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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

“现在机构的压力更大了，
我们也不知道还能扛多久。 ”

距离上次采访已经过去两
个多月，武汉市江岸区爱特特殊
儿童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

“爱特中心”）目前依旧没有恢复
正常运作。 该中心主任胡弘告诉
记者， 虽然目前武汉已经解封，
但社区层面的管控越来越严格，
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加剧了人
们对病毒的恐惧。

此外， 根据湖北省相关文
件， 类似他们这样的特殊儿童
教育机构不得早于托幼机构复
工， 而托幼机构何时能够开学
也还是个未知数。 这也就意味
着，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 爱特中心不得不继续开展
线上服务。

一个现实问题是，开展针对
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的线上服务，
机构并未向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此外， 政府以往对 0 至 14 岁残
疾儿童的补助目前也没到位，所
有的运营成本， 如机构房租、人
员薪酬、教师课程补助等，都由
机构自身承担。

胡弘告诉记者，她在和其他
机构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不少
机构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今后
该怎么办， 感觉快要撑不下去
了。 为渡过难关，武汉八家助残
机构联合起来在支付宝公益平
台上线了筹款项目，筹款目标为
100 万元，但截至目前只筹得 30
余万元。“我们希望将现在的服
务内容继续下去，但在巨大的生
存压力之下，我们能够为孩子们

提供的服务特别少。 ”
不同于其他孩子， 特殊儿

童及其家庭对于爱特中心这种
民间公益机构的需求和服务依
赖更为强烈。 而随着疫情的发
展和防控形势的日益严峻，家
长们的焦虑情绪更为严重。 疫
情初期， 在机构专业老师的帮
助和安抚下， 家长们还有喘息
的机会， 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
等待和煎熬， 家长们已经无法
承担如此大的压力， 甚至连喘
息的机会都没有。

“家长们都在等待我们开学
的消息，但我们真的不敢做出任
何承诺，因为我们还没得到官方
的通知。 ”胡弘谈道，“疫情初期，
我们担心的主要是会不会被感
染，现在我们担心的是机构还能
支撑多久。 眼下我们还能开展一
些线上服务，如果哪天机构不存

在了，这些特殊儿童的教育该怎
么办？ ”

为此，胡弘及机构方面也和
残联系统进行了沟通，但没有得
到明确回应。 在她看来，或许目
前机构只能抱团取暖，“但我们
更需要的，还是政府层面出台一
些支持措施，单纯依靠民间力量
真的是杯水车薪”。

未来如何发展让人担忧

与胡弘一样，武汉市武昌区
首义路街创益无限志愿者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创益无限志愿

者服务中心”） 理事长周英对机
构未来的运营状况也很担忧。

该机构主要开展社区青少
年儿童教育相关项目，根据武汉
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机构目前
仍不能开展线下活动，一些线下
志愿服务工作也无法正常进行。
从大年初一开始，机构一直在开
展线上服务。

“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
我们开展的主要是绘画、 手工、
绘本故事等内容，服务人数比较
多。 3 月下旬开始，我们做了相应
调整。 因为当时学校已陆续开始
线上复课，但很多孩子不能适应
网课这种方式，加上很多家长复
工复产无法兼顾孩子上课，我们
就招募了 80 名大学生志愿者，
推出了线上一对一辅导服务。 ”
周英谈道。

据她介绍，从疫情初期到现
在，员工的工作状态并没有明显
变化。“我们机构比较小，专职人
员也比较少， 所以目前还能支
撑，但不知道能够支撑到什么时
候。 我们也在犹豫要不要进行筹
款，以及在这种情况下筹款是不
是合适。 因为我们服务的是困境
家庭， 目前经济形势比较低迷，
个人及企业都比较困难，我们担
心筹款会加重爱心人士的经济
负担。 ”

此前，创益无限志愿者服务
中心也曾得到一些基金会的资
助， 但大多是用于购买物资，并
非用于人员薪酬或其他行政成
本。 这段时间，机构人员基本是
不计酬劳地提供服务，运营成本
则由机构承担。 据了解，该机构
也曾在网上申请一些支持中小
型公益机构的项目，但尚未得到
回应。

事实上， 在此次疫情发生
之前， 周英一直在思考机构转
型问题。

“疫情发生前，我们在考虑
向社会企业方向转变，大致框架
和产品设计基本已经做好。 ”周
英表示，机构计划在社区推行普
惠型有偿教育服务，以低廉的价
格满足困境家庭的实际需求。 这
样不仅能够解决困境家庭的一
些实际问题，机构也能有一些收
入， 可以招募固定的工作人员。
但受疫情影响，原来的计划已被
搁置。

“在目前这种外松内紧的状
态下，我们这类机构怎么转型也
很困难。 我们不知道何时能够恢
复正常， 至少在这一年的时间
里，机构的收入都会是一个大问
题。 我们也尝试投递了一些政府
采购项目和基金会的小型资助
项目，但僧多粥少，把握不大。 ”
周英谈道。

同样面临财务难题的还有
武昌区另一家机构———武昌区
为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为先社工”）。 据该机构执行
主任黄豪杰介绍， 为应对疫情，
他们开展了一些筹款活动，但仅
仅能够弥补亏损的部分。“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申请备案了
一些筹款项目， 但一直没有成
功。 等备案申请下来之后，疫情
的发展重心已经转移到国外，导
致后续筹款不太顺利，这让我们
十分担忧。 ”

只有活下来才能被看见

虽然疫情给一些中小型公
益机构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冲
击， 但仍有很多人选择坚持下
去。胡弘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虽然现在的形势比较困难，但
大多数员工并没有产生放弃的
念头， 仅有一名员工因为家人
担心其返回武汉后的安全问题
而留在了老家。

“疫情也给机构的发展带来
一些机遇和思考。 ”她谈道，“之
前机构的专长是做线下培训，面
对面开展服务，疫情发生后我们
最大的变化是把不可能变成了
可能，而且做得很好。 今后即使
线下部分恢复正常，线上部分也
不会停止，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
路径，对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非常
有利。 ”

为应对目前面临的困境 ，
爱特中心特意邀请了一些专家
为员工进行培训， 希望充分调
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挖
掘每个人的优势。 胡弘表示，
“疫情也教会了我们要学会取
舍，该淘汰的就要及时淘汰。 无
论对于机构的发展方向和未来
规划，还是个人的职业规划，这
段时间都给了大家一个警醒和
反思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静下
来好好进行梳理。 ”

而对黄豪杰来说，在经历了
疫情初期的焦虑和忙乱后，目前
机构的工作已经能够平稳开展，
工作方式的转变也让他对今后
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现在我们也改变了一些策
略，比如线下项目无法做，我们
就尝试用线上的方式代替，并且
我们也做好了长期开展线上服
务的准备，今后也可能会线上线
下同步开展。 我们也在尝试开发
一些小程序，利用一些互联网平
台去替代原本的服务。 ”

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政府
及大众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疫情
防控、企业复工复产及学校复课
等，一些中小型公益机构的生存
困境可能还没有得到政府或外
界足够重视。 虽然他们的存在确
实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其提供
的公益服务也确实是一种刚需，
但仍需要一个被逐渐认知和接
纳的过程。

在采访最后，上述机构负责
人对记者表示，目前确实遇到了
一些困难， 但仍然会坚持下去。
同时，他们也希望得到更多外界
关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如果
今年能够扛过去，我们相信未来
会慢慢变好，因为只要活下来就
有希望。 我们期待活下来，然后
被看见。 ”

回访疫情下的武汉公益机构：

我们期待活下来，然后被看见

� � 针对武汉市心智障碍儿童在疫情期间无法持续进行康复训练和
特殊教育等问题，爱特中心发起了“云端有爱，线上无碍”项目。 图为
孩子在家长陪伴下接受一对一线上康复指导课程

4 月 8 日零时起，武汉市正式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这也意味着，经过 76
天的不懈努力后，被按下暂停键的武汉及湖北全省正式重启，人们的生活也在逐步恢复正常。

两个月前，当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我们采访了湖北省及武汉市的几家社会组织（见本报 2020
年 2 月 11 日 9 版报道），了解了疫情给他们的正常运作带来的巨大压力，如项目无法正常开展、线下线上
模式转变、财务情况不容乐观……

如今两个月过去了，这些机构的运作情况怎样，是否已逐步恢复正常？在目前武汉市乃至整个湖北省
外松内紧的防控形态下，他们此前遇到的困境是否有所缓解？ 受疫情影响机构未来是否会考虑转型……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回访了几家武汉市的公益机构，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共同关注他们今后的生存与发
展问题。

� � 疫情期间，为先社工志愿者到
医院为艾滋病患者代领药物

� � 为先社工在疫情期间发起
的筹款项目

� � 为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
网上教学， 创益无限志愿者服
务中心推出了一对一线上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