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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顶天立地”， 公益慈善
业的着力点

如果说企业是市场经济的
基本细胞 ，那么 ，公益组织就是
第三部门的基本细胞 。 透过疫
情 ，我们可以看出 ，有几类公益
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类是有
其长期关注和深耕领域的专业
组织，其积累的专业能力成为自
身实现使命、 服务社会的根本 ，
如蓝天救援队、 大爱清尘等；一
类是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关注宏
大议题，致力于从关键点上解决
社会问题、提升社会福祉的大型
机构 ，如盖茨基金会 ；一类是根

扎基层 、 服务于社区的基层组
织 ， 比如社工机构和社区志愿
者；还有一类就是为一线组织提
资金支持或智力支持、参与公益
生态建设的支持型组织，比如资
助型基金会、网络型组织和互联
网平台。

从公益生态建设的角度看 ，
公益行业要发展，实现自身使命
和价值 ，需要上能顶天 、下能立
地 、领域多样 、服务多元的各类
慈善组织。 在目前的公益慈善行
业，最缺的就是“顶天”“立地”类
型的机构，而这恰恰是提着行业
精气神、凝聚行业力量的当务之

急，也是我国慈善行业发展壮大
的突破口。

所谓“顶天 ”，就是要打造公
益慈善界的航空母舰， 它们有使
命宏大、眼光超前、影响力超群的
精神特质，属于行业发展的“领头
羊”。 他们对于引领行业发展，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盖茨基
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格莱珉银
行等，它们都是“顶天”者。 没有此
类气象宏大的机构， 公益慈善业
就难以有根本性的突破。

无论是日常参与社会治理还
是面对大灾大难， 我们都需要能
够引领行业发展的龙头机构。 这
样的领导型机构， 不只体现在资
金规模或资源动员能力方面，更
重要的是在价值倡导、 生态完善
及社会影响力方面。 比如盖茨基
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机
构， 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胸怀
格局。 它们不仅在公益慈善领域
影响巨大，在社会乃至文化领域，
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 盖
茨基金会倡导所有生命价值平
等，一直致力于消除不平等现象，
长期关注中低收入国家的传染病
防控、 疫苗、 药物以及减贫等 。

2000 年基金会成立后， 第一笔捐
款就是捐赠 7.5 亿美元，参与成立
全球免疫疫苗联盟 （Gavi）；2017
年， 又共同发起成立流行病预防
创新联盟（CEPI）。此次疫情中，盖
茨基金会捐出 2.5 亿美元善款 ，
计划与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
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
织展开合作，用于支持研发新冠
病毒诊断工具、 药物和疫苗；帮
助南亚和非洲抗疫；帮助受疫情
冲击的极端贫困人口渡过难关
等。 此外，盖茨基金会还将从其
25 亿美元 “战略投资基金 ”中调
拨部分资金， 通过股权投资、贷
款等形式，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加
快采购防护设备 、 病毒检测试
剂、呼吸机等医疗用品。 在此次
疫情中 ，马云公益基金会 、阿里
巴巴公益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等表现抢眼，有点小荷
初露尖尖角的意蕴。不过，它们要
成为行业的引领者， 还需要更加
清晰的价值体系、 需要更具战略
性的长远规划和投入。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数量
众多、 扎根一线的根部组织，即
像小草一样的“立地”者。 如果说

头部机构是支持行业发展的动
脉， 那根部组织就是毛细血管。
它们是每个人的“邻人”，是社会
服务的直接提供者，是公益价值
实现的终端载体，是行业发展的
根基。 在这次疫情中，它们凭借
扎根社区 、甚至民众需求 、贴近
大众的天然优势，为抗疫做出了
重要贡献。 近年来，我国各类公
益组织虽然发展迅速，至 2019 年
底，基金会超过 7800 家 ，登记的
社会组织逾 80 万家， 然而与发
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不小。 以
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为
例，法国为 110 个，日本为 97 个，
而我国目前只有 6 个 。 总体而
言，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存在数
量少 、能力不强 、发展无序等问
题。 因此，这正是未来公益慈善
行业的发力重点。

“立地”才能“顶天 ”，反之亦
然。 大型机构需要的是格局和战
略眼光，它们是公益慈善行业乃
至社会领域的引领者；小机构需
要的是扎根社区、 热心周到，与
民众同呼吸、共命运。 做到了“顶
天立地”，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 ，
必定大有可为。

疫情之下的公益冷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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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11 月 11 日是英联
邦国家以及法国 、 比利时等国
的 “一 战 纪 念 日 ”，又 称 “国 殇
日 ”。 这一天 ，许多人会向退役
军人协会捐款 ， 然后别上一枚
鲜红的罂粟花胸针 ， 参加各种
纪念活动 。 那是一枚简简单单
却令人难忘的胸针 ： 红色的花
瓣 、黑色的花蕊 、一根串联起花
瓣和花蕊的纤细大头针 。 这朵
“红罂粟 ”的故事要追溯到第一
次世界大战 。 当时 ，加拿大军医
约翰·麦基被派往比利时西南
佛兰德斯战场 ， 他在救治伤员
的同时 ， 还负责掩埋阵亡将士
遗体 。 在开满罂粟花的宛若红
海的田野 ，他目睹战场的惨状 ，
深受震撼 ， 于 1915 年 10 月 18
日写下诗歌 《在佛兰德斯田野
上 》，传诵一时 。 此后 ，经过美国
教授莫伊娜·迈克尔 、法国人安
娜·格琳等不遗余力的推广 ，特
别是美国和英国退役军人协会
的接纳与认可 ， 红色罂粟花的
形象逐渐与一战 、 二战等重大
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战士 ， 进而
与相关国家的退役军人协会 、
一系列支持帮助退役军人的活
动联系起来 ， 成为人们寄托对
牺牲战士怀念的象征 。

在加拿大 ， 国殇日的纪念
活动是非营利机构皇家加拿大
军团组织开展的 ， 它在全国拥
有 1350 个分支机构 、 近 26 万
名成员 ，“罂粟花 ” 义卖是其在
每年 “国殇日 ”纪念期间的一项

“规定动作 ”， 也是一场 “重头
戏 ”。 每年 11 月初开始 ，各个主
要交通路口 、商场进出口 、银行
柜台前 、餐厅收银台前 ，都会设
有自动出售罂粟花的小盒子 ，
来来往往的人们驻足 、捐钱 ，并
取出一枚罂粟花 ，别在胸前 。 有
时义卖点还会有志愿者 ， 如年
少的小兵 、退伍军人 ，向人们出
售罂粟花 。 11 月 11 日 ，首都渥
太华的纪念仪式在礼炮声中开
始 ， 人们在战争纪念碑前高唱
国歌 ，战机掠过国会山 ，军乐队
吹着风笛 ， 无数小国旗在人们
手中挥舞 。 活动结束后 ，人们将
罂粟花献于纪念碑下 ， 一片血
红蔚为壮观 。

1997 年，皇家加拿大军团成
立了一个基金会，其部分资金来
源于“罂粟花”义卖所得。 基金会
的一项活动就是为陷入困境的
退伍军人及其家人提供紧急金
融援助 ，用于其购买食品 、取暖
设备、服装、处方药、医疗器械和
设备，以及基本家庭修理和紧急
避难所援助等。

启发之一：
罂粟花的特殊价值

在加拿大等国国殇日的纪
念活动中 ，“罂粟花 ” 作为最重
要的象征 ， 串联起从一战到现
在的国家记忆 ， 贯穿于从社区
到国家的各项活动 ， 既有润物
细无声的微细捐献 、小额扶助 ，

又 有 仪 式 庄 严 的 大 型 纪 念 活
动 。 罂粟花的意义 ，超越了普通
的捐款标志 ， 它寄托了人们对
于为国牺牲战士的哀思 ， 传达
了人们对于军人职业的尊崇 ，
进而彰显了人们对于国家的情
感认同 。 一代一代的加拿大人 ，
特别是那些从小就不断经历这
样陶冶的加拿大人 ， 势必会培
养和生发出对于军人的真挚崇
敬和对国家的深切拥戴 。

我国具有强烈民族自主意
识和深厚文化传统，特别是英勇
抗击外侮的近现代历史，能否借
鉴这些国家的做法，逐步发展出
一种尊崇军人职业、增进国家认
同的公募机制呢？ 这个问题，只
有实践才能回答。 这件事即可以
从选择一种切合国情、顺应潮流
的象征物起步。

启发之二：
找到杜鹃花

在我国具有知名度和美誉
度的花卉中，杜鹃花既具有美好
品性 ，又具有美好意涵 ，可以作
为重要备选项。 一是杜鹃花分布
广泛，广为人知。 杜鹃花又称映
山红，每年三、四月盛开之际，花
枝摇曳，绚丽奔放。 二是杜鹃花
具有纪念烈士 、 怀念故人的意
蕴。 秋瑾在 《杜鹃花·杜鹃花发
杜》 中写道：“杜鹃花发杜鹃啼，
似血如朱一抹齐。 应是留春留不
住，夜深风露也寒凄。 ”三是杜鹃

花与抗战联系紧密。 在电影 《闪
闪的红星 》中 ，漫山遍野的映山
红体现了我国人民英勇抗战的
信心和坚韧不屈的意志，成为几
代人难忘的经典画面。

对杜鹃花的形象设计 ，可以
参考加拿大等国的做法。 罂粟花
胸针形象鲜明、 色彩对比强烈，
别在捐款人胸前，特别容易吸引
旁观者的视线。 同时，胸针制作
简单，成本低廉。 因此，杜鹃花的
形象设计也要突出杜鹃花的特
征 ，让人过目不忘 ，并考虑最好
的呈现方式。 此外，还要采取极
简设计 ，控制成本 ，最大限度募
集资金。

启发之三： 创设符合我国
实际的公募活动

首先，在烈士纪念日前后组
织开展公募活动 。 每年 9 月 30
日是我国的烈士纪念日，这个时

候为支持和帮助退役军人开展
公募， 符合烈士纪念日的主题，
能丰富纪念活动，让更多人有机
会表达哀思 、寄托怀念 ，并向军
人职业表达敬意和支持。

其次 ， 可以依托国家退役
军人基金会 ， 设计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公募活动 。 以 “杜鹃
花 ”作为所有活动的形象标志 ，
将其与尊崇军人职业 、 支持退
役军人 ， 进而与增进国家认同
结合起来 。

再次，探索让青少年参与其
中的公募方式。 “杜鹃花”能不能
在我国的社会土壤中扎根 、发
芽 、生长 ，取决于它能不能被青
少年认同。 比如，招募中小学生
志愿者 ，在学校区 、商业区等开
展“杜鹃花”义卖；选择青少年喜
爱的明星作为代言人，拍摄公益
广告，对“杜鹃花”及其相关公益
活动进行宣传，从粉丝到大众逐
步推广“杜鹃花”形象。

从罂粟花到杜鹃花
———探讨一种尊崇军人职业、增进国家认同的公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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