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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不筹款不抢购物资

基金会可以这样助力疫情防控

理性参与疫情防控

正荣公益基金会是较早参
与疫情防控的基金会之一。 作为
一家由企业发起成立的基金会，
其并没有着急到处筹钱，也未四
处采购口罩、 防护服等物资，而
是选择以小额资助的方式支持
更多专业社会组织开展补充性
疫情防控。

正荣公益基金会发起方正
荣集团通过正荣公益基金会，先
期设立了 1000万元的新型肺炎疫
情防控专项基金。在尊重捐赠人意
向的基础上，基金会通过该专项基
金首批推出两个公益行动：

一是捐赠支援疫区前线，向
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捐赠现
金 300 万元（已捐赠到账），专项
用于武汉疫区前线抗击及防治
工作， 包括急需医用物资的采
购，以及对一线医护人员的支持
和保障等；二是开通绿色支援通
道，面向全国各区域，支持专业
公益组织开展补充性疫情防控，
发动更多社会力量理性参与抗
疫行动。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青卫
公共健康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安徽青卫”）是此次受到基金会
资助的机构之一，该机构主要面
向安徽省开展艾滋病易感人群
的安全教育和行为干预等工作。
疫情发生后， 部分重点人群及
HIV 感染者获得正常艾防服务
的渠道也受到影响。

“我觉得正荣公益基金会开
展的小额资助项目要实现的目
标和我们自身定位非常契合，即
社会组织不要盲目参与疫情防
控， 而是要发挥自身的专业技
能，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人群
和盲区。 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很容
易被忽视的领域，甚至有一些网
友对我们的服务对象进行人身
攻击或者发布歧视性的观点，认
为他们的需求应该为疫情防控
让路，做出一些牺牲。 ”

在安徽青卫执行主任毛毛
雨（化名）看来，正荣公益基金会
开展共抗疫情绿色通道项目非
常及时。 在提交项目方案后，该
机构开展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
下受艾滋病影响的重点人群及
HIV 感染者专项防护及援助行

动很快获得基金会认可和资助。
“中心日常经费主要来自政

府购买服务，这笔资助也是机构
运作的重要补充，因为我们日常
经费里面是没有应急经费的。 这
笔资助不仅减轻了机构的财务
负担，也使得我们的应急方案能
够顺利实施。 ”毛毛雨告诉记者。

正荣公益基金会绿色通道
项目负责人吴军军表示，在此次
疫情中基金会的优势并不是发
起募款或采购物资，而是联动更
多公益组织， 开展整体协作，进
而发挥更大力量。

“基金会非常关注社区层面，
而在此次疫情面前， 只有社区
动起来疫情防控才会更加有
效。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鼓
励公益组织， 在当地充分发挥
自己的优势和专长， 参与到疫
情防控中。 ”

吴军军谈道，基金会针对一
线社会组织开通了绿色通道，目
的就是希望支持和鼓励更多社
会组织理性参与疫情防控。

24 小时内完成款项拨付

从 1 月 25 日绿色通道项目
上线到 1 月 30 日暂时关闭，基
金会方面接到大量咨询电话，申
请机构近百家， 其中有 80 多家
机构正式提交了项目计划书。 很
多地方社会组织都对该项目表
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目前，全国范围内累计有 28
个社会组织抗击疫情项目得到
基金会资助， 其中湖北省 5 个，
安徽省 6 个，陕西省 5 个，福建
省 4 个， 四川省 3 个， 湖南省 2
个，黑龙江省 1 个，江西省 1 个，
心理援助与危机干预全国性普
及项目 1 个。

据吴军军介绍， 基金会重点
支持以下几大类型社会组织和项
目：关注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提
供疫情防治服务； 发现社区防治
疫情盲点或紧缺的服务， 社会组
织提供紧急服务的； 为保护疫情
防治工作中的特殊人群的项目，
如志愿者、社区医生、劝导员等。

作为一家地方公益机构的负
责人，毛毛雨在该项目上线不久
后就注意到公益群里分享的相
关消息。 在向基金会提交项目执
行方案后，他开始和基金会项目

负责人进行细节方面的沟通。
“按照项目预算，我们申请

了 19600 元费用， 因为我们觉得
不需要太多钱。 这一过程非常顺
利，当然基金会方面后续也会对
费用的使用进行审核和监督。 ”

据他介绍， 机构申请的这
笔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
面：购买消毒物品，用于工作场
所消毒；邮寄费用和交通费，用
于给服务对象快递药品等。“在
疫情解除之前， 我们准备减少
面对面服务，增加线上服务，把
机构之前用于咨询和检测的物
资邮寄给服务对象。 有一些感
染者可能由于交通原因无法回
家或者回到工作的地方， 导致
其无法正常用药， 这是我们现
在要首先解决的。 ”

宝鸡慧芳公益发展中心（以
下简称“慧芳公益”）也是此次得
到资助的机构之一。 此前，该机
构曾执行过多家大型公益基金
会的项目。

慧芳公益理事长吴庆斌告
诉记者，疫情发生后，该机构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第一时间投入
到了一线疫情防控中，如参与防
疫知识宣传、协助社区层面入户
消杀检查，采购爱心物资捐赠给
新闻媒体等单位，在火车站等场
所协助排查湖北来宝人员等。

机构开展的“风雨同舟与爱
同行 宝鸡市抗击新型肺炎公
益”项目得到了正荣公益基金会
三万元资助。 在吴庆斌看来，基
金会的资助就像一场及时雨，

“作为民间社会组织， 我们非常
需要这样的资源。 虽然我们机构
有庞大的志愿者团体，但如何做
到理性参与、科学参与，还需要
这样的基金会、媒体以及政府等
多层面支持和指导。 ”

记者了解到，正荣公益基金
会偏向于资助服务社区弱势群
体以及需要重点关注群体的社
会组织，而不是做一些普遍性的
关怀和支援。 同时，基金会也会
考虑资助机构做的事情是否有
意义，在项目设计以及在行业内
是否能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或

参考价值。
“由于是绿色通道，基金会

坚持‘粮草先行’的原则，在 24
小时之内完成拨付。 当然，前期
我们会确认项目预算和项目设
计，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每天也会
对项目进展进行跟踪确认。 如果
执行过程中有一些变化，也会及
时和机构方进行沟通。 ”吴军军
表示。

持续关注疫后建设

在基金会方面看来，随着疫
情的不断发展，政府部门投入力
度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社
会组织也应及时调整自己的角
色，思考如何进一步结合自身专
长应对新的挑战，充分发挥民间
公益的价值。

“我们也想总结一下这批社
会组织得到资助后在一线开展
工作取得的效果，同时对大环境
和社会组织的反馈进行汇总，思
考下一步如何继续参与。 ”吴军
军表示，“我们希望联合更多基
金会和社会组织形成一个平台，
联合做一些事情。 另外我们希望
在社区层面发动更多公益力量
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来。 这也是落
实人人公益的一个探索。

他谈道，越是在重大社会事
件面前，社会组织越应该保持清
醒和理性。

“我们看到，在应对疫情的
过程中大众的热情和爱心是不
缺乏的，各方力量都在行动。 ”吴
军军建议，社会组织在参与重大
社会事件前必须清楚自己的优
势和专长是什么，不能仅凭一腔
热情就行动。 另外，社会组织之
间必须协作， 及时进行信息公
开，保持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各
自为战。 这样不仅能够及时分享
经验，也能进行优势互补，实现
信息充分流通，避免导致资源过
度集中或垄断。 ”

不过，基金会方面虽然暂时
关闭了绿色通道，抗疫行动并未
止步于此。

在前期捐赠 300 万元的基础

上，1 月 30 日， 正荣集团通过正
荣公益基金会向莆田市红十字
会捐款 200 万元。 第二阶段，基
金会将着眼具体社区单位，发动
更多公益志愿力量参与到疫情
防控。 为此，正荣公益基金会联
合物业、 居委会等各方力量，发
起“社区抗疫正荣志愿行动”，支
持社区发起正荣公益行动小组，
关爱社区弱势群体、一线防疫的
重点群体以及存在困境的小区。
目前，基金会已支持发起 6 个公
益行动小组，并将持续引导小组
开展行动。

同时，基金会还将持续关注
疫后建设阶段，适时开展社会心
理疏导， 减防疫教育和保障，以
及良性医患关系倡导等行动。

基金会项目官员冯小娟表
示， 基金会非常关注社区减防
灾，同时也在开展相关的医务社
工项目。“我们关注疫情后期阶
段，是希望了解家庭和社区可以
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什么，能总结
出什么经验教训。 因此，基金会
将持续关注武汉及整个湖北地
区的减防疫教育以及医务社工
培训等领域。 在我看来，做长期
的准备和规划才是抵抗疫情最
有效的工作，后续我们也希望在
这些方面和其他社会组织继续
合作，继续推进。 ”

她告诉记者，基金会之所以
非常重视疫情后期阶段，一方面
是因为社会需求的真实存在和
需求的迫切性，另一方面是考虑
到项目整体的可持续性。

在重大社会事件发生后，社
会公众在不同的阶段往往会产
生不同的应激反应，针对此次疫
情卫健委也发布了心理危机干
预通知。

“一线社会组织在工作中也
确实发现了这方面的诉求，也在
开展相关工作，但他们缺乏相应
的专业经验和能力。 正荣公益基
金会一直在发挥着社会组织陪
伴支持的角色，所以我们也在思
考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这么做也
是为了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 ”
冯小娟谈道。

� � 在募集善款的同时，很多基金会也在积极为疫情防控筹集所需
物资，甚至亲自联系渠道送到一线医疗机构。一时间，大量资金和物
资涌入，而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缓解需求的同时也引发一些问题和思
考：如何及时有效地将善款花出去?如何合理科学地分配物资?如何
做好信息公开?

事实上，基金会参与疫情防控并非只有上述方式，根据自身平
台优势适时推出相应项目，不仅能够让公益行为更加有效，也能激
活更多社会资源投入，避免盲目参与引发的种种乱象。目前，已有基
金会展开了这方面的探索。

针对一线社会组织参与抗击疫情的实际情况， 正荣公益基金会开
通了支援“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绿色通道，以小额资助的方式，重点支持
专业社会组织理性参与救援，支持其结合自身专长合理安排资源，合力
协作行动。 他们的经验和做法或许可以为其他基金会提供参考。

� � 1 月 31 日，陕西省宝鸡市陇县，陇县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中心志愿者在做好自身防护下，协调最远的
村镇，将防护物资、宣传资料送到乡村，并积极配合村防控小组展开消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