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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资格证，参与过上海世博会青年
高峰论坛的筹备工作，曾在基层
司法所从事青少年心理矫正工
作，曾担任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
区委员会宣传和志愿者工作部
的负责人……有着长长一串履
历的 85 后女青年顾倩， 现在更
喜欢称自己为“斜杠青年”。 从共
青团岗位离职后，她除了是上海
一家国际医院的公共事务负责
人 ， 还是 1 万多名年轻妈妈的
“画画老师”。

“团干部的工作就是与青年
人打交道，虽然我不是体制内的
团干部了，但这项能力依然在。 ”
顾倩告诉记者，相比按部就班地
当公务员，自己出来探索一个未
知的 、喜欢的领域 ，更能让人心
动，“我们都是年轻人，为什么不
放开手脚试一下？ ”

七天无休的团干部

顾倩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
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读
的是复旦大学法律系。 读书时，
这 个 爱 笑 女 生 的 第 一 志 愿
是———当个律师维护正义。 毕业
那年，她以优秀选调生的身份被
分配到上海市南汇区康桥司法
所工作，阴差阳错地干起了青少
年心理矫正的差事。

2010 年，正值上海世博会举
办期间，她被团上海市委抽调到
世博会青年高峰论坛的筹备小
组中。 这一年开始，她像几乎所
有团干部一样，埋头工作，一周
七天无休地搞起了各种类型的
活动。

一年后， 顾倩所在的南汇区
与浦东新区合并， 全区公务员考
试， 顾倩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共青
团上海浦东新区委员会。“世博会

期间， 我能明显感受到团干部身
上那股子干劲儿， 那些书记、处
长、部长都没啥架子，和他们相处
很舒服、很愉快。 ”顾倩告诉记者，
这种明显的“年轻气质”一下子改
变了她对公务员这份职业的看
法，“不是一杯茶一张报纸一个下
午的感觉，而是每天都在忙。 ”

她至今记得，自己工作日晚
上和周末把男朋友拉到团委活
动现场当免费劳动力的情形。
“一年要搞大大小小约 300 场活
动，有的是团组织参与，有的是
团组织主办。 ”顾倩说，那会儿自
己与团区委的小伙伴每周一到
周五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协
调、做方案，到了周末，就开始落
地每一场活动。 那时团的工作被
形象地称为“活动团”，在林林总
总的“活动”中，浦东共青团领全
国之先地提出了“项目化运作”
的概念。 这也是当年最让顾倩心
动的改革举措———从与各种青
年社会组织一起合作搞活动，变
成团组织搭平台邀请青年社会
组织一起玩。

浦东“淘公益”平台，就是顾
倩与小伙伴们一手策划的好项
目。 它类似一个专门发布公益活
动的“淘宝”，青年社会组织可以
在平台上发布活动信息，青年团
员可以通过平台报名参加活动，
并且累积志愿服务积分，用积分
可以兑换各种青年专属福利。

做更“长效的”公益

顾倩告诉记者，“淘公益”平台
后来因为各种新型互联网社交手
段的兴起等原因停摆了。这让她一
下子产生了专注做一件事不放手
的新想法，“我想看看，为什么企业
的平台可以做起来， 共青团就不
行？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

2015 年，她主动要求去外单
位挂职，挂职的单位，不是上级
团组织，也不是平级的其他政府
机构或者基层团组织，而是一家
青创互联网企业———沪江网。 当
时，顾倩是上海全市第一个跑去
民营青创企业挂职的公务员。

两个月的挂职时间里，她几
乎每天都陪着公司老板在各个
领域调研，关注最多的是互联网
教育行业。“我当时 30 岁，心想
到底是要一路走体制内公务员
队伍熬级别，还是干脆换一种生
活方式。 ”那会儿，互联网教育行
业方兴未艾，一些知名“网师”刚
刚冒头。

在这家互联网企业，顾倩见
到了家里各种装备齐全、从知名
公办学校辞职出来做“网师”的
数学老师，见到了干劲儿比团干
部还足的互联网行业从业者，见
到了拥有数十万粉丝学员、年收
入可以超过 200 万元、擅长阿卡
贝拉合唱的英语达人。

她第一次发现，维持一项活动
或者项目长期运行，需要一支专业
的社群运营团队。顾倩也想做长效
的、可以自转起来的公益活动。

挂职结束后， 她拿起画笔，
在朋友圈发起了坚持画画 100
天行动。 100 天里，她每天上传一
幅画，没想到聚集了一大批热爱
绘画的朋友。

后来，她又学着网校运营起
公众号、社群等，并设计水彩周
边产品。 生完孩子第十天，她就
带领着一群零基础的画友一起
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画展———“素
人行动力”公益画展。

画画也能帮助他人

顾倩与公益的缘分，从入职
浦东新区团委宣传和志愿者工
作部以来就没有断过。 她从最初
的活动组织者，变成长期项目策
划者、公益活动的参与者，现在
又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画画老
师”。 她在互联网教育平台上开
设的水彩网课，已经吸引了 1 万
多名年轻妈妈付费参与。 即便离
开共青团岗位，她和她的画友们
也没有停止对云南山区小学艺
术课程的支持。

2018 年， 她带着一批艺术
家，在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龙林

小学手绘 100 米学校围墙，并带
去 1 万多元画材；2019 年， 她带
领付费学员举办 1000 天公益画
展， 线上拍卖筹得 2 万余元善
款，用于开展贫困地区艺术普及
公益项目。

她的粉丝群体， 以全职妈
妈、职场青年女性为主，还有少
量 50 岁左右的中年妇女。 疫情
期间，她的网课迎来了超过 40%
的增长量。“焦虑的人多，我建议
她们每天画画，一定程度上可以
缓解焦虑。 ”顾倩告诉记者，她还
能从不同的画中“读”出学员可
能面临的心理问题。

她的学员，有些人本身患有
抑郁症，有些人的孩子患有自闭
症，还有些人工作忙碌日常都会
有焦虑情绪。 今年疫情期间，一
名两个孩子的宝妈，因为抑郁症
被公司辞退了，一度感到生活没
有希望。 但在两个月的线上学
习、线下活动后，她渐渐找回了
自我， 她说，“在绘画的世界里，
自己好像又看到了光。 ”

顾倩的水彩网课， 经历了
2017 年-2018 年的井喷式增长
阶段， 但依然像她本人一样，还
在“文火慢炖”。“水彩画两幅就
能看出效果，门槛低，很多人入
行当网师， 钱来得快、 散得也
快。 ”她说，不少在 2017 年、2018
年期间挣快钱的“网师”都下岗
了，因为“心态不正”。

近期，顾倩筹备已久的“坚
持画画 100 天行动” 再次启动
了，并计划在 100 天后举办全国
巡回公益画展。

她告诉记者，无论在什么样
的情况下， 自己都更愿意坚持

“画画结合公益”，“我想要把自
己喜欢的事， 做成一个花园，让
公益态度始终‘花开不败’。 ”

（据《中国青年报》）

顾倩：带万名年轻妈妈边学画画边做公益

盛夏七月，大家乐中国区义
工队一行近 40 人迎着朝阳，又
一次相约来到广州慧灵智障人
士服务机 构 下设 的 社 会企
业———慧灵农场， 进行义工服
务，他们在劳动中与慧灵学员沟
通交流，建立信任、提升理解，助
力心智障碍人士社会融入。

一直以来， 大家乐集团都
致力于回馈业务所在的地区，
创造长远价值， 为社区带来快
乐及正能量。 据统计，大家乐集
团至今已经为 250 多名身体及
智力障碍人士提供就业机会，
促进社会共融。

2011 年至今， 大家乐支持
慧灵已经近 10个年头。 一位老
义工到农场就开始寻找熟悉的
身影， 见到慧灵伙伴便打听，他
向记者说：“每年都来做义工，渐
渐就跟慧灵学员熟悉了，跟来见
老朋友一样。 ”一次两次的帮助
不难，坚持十年就不是很多人可

以做到了。每次义工活动在大家
乐内部都被积极响应，据相关负
责人介绍，很多同事都主动牺牲
休息时间报名参加活动，由于报
名人数超出预期还得挑选精英
参加。

活动中，大家乐义工又一次
开展了“传、帮、带”。老义工们对
慧灵农场很是熟悉，不仅可以当
导游， 还主动承担起任务分配、
指导提醒同伴的工作，包括怎么
和慧灵学员交流，干农活有什么
小技巧等。 活动当天，广州悬挂
红色高温预警信号，义工们的衣
衫都湿透了，他们和慧灵学员一
起除草、采摘黄皮、摘菜做饭，大
家有说有笑，合作无间，接纳与
认同的化学作用在不经意间慢
慢发生了。

疫情期间， 果园里的杂草
长势迅猛， 这次大家乐义工就
主要负责清除———植物杀手薇
甘菊。“狠一点，把他们连根拔

起”在慧灵社工的带领下，山坡
上都是义工和慧灵学员们忙碌
的身影，他们有的手持镰刀、有
的拿着剪刀， 更多的人只是戴
着手套就徒手行动。

另一队大家乐义工承担起
了炊事班的职责， 他们在慧灵
农场社工老师的指导下寻觅各
种健康有机菜，例如南瓜苗、苦
麦菜、茄子、豆角等。

经过大半天辛苦劳作，大
家乐义工和慧灵学员一起围
坐， 享用大家乐特别准备的精
美盆菜， 以及在农场采摘的有
机蔬果。“和你们一起劳动很开
心！ ” 收到慧灵学员的真诚反
馈，义工们都很自豪，一位分享
义工说：“虽然我第一次参加义
工活动，但接触心智障碍人士、
身体力行参与公益的感觉很
棒！ 回想起公司里同事们经常
讨论的‘回馈社会’，我有豁然
开朗的感觉。 ”

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9
年提供的数据显示， 广州市 16
岁及以上的持证心智障碍人士
为 24131人。早在 2013年，慧灵
农场就在全国率先引入“农场疗
法”概念，希望用大自然新鲜的
空气、 轻松的气氛和开放的环
境，帮助心智障碍人士掌握生活
和工作技能，重新投入社会。

此次慧灵农场之行，体现了
大家乐中国贯彻大家乐集团一
直以来坚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回馈社会”的战略理念。大家
乐表示未来将继续通过活动让
义工更共融及具同理心，并透过
定期升级分店设施及服务，为需
要人士提供无障碍的餐饮体验，
坚持深耕社区、服务社区、回馈
社区，从点滴关爱入手，因应不
同的需求与挑战，探索出更加成
熟和具可行性、创新性的社区公
益项目经验，塑造可持续的公益
品牌。 （张明敏）

十年牵手 大家乐义工助慧灵农场展新颜

大家乐义工为果园除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