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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公益是一份无法割舍的事业
如果说成为一名志愿者需

要热情和感性，那么坚持志愿服
务、坚持做公益需要的则是执着
和理性。 上海向阳花青年公益社
创始人孙冰对此感受颇深，从普
通志愿者到职业公益人，12 年时
间，公益逐渐成为他一辈子无法
割舍的事业。

时间回溯到 2006 年，计算机
专业毕业的孙冰，找到一份还不
错的工作， 开始朝九晚五的生
活，每天两点一线，日子过得平
淡。 他时常以为，这就是自己的
一辈子：按时上班，准时下班。

一次同事间的闲聊， 打破了
他原本波澜不惊的平淡生活。“公
司里有个同事是一家公益社团的
成员，周末常常去做志愿者”。

一方面出于好奇，另一方面
孙冰读大学时便对公益心存期
待。“我找到了同事，请求他下次
活动时带上我。 ”

孙冰和公益有了第一次“亲密
接触”。他记得，那次志愿活动去往
上海第一福利院慰问孤寡老人，服
务内容简单，在两个小时里，陪福
利院里的老人说说话聊聊天。

短短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但
带给孙冰内心的冲击却持久而
强烈。 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这
么简单的一件事，就可以让他人
感到快乐。 成就感和满足感让他
平淡的生活泛起涟漪，“公益好
像有点意思”。

自此， 孙冰加入公益社团，
成了最积极的成员之一，几乎每
次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最忙
碌的时候， 他一个周末要参加 5
场公益活动。

“当时的公益社团服务项目
比较单一，服务人群主要是孤寡
老人，相对局限。 ”孙冰说，接触
了越来越多需要帮助的人，愈发
感觉自己个人力量很渺小，希望
自己可以发动更多人，做贴近普
通人的公益。

2007 年 5 月，孙冰正式发起
上海向阳花青年公益社，希望通
过社会化服务的理念，推进公益
创新，带动和影响更多人。

此时的孙冰已经开始将工
作的重心转移到公益，2007 年 8

月，他衡量再三，最终决定放弃
原本稳定的工作， 瞒着家人，开
始了职业公益人的道路。

“因为瞒着家里，我每天还
是按时背着包走出家门，有点像
电视里演的那样。 ”孙冰说，公益
社刚刚启动的那段时间，一腔热
血渐渐被残酷的现实浇灭，“虽
然知道做公益的路很难，但没想
到会这么难，没资金、没项目，到
底要怎么干？ ”

直到 2008年年初， 凭借一步
步积累下的经验和人脉，他逐渐参
与到政府公益服务项目中来，跟志
愿者们一起去上海长宁区仙霞街
道开展空巢老人结对关爱，成为一
项长期延续性公益服务项目。

2008 年 5 月，汶川地震的消
息传来，在短短 3 周内，孙冰跟
伙伴们通过努力募集到总价值
30 余万元的 600 多箱救灾物资，
通过空运和铁路送到灾区。

从那时起，向阳花的种子逐
渐破土发芽，开始生长。 对孙冰
来说，他的公益理念也开始逐渐
趋于理性。

“有两三年的时间吧，我是
没什么收入的。 ”孙冰说，即便如
此，他也没想过放弃，“我是个有
些自负的人，想做的事，就一定
要做成。 ”

2010 年，向阳花正式注册成
为民办非营利组织，整体承接了
仙霞社区的世博志愿者培训工
作，从志愿者面试、培训、排班到
上岗督导，每一步孙冰都亲力亲
为，成了一名真正的“志愿狂”。

良好的口碑， 踏实的作风，
让向阳花一步步走上正轨，逐渐
成为上海众多公益组织中值得
信赖的团队。 孙冰用 3 年的坚
持，让向阳花真正“活”了下来。

向阳花，代表着青春、朝气、
向上，从 2011 年开始，孙冰将很
大一部分精力聚焦于上海外来
务工人群及其子女。

“上海有 1000 多万的外来务
工人员， 这么庞大的务工者群
体， 对应着同样庞大的留守儿
童。 ”孙冰说，这是我们不得不去
关注的一群人。

从 2011 年到 2016 年的 6 年
里， 向阳花持续推动融汇·家上
海项目，聚焦“新上海人”，多角
度全方位让他们找到归属感：他
们收集整理政府发布的新上海
人相关政策法规，以四格漫画形
式进行传达；为相对贫困的新上
海人二代免费开设舞蹈班、民乐
班；发起在沪建设者留守子女上
海行，7 天的夏令营活动，孙冰和
伙伴们共发动了上海 30 余家企

事业单位参与其中……
2016 年，一次贵州山区探望

留守儿童的经历，让孙冰有了新
的想法。

那是一场简短的对话，发生在
孙冰和一对留守的小姐妹之间。

“想不想爸爸妈妈？ ”孙冰问。
“想。 ”姐姐悄声说。
“想爸爸会做什么？ ”
“看照片。 ”姐姐说完，便跑到

屋里，回来时手里拿着张照片。
孙冰对那张照片印象深

刻———一寸照，边角磨损，有些
泛黄，看起来是孩子爸爸很年轻
的时候拍下的。

孙冰问：“想妈妈吗？ 还记得
妈妈长什么样吗？ ”

读一年级的妹妹特别认真
地想了想，说：“不知道，因为妈
妈连一寸照片都没有。 ”

这次探访结束后，孙冰决定
做一件事，发起“两地书”项目，
以拍摄照片的形式，还原上海外
来打工者与留守儿童间的生活
样貌， 做成相册进行互相传递。
向阳花成为桥梁，集中拍摄和收
集大人们在上海的生活，装订成
相册后通过志愿者传递到家里，
同时，志愿者拍摄家中孩子们的
照片，带回上海。

后来，这个项目被外来打工

者亲切地称为“隔空团聚”，是一
种团聚的折中方式。“希望可以
让孩子和家长之间，有一份团聚
的喜悦感。 ”孙冰说。

在 5 月 31 日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和中国青年报社共同召
开的“弘扬五四精神?创新志愿服
务”主题座谈会上，孙冰用一句
话对公益作了诠释，他说：“用心
去温暖身边的世界，世界便终将
温暖人心。 ”

作为“全国优秀正能量志愿
者”， 孙冰跟其他获奖者多多少
少显得有些不同。

“做公益的大多都是年轻
人？很多人都选择兼职做公益？ ”
孙冰说，年轻人无所畏惧，有热
心有热情， 但随着年龄增长，生
活压力纷至沓来，生存永远是第
一位的。

所以，职业公益人孙冰从不回
避谈钱，“作为公益组织，自己先活
好了，才能想着让更多人过好”。

在孙冰看来，向阳花首先是
以公益为底色的社会化服务组
织，为了维持日常运转，向阳花
围绕公益创新，为政府、企业提
供定制化的公益服务。 这是孙冰
作为职业公益人最理性的部分。

但是，他无法改变的是内心
最感性部分的公益初心。 比如每
年夏天，向阳花都会组织发起山
区支教项目，除了依托基金会少
量资金支持，向阳花需要自己进
行补贴和投入。 7 月中旬，支教队
伍已经分别前往贵州遵义道真
县、江西吉安遂川县，阿里巴巴
的 1 万元正能量志愿者奖金，孙
冰几乎都投入到支教项目当中。

“我希望公益是可循环的、专
业的，是有造血机制的。 ”孙冰说，
社会上对志愿者有很多偏见，甚
至有道德上的“绑架”，认为志愿
者就是要付出，不该谈“钱”。

孙冰希望志愿者、 公益人可
以早日“解绑”，“做志愿者，不是
耀眼的，也不是光芒四射的，他们
也是普通人， 在做一件普通的
事。 ”孙冰说，只是这件事，是关于
公益，是帮助和影响他人，让社会
变得更好。

（据《中国青年报》）

专家建议

张凌霄认为，首先，社会组
织的名称应当是社会组织品牌
保护的一个重点。

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
条相关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享
有名称权、 名誉权、 荣誉权等权
利。 社会组织作为民法总则中规
定的非营利法人， 虽然登记注册
机关为民政部门， 但作为独立法
人单位，也是市场主体的一部分，
具有一般权利人的属性， 包括享
有名称权和知识产权等的权利。

其次，如果其他社会组织或
者公司注册了与已有社会组织
名称相似的名称，那么就一定违
法或者侵权么？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
条第二款规定： 经营者不得实施
下列混淆行为， 引人误认为是他
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
系： 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
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社
会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姓名
（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

此处其他主体使用近似名
称若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至
少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社会组织
名称在对方使用名称的区域和
范围内应当具有显著知名度。 如
果社会组织的名称包括简称，具
有显著性，并且经过社会组织长
期、广泛地对外使用，为相关公
众所知悉，则其他主体在相同区
域内仍使用相同或相类似名称
的，则有违法之嫌；二是其他主

体使用相关近似名称，会造成公
众误解为其他主体提供的服务
系已有社会组织所提供。《反不
正当竞争法》并未限制经营者之
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也
没有要求其从事相同行业，经营
者只要擅自使用他人近似的名
称，导致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和误
认是他人的商品或服务的，则有
可能涉嫌不正当竞争。

再次， 虽然社会组织名称权
或知识产权遭受侵权后， 社会组
织可采取依法提起诉讼等方式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但一旦被侵
权，维权过程较为艰难，且被侵权
时社会组织的声誉可能已经遭受
损害，不利于社会组织品牌维护。
所以社会组织应及时将其名称或
简称注册成商标， 这样能尽量避

免其他法人滥用社会组织的名
称，损害社会组织的名誉，也为后
续维权拓展了维权途径。 若该商
标符合“驰名商标”的标准，他人
再注册相同的企业名称可能会被
认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综上，社会组织应对其涉及
的包括但不限于版权、 商标、专
利、专有技术、品牌等全部知识
产权进行合法有效的保护，建立
起社会组织全方位的知识产权
防护体系。

对此陆璇也给出两点建议：
一是加强自身保护。
比如提高知识产权的法律

意识， 提升无形资产的管理水
平，让知识产权得以确认，该去
登记的登记，有的可以去版权局
申请作品登记证，把品牌与标识

标志申请商标，外观设计可申请
专利，机构需要保护的商业秘密
建立保密制度等。

二是不要使用来源不明的
作品。

不乏有公益组织在微信微
博中使用过他人的照片，被权利
人起诉要求每张照片赔付相应
金额。 所以应尽量使用原创图片
或文字，不要未经许可擅自使用
他人的作品。

在给组织或项目起名字之
前要去网上进行商标检索，看是
否和别的企业或社会组织的注
册商标重合。

两方面意识都有了之后可
有效减少此类纠纷，另外在相关
权益受到侵犯之后可以通过法
律手段来维权。

（上接 08 版）

孙冰给江西的孤儿过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