是否得以体现在学生身
上？ 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课堂设

计，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完全放
弃管理和把控？ 如何找到课堂角
色主客体间的和谐与平衡，也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支教的进程
与成果。 ”

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将
大学生支教的组成部分进行了
细致划分，并且在夏令营开始前
对志愿者进行集中培训。 尽管准
备已经比较完备，但“未来英才

夏令营”项目负责人尹薇仍然认
为问题无法完全解决。 她说：“大
学生支教的问题一直存在，而且
很多问题呈现反复性。 即使相同
的问题再度出现，也未必有通用
的解决方案，因为孩子、志愿者、
情境都是变化的。 ”

正如尹薇所说，网上有许多
大学生支教的课程与资源可以
获取，但前提是大学生的公益心
是否可以支撑他们去主动学习。

目前正值暑假，成千上万的
大学生从城市涌入乡村，从大学
回归小学。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
有限的能力只能支撑他们对部
分大学生进行培训，更多有意向
参与支教的大学生仍然需要自
己做好准备。 而无论是否接受过
专业培训，从内而外的自我建设
才是完成支教的必修课。

张晓艺与孩子沟通

（上接 09 版）

今年 2 月 19 日，2019 广府慈善庙会在广州市大佛寺北广场拉开
帷幕。

广府慈善庙会由广州市民政局、越秀区委宣传部指导，广府庙会
组委会主办，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广州市慈善会、广州市广益联合
募捐发展中心、越秀区民政局、越秀区慈善会承办。

慈善庙会从 2 月 19 日持续到 25 日，吸引 20 家公益机构到现场进
行摊位展示互动。 现场还有慈善拍卖、慈善义卖、关爱儿童创意市集、
“广府庙会号”双层观光巴士等多种慈善形式，为广府庙会公益基金和
其他慈善项目筹款，助力广州“慈善之城”的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