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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靠谱的人”
事半功倍

建辉基金会资助的“个体行
善者”， 虽然他们原本不是公益
人士，但他们是更深的草根和土
壤。 在基金会看来，对他们的助
力，完全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餐饮为例， 据不完全了
解，武汉市为医务人员提供免费
爱心餐的商家大约有 16 家，平
均每家每天约提供 200~500 份，
疫情期间一共提供爱心餐约 20
万份。 仅武汉市区的“高塬风情
清真餐厅” 的一群回族小伙子，
就为援鄂医疗队员们拉了约三
万份爱心牛肉面。

26 岁的吴悠每天只要睁开
眼， 都要处理千条以上的消息。
一天在外奔波十多个小时，电瓶
车有多少电，他就跑多远，基本
每天要跑 30 公里以上，为 600 多
户家庭送出口罩、药品等救命的
物资，接收者不乏老人和孕妇。

“无所 WEY 聚家园护卫队”
的几百名志愿者每天往返于武汉
城区、郊区，用私家车运送了 1300
多吨物资， 其中医疗物资 300 多
吨、生活物资 800多吨……

他们的行动显然不是一时
冲动，这不是他们的职业，更不
是他们的职责，但正是他们在危
急时刻挺身而出，让黑暗中的人
们感受了无穷的力量，也让全社
会看到了战胜疫情的信心。 他们
的所作所为被人们广为传颂，成
为这场“战疫”的一道靓丽风景。

他们很多人，在最初都是不
计报酬，甚至自己贴钱参与。 但

随着时间推移，面对一场长期战
役， 这群人的奉献越来越多，所
需的时间和金钱无法估量，遇到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据建辉基金会了解，他们有
的因为经济窘迫实在无法支撑
而退出志愿服务， 有的背负贷
款， 靠从家里借钱苦苦支撑；有
的因前期媒体的报道造成的舆
论压力而不便展开收费；个别人
的不理解， 因非议产生的孤独
感，让他们顾虑重重……

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在公
益组织的视野中，所以很少得到
公益组织的关注；媒体对他们的
报道，也通常只是传播了他们的
故事， 而非关注他们的实际困
难；政府有时会关注到他们的所
做所为，直接对接一些捐赠的物
品给他们， 但也是杯水车薪；他
们会被大众认为是英雄，却不知
英雄也有难以言说的困难……

建辉基金会认为，如果因为
这群人抱有自愿、无偿、无求的
心态就予取予求， 于一时一地
可，于长久难。 这群温暖他人的
人，在遇到困境时，不应得到冷
漠和忽视。 所以，善待这群遇到
困境的行善者，也是善待因为他
们的服务而受益的公众，更是善
待我们的社会和未来。

参与真正的公益
向商业与个人学习

疫情防控最需要的是非常精
准的支援。在这一点上，很多个人
和组织利用社群、 自媒体和成员
多元化的优势， 在很多方面的能
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

以建辉基金会所了解的酒
店公寓志愿联盟举例来说。

1 月 24 日，90 后小姑娘肖雅
星发起了“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
盟”微信群，倡导为战斗在一线
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安全
的、方便的住宿环境。 短短一天，
自愿加入支援的酒店就达到近
80 家。联盟还协助对接了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提供的医疗、 食品、
清洁等各类物资的捐赠，并协助
分发到武汉市各大医院、酒店和
社区， 全面支持抗击疫情工作。
目前， 约 50 名志愿者负责联盟
的日常运作， 各小组分工明确，
积极响应，形成了良性循环的运
转，并持续利用各类技术手段提
高运营的效率。 联盟组织开发的
酒店管理和更新酒店房态的“日
月同城”项目，在短短 48 小时内
完成了开发、测试和运营团队培
训，于 2 月 25 日正式上线。 一个
月来，联盟为超过一万多名医务
人员和志愿者们提供了超过二
十万间/夜的住宿接待， 为抗击
疫情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联盟的全部志愿者均不领
取报酬，他们分布在全国十多个
城市，看似松散的一群人，仅凭
互联网对接各种资源与人群，但
他们迅速组合成的组织形态，速
度与质量都令人瞠目结舌。 他们
的高效管理靠的是价值认同，而
不是科层、绩效、评估。

在互联网时代，个人结成的网
络是组织的另一种形态，每一个个
体都是一个发声体，公益组织应当
把边界打开， 不仅在行业内部联
盟，还把组织边界延伸到商业和个
人边界，向他们学习，才能真正扩

大公益影响力，实现协作。

联合与学习

建辉基金会作为一家非公募
基金会， 在与一线志愿者团队和
个人保持密切联系， 了解他们的
需求以后， 便开始寻找其他资源
寻求支持。 很快， 基金会提出的
“支持有效付出的人而不是采购
物资” 的想法得到了深圳市缘聚
慈善基金会和深圳市关爱行动公
益基金会两家基金会的理解，两
家基金会很快决策， 与建辉基金
会一起支持湖北一线项目。

截至 3 月 18 日，建辉基金会
联合上述两家基金会，加之在腾
讯公益发起的“致敬湖北一线志
愿者”子项目，已拨付给湖北一
线的资金为 109.51 万元，支持了
15 家在一线的组织和 20 人，有
效推动了他们在当地更高效地
开展行动。

“这次我明显感到，商业和
个人的力量快速、高效、灵活，当
他们投身公益，就有了无穷的活
力和潜力。 这次应对疫情，就灵
活性、专业性、自主性，很多基金
会不如校友会、商家、甚至个人。
那么，基金会到底应该是什么角
色？ ”黄晓丹自问道。

她表示：“在我看来， 志愿
组织主要‘以人和’，基金会主
要是‘以财合’。 所以除了日常
的筹款活动， 基金会应该还有
一群稳定的捐助人， 并拥有一
定的理财能力， 从而获得良好
的理财收益。 有了这笔非定向
的资金，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实
现灵活快速的资助。 ”

呼吁同行高度关注

观察这次疫情各方的表现，
黄晓丹认为， 无论是基金会，还
是社会组织，甚至是有过经验的
志愿者， 相对于一线群众而言，
在行动层面的表现是相形见绌
的。 在民间舆论中几乎看不到公
益组织专业性的形象，看到的更
多是民间自发的行动。

黄晓丹说她看到，一部分外
省的基金会将筹得的善款交给
当地的基金会，其余基金会大多
都在做物资援助，还有的基金会
根据医疗单位的援助名单直接
拨款补助，但几乎没有看到基金
会之间的真正联合，更少见有一
定灵活性和自主性的资助手法。

建辉基金会倡议，在“疫后重
建”阶段，联合行业内一些价值观
趋同的基金会成立一个“致敬个
体行善者”的交流、倡导与行动联
盟，号召政府和银行、物流、物业、
社区、供应商、企业等更多的社会
力量关注和支持这群个体行善者
的实际困难， 联盟成员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在资助、传播、能力建
设等方面支持这群行善者。

疫情过后， 这群人毫无疑问
会成为疫区市民心中的英雄。 所
以建辉基金会也希望， 对这群个
体行善者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
研究， 为武汉留下一些对城市有
深刻影响的记忆，也为公益行业，
在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重大公共
事件或自然灾害中积极踊跃参与
自救互助的个人、组织、社区，留
下一些应对方法和资助经验。

（据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上接 09 版）

“怕吗？ ”这是任超最近常被
问到的问题。 作为重组新型冠状
病毒（2019-COV）疫苗（以下简
称“重组新冠疫苗”）Ⅰ期临床试
验志愿者， 他于 3 月 20 日接种
了疫苗。

“怕什么！ ”任超今年 36岁，是
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当过两年义务
兵，目前为武汉大学保卫处一名职
工， 他跟朋友说，“都是成年人了，
要脑中有科学，心中有道义。 ”

3月 1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
员陈薇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
苗，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

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
心上的公开信息显示，重组新冠
疫苗Ⅰ期临床试验的主办单位
为军事科学院医学研究院生物
工程研究所和康希诺生物股份
公司，研究目的为“评价 18 至 60
周岁健康成人接种重组新型冠
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的安
全性和耐受性”。

3 月 17 日，任超在一个微信
群里看到临床试验招募志愿者
的启事， 计划招募合格志愿者
108 人，分为低剂量、中剂量和高
剂量疫苗组，每组 36 人，要求为
18-60 周岁之间的健康成人，无
新冠肺炎病史或感染史等，武汉

市武昌区、洪山区、东湖风景区
的常住居民优先。

家住武汉市武昌区的任超
当即就报了名，想着“全国都在
帮湖北，帮我们，感觉自己像欠
了个天大的人情，这次自己终于
可以做点事情了”。 在此之前，他
还加入了志愿者车队，开着私家
车义务接送医务人员上下班，直
至因交通管制私家车禁止上路。

等回到家，任超才将报名的事
告诉母亲。 母亲一开始不同意，他
就把道理摆了一通：“我是党员，还
是个‘光棍儿’，我不上，难道让拖
家带口的去啊？ 哪怕我‘挂’了，党
和国家也会照顾你，要相信党和国
家。 ”母亲最后同意了。

几乎与此同时，湖北中医药
大学大二学生小天（化名）也报
了名。 这个四川姑娘再过 3 个月
将满 20 周岁， 她原本想利用寒
假做些兼职，但被疫情打乱了计
划，后来做了义务志愿者帮忙做
信息统计等工作， 直至 3 月 20
日来接种重组新冠疫苗。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想
着自己多做点事情。 ”小天说，自
己是靠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励志
奖学金上的大学，作为志愿者接
种疫苗也算是自己对国家的一
次“报恩”。

作为一名普通武汉人，武汉
一渔具店店主陈凯说自己参加
此次临床试验。“也没什么崇高
的目标，只是为抗击疫情贡献自
己的一分力量。 ”至于接种疫苗
的风险，陈凯说，“这不就是志愿
者参与实验要做（验证）的吗？ 只
是对于这个风险，个人认为并没
太高的几率，相信科学。 ”

3月 18日进行体检前， 任超
还确认、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他
记得知情同意书中提醒会出现注
射部位红肿、硬结、过敏等风险，

“看完之后，觉得反正自己是不会
‘挂’掉”，他没犹豫就签了。

在此之后，报名人员还需经过
筛选和体检，符合要求的才可以接
种疫苗， 并在接种后的 14天进行
集中隔离观察。 截至 3月 22日 17
时，任超所在的一个重组新冠疫苗
志愿者微信群中已有 67人。 据他
所知，这些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为
57岁，最小的只有 19岁。

任超是在 3 月 20 日接种疫
苗的，“接种时不疼，但还是有点
紧张，是对未知的紧张”。 今天是
任超接种疫苗的第三天，至今无
不良反应，他分析“可能是因为
自己平时爱进行户外运动，身体
比较好”。

陈凯、 小天在接种完疫苗的

第二天，则出现了头晕、部分肌肉
酸痛、体温上升等身体反应。据陈
凯介绍， 与他同批接种疫苗的志
愿者大多都有些轻微反应， 并及
时联系了医生，“当天下午， 科研
组专家向每个人询问交流了情
况，让我们不用担心”。果然，当天
晚饭后， 陈凯就感觉身体状况好
转，目前已一切如常，今天他还在
自己房间慢跑了一个多小时。

小天感觉自己也正在恢复中，
她随身带了 3本专业书过去，没事
的话就看书、刷手机。辅导员、朋友
们怕她隔离时无聊，会陪她聊天打
发时间。 有朋友说她真勇敢，但小
天觉得“自己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等隔离结束后，她想继续做志

愿服务或公益服务。
任超每天都会在抖音上更

新自己接种疫苗后的状态，“原
本只是想记录下自己这段经历，
没想到这么多人关注， 给点赞，
给加油”。 这让任超觉得“受宠若
惊”，“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
么伟大的事，真正伟大的是科学
家和支援湖北医务人员”。

任超告诉记者， 在 14 天的
隔离观察结束后，接种后的半年
内还会有医学团队定期随访。 接
种前 7 天内，接种当天和接种后
的第 7 天、第 14 天、第 28 天、第
3 个月、 第 6 个月进行 7 次血液
样本采集，主要用于抗体检测。

（据《中国青年报》）

点赞！ 疫苗临床试验志愿者

任超接种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