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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公益人

平台型机构优势凸显

随着疫情的常态化， 一些枢
纽型社会组织更加关注执行型社
会组织的生存压力， 主动与其比
肩作战，一起讨论解决方案。

南都基金会在 4 月底就联合
16 家基金会，共同发起对湖北公
益支持的联合行动项目。 除此之
外，还通过资助信息的共享，实现
资源有效匹配和协同， 在行业层
面提供了相应的数据支持。

当灾难降临时， 大家对于捐
款的热情空前高涨。 比如，恩派到
3 月底就已经筹集 90 万元， 发包
了 33 个项目， 动员将近 16 万人
群。 很显然，在这个时期，枢纽型
机构的组织力量就会凸现出来。

也有一些咨询机构， 通过线
上， 与其他国际组织分享中国企
业成功的抗疫经验， 变成疫情中
对接需求的平台， 将平台资源转
化为疫情中的一个对接媒介 ，发
挥了特殊作用。

有很多枢纽型组织与执行型
组织形成联盟，发挥各自优势，抱
团取暖。

南都基金会允许伙伴灵活调
整资金用途， 同意把资金调整为
人员经费， 这一原则据说到现在
一直延续。同时，允许伙伴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项目周期和拨款节
奏，比如原本两笔拨款的，有可能
改成三笔拨款， 并在一些专门针
对人员经费的支持上， 开始设计
一些小额资助项目。

除了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以
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后，
还应倡导地方政府在应急预案中
纳入建立政策应急救灾协调平台
机制， 这有利于社会组织有序参
与救灾。

共同的担忧能否共同应对？

由于经济下行叠加今年的疫
情，基金会、平台机构、地方性资源，
能否坐在一起商讨共同的对策。

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行业项
目大概减少 60%， 有的机构自身
项目同比减少 40%。 对于后疫情
时代，社会组织的存活，需要政府
做一些支持。

虽然各种调查数据显示 ，社
会组织受疫情影响的幅度其实丝
毫不比企业小， 但是一些减免政
策社会组织只能享受到 4 月份 ，
在这些政策的倡导方面社会组织
需要联合呼吁和发声。

这就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发
挥引领作用， 联合大家共同建立

行业危机应对指南， 包括枢纽型
组织应该怎样去对接资源 ? 有
哪些平台？一线组织有哪些对策？
是不是应该相互借鉴？ 也可以做
一些线上产品的整体部署和规
划， 共同联合申请一些政府购买
或行业引领项目。

被疫情“放大”了的问题

这次疫情也放大了很多社会
组织的问题。比如，机构项目执行
能力怎么样？ 政府购买的力度够
不够？还有资金难以为继、人才流
动增大等。

其中，社会组织人才流动长期
保持在 30%以上，一直是行业老大
难问题，尤其具有卫生防护知识和
紧急救灾能力的人才更为稀缺。

但是如行业协会这类组织 ，
因为有技术资源， 可以通过智能
机器人消毒、远距离测温、无人机
管控等在疫情中发挥作用。 那么
公益类社会组织， 就要思考自己
的专业能力是什么？ 尤其从社会
组织的发展阶段来看， 从创始期
到专业能力建设期， 再到政府购
买服务阶段， 公益组织是不是有
能力通过这次疫情大考？ 从某种
程度来说， 疫情是在检验社会组
织能否等到走入下一个阶段的能
力和时机。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力点

对整个行业来说， 未来社会
组织可以在四个方面发力：

第一， 要有序地参与社会治
理活动，但要融入大局。在对接政
府、 积极融入政府联防联控体系
方面，要表现得更有秩序感，即在
各条战线上， 社会组织更多要以
帮忙不添乱的姿态， 在有需求的
群众中提供精准的服务。

第二，要以专业为本，但要更
注重以需求为先。 在社会治理现
代化的要求下， 社会组织更需要
紧扣专业和需求， 尤其是凸显使
命感和价值观的防控需求， 以自
己的专业特长为起点开展服务。

第三，要更加精准地定位，并
做一点查漏补缺。 社会组织参加
防疫，要在政府、企业力所不能及
的地方发挥作用，才会成效明显。

第四 ，全程参与 ，持续服务 。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社会组织可
能一直奋战在一线， 但是在后疫
情时代， 社会组织要向更持久的
方向迈进，包括走出去的步伐，还
有行业之间的联盟更稳定， 要全
程参与到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
当中。 （据中国发展简报）

后疫情时代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力点 � � 正能量理应得到肯定 ，慈

善精神理应得到宣扬， 而慈善
家更应以几乎无争的品格被世
人称赞。 从中国古代的范蠡到
当今的马云， 从英国空想社会
主义者欧文到美国微软公司联
合创始人盖茨， 他们身上都闪
耀着慈善家的光辉， 他们的人
生价值也得到了不只是简单以
金钱衡量的道义升华， 他们的
慈善示范作用对社会、 对人类
产生着久远的影响。

事实上，随着我国现代公益
慈善事业的发展，早已涌现出无
数的慈善家，慈善家的事迹、慈善
项目的效用，尤其是慈善家精神
都值得称颂。 但令人不解的是，
一提到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有
不少标新立异的声音出现，这些
发声者往往很少来自埋头真做
的捐助者、志愿者，这是对慈善的
喧宾夺主，是对慈善家的不公平，
是宣传导向上的偏差。

要给予慈善家应有的社会
尊重和地位。尽管现在有不少慈
善类的评选，但有时掺杂着不科
学的评价因素， 致使选评结果、
宣传导向不那么令人信服。最好
还是从官方层面， 建立较为完
善、公正的评价体系，给予慈善
家肯定和表彰。慈善家作为建设
良善社会、 推动文明进步的人
群，一定有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目

标诉求，慈善家作为相对独立的
界别在社会问题协商、公共事务
参与、慈善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
用还没有充分体现。慈善家是独
立概念， 即使同时身为企业家、
艺术家，但概念不替代、身份不
替代、作用不替代，其应有的尊
重、荣誉和地位不替代。

要给慈善家树碑立传。树碑
立传除却狭隘的彰显个人功绩，
更主要的是张扬美德与正能量，
倡导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公益慈
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和谐、
平等、友善的标志，慈善家是公
益慈善事业的首要践行者，公益
慈善文化的引领者，不能简单地
认为在某处立碑、 铭记了事，而
要视作精神的留存、精神财富的
积累。 即使慈善家本人谦虚低
调，但社会需要公益慈善精神弘
扬，公益慈善事迹流芳，给慈善

家树碑立传就是推动社会文明
进步。

要突出慈善家的精神品质。
做慈善有规模大小之分、行动早
晚之别，但在公益慈善之心上没
有区分。亿万富翁百万元捐赠和
拾荒人十元捐赠，组织万人的志
愿行动和一个人的志愿行为，都
是善举。 大手笔、大数额做公益
慈善的和持之以恒、聚沙成塔地
做公益慈善的都是慈善家。如果
只按数额评定谁是慈善家，那么
只有富人才能成为慈善家，这大
大扭曲了慈善的本质、慈善家的
内涵。值得宣扬的是慈善家们践
行公益慈善的初心， 弃私为公、
胸怀家国的精神。

慈善家是新时代公益慈善
风尚形成的推动者，慈善家也是
建设文明社会的“教育家”，应该
大力宣扬。

慈善家精神应得到正确宣扬

从全国各地的社区治理实
践经验可以发现， 培育发展社
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推进社区
发展和社区自治共治的重要路
径。 对于其驱动因素，可从如下
三大方面加以阐释。

第一，从顶层制度设计角度
来看，自上而下有要求。 培育发
展社区社会组织已有了系统、清
晰的政策依据，这也是其合法性
的重要来源。 其中最直接且主要
的政策制度包括：中共中央、国务
院共同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和
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
提出，要大力发展纠纷调解、健康
养老、教育培训、公益慈善、防灾
减灾、文体娱乐、邻里互助和居民
融入等方面的社区社会组织；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
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的意见》也专门提出应大力培育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基于以上政
策设计，民政部发布实施了《关于
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
意见》的专项政策，提出了培育发
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具体要求，重
点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
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 全国各地
相关政府部门也已陆续进行了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制度
建设，这些也为在地社区社会组
织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

第二， 从社区居民期待角度
来看，自下而上有需求。 随着社会
公众受教育程度和权益意识的不
断攀升， 其对于社区治理和服务

水平的期待越来越高， 当前的社
区治理和民生服务需求呈现出了
复杂化、 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基本
特点。 社区治理与服务的新老问
题深度交织使得其复杂性有所增
加， 社区居民需求的内容和层次
越来越多元。 与此同时，社区居民
参与社区建设的自主意愿和主体
意识有所增强，但是参与机会、渠
道和平台则较为有限。 自下而上
的民众需求和利益诉求期待基层
社区治理的更大作为， 自下而上
的居民参与需要社区主动开放空
间、搭建有序参与的组织载体。 社
区社会组织便是其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在地化和持续性较强的参与
渠道， 同时作为社区居民的共同
体， 其也有助于推动社区互助和
熟人社区建设。

第三，从基层自治共治角度
来看，社区需要有帮手。 基层社
区治理伴随着社会转型和体制
转型的双转型也进入了关键时
期和相对艰难的爬坡阶段，但是
当前社区工作依然存在行政化

色彩浓烈的突出问题。来自于各
个部门的各种繁琐的行政事务
使得基层社区沉浸其中、难以抽
离， 再加上社区服务力量薄弱，
因此社区治理和服务缺失严重，
包括社区养老、 儿童照顾与保
护、新老市民融合、困难社群服
务等。 这种“强管理、弱服务”的
现状也使得社区居民的参与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难以有效提升。
这就需要拓展参与力量和增添
帮手，外引专业社会组织和内育
社区社会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两大路径，其中社区社会组织
又具有在地性强的突出特点，其
能够并已经在社区环境治理、助
老助残服务、文化建设、空间再
造和便民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
建设的重要渠道。

总而言之， 培育发展社区
社会组织既是推进社区治理现
代化的题中之义， 又对推动居
民参与、 社区自治和增强基层
服务力量有着重要意义。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三大驱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