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为了可持续的模式

如今，宁宁依旧欠着债，居
家服务提供上还是在亏损，“小
棉袄” 创始团队最亲密的几位

“战友”也暂时告别离去。“有伙
伴怀孕了， 需要轻松点的生活
状态，还有几个人也走了，这些
人是我最在乎的。”少数在资金
上支持和帮助过宁宁的朋友，
也终于在今年决定不再投入。

她需要为此前自己对算账算
钱的“不敏感”，补交不少“学费”。

这迫使她成长， 她下定决
心要退出其中一家养老驿站的
运营，减少亏损；也开始认真地
测算、测试商业模型，更商业地
与第三方专业服务提供商谈合
作分成，更认真地面对投入、回
报和产出。

眼下， 她瞄准了一处社区
做试点， 想要把居家养老服务
的“账” 算明白。 一个月 1000
块、3000 块、6000 块的“服务

包”，分别能让老人在家里过上
什么样的生活？ 一个社区需要
有多少老人愿意“埋单”、服务
力量如何组织才能不亏损、实
现可持续运营？

“这个服务包里面，健康管理
部分包括定期的身体指标检测、
营养食谱的制定、按摩康复、专业
护理，居家支持包括清洁打扫、修
脚理发等， 陪同出行包括……让
老人在家里享受到在养老公寓里
的全面和专业的照顾！ ”

她还是规规矩矩地相信“眼
见为实”， 把居家养老服务流程
打通， 拿出实实在在的服务产
品，老人和他们的子女能认真考
虑是否要购买这些服务。

讲到这里， 宁宁眼里终于
闪过一丝兴奋， 前方的路似乎
又出现一处亮光。

“如果居家养老的服务模
式能成， 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
光不是一定要离开家， 住到养
老院里不会是唯一的选择，这
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

像宁宁姥姥一样， 当下这
一代经历过困难年代的老人，
普遍习惯节俭， 或许一时还难
以接受为养老服务“埋单”，下
一批老去的人， 有更强的消费
能力和消费意愿。

于是，很多人告诉宁宁，等
这批 70 至 90 岁老人去世之
后， 下一个时期的养老市场就
会好了。

“可是你能等吗？ ”社会变
更的车轮在向前碾压， 宁宁更
愿意相信，社会和时代的进步，
是“等”不出来的，也不应该只
是“看准时机入场”。

“我就是理想主义，你知道
这怎么改吗？ 改了就真的好
吗？ ”饱受现实煎熬的她，习惯
性地一边怀疑着自己， 一边又
执拗地做着自己。

市场在变化， 人也要往前
跑，她知道，不管行业如何，自
己必须继续向着心中那个养老
图景跑。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上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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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一日捐，善行满扬州
【初衷】

为困难群体搭建救助平台

今年“5·19慈善一日捐”活动
前， 扬州市慈善总会通过市内新
媒体、微信、网站、报纸、电视等渠
道发出了“携手困难群体，共建小
康社会”的倡议书，动员领导干部
示范捐，机关党员带头捐，事业单
位员工踊跃捐，企业员工主动捐，
大中小学生爱心捐， 居民村民奉
献捐；并倡导自愿、实名捐款，量
力而行。 截至 6月 10日 16时，扬
州市慈善总会已接收“5·19慈善
一日捐”善款 819.47万元。

据扬州市慈善总会会长洪
锦华介绍，在国家日益重视发展
慈善事业的背景下，2000 年初，
扬州市委市政府就着手谋划组
建扬州市慈善总会，给困难群体
搭建一个社会化救助平台。 2001
年 5 月 18 日， 市委市政府举行
扬州市慈善总会成立大会。

2001 年 5 月 19 日，扬州市
慈善总会举行第一届理事会，
确定 5 月 19 日为每年“5·19 慈

善一日捐”活动之日（谐称“我
要救”）， 即在全市组织开展慈
善捐赠活动， 机关党员和职工
带头捐款， 企业捐出一天的利
润，单位捐出节省的一笔开支，
企业干部职工捐出一天的工
资， 中小学生捐出一天的零花
钱，奉献一片爱心。

自活动开展以来，扬州市慈
善总会充分挖掘慈善资源，广泛
汇聚爱心力量，其中募捐的资金
规模越来越大。 2001 年，扬州市
慈善总会就募集到 320 万元创
始资金。 截至 2020 年 4 月底，扬
州市各级慈善组织共募捐善款
16.6 亿元，其中，扬州市慈善总
会募捐善款 4 亿元，这些善款大
多来自“5·19 慈善一日捐”这个
募捐主渠道。 特别是 2017 年至
2019 年，全市慈善组织每年募集
的善款均超过 2 亿元。

【募捐】
多种方式激发捐赠热情

如今，扬州市已形成“六个
一”的“5·19 慈善一日捐”制度性

安排，打响“5·19 慈善一日捐”活
动品牌，为扬州慈善事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六个一”的制度性安排
是：市慈善总会常务理事会每年
召开一次研讨会，就每年的“5·
19 慈善一日捐”活动方案集思广
益；市委常委会每年听取一次市
慈善总会工作汇报，重点谈“5·
19 慈善一日捐”活动安排；分管
市领导作一次“5·19 慈善一日
捐”电视讲话，倡议市民朋友和
社会各界捐款献爱心；市委市政
府召开一次全市“5·19 慈善一日
捐”动员大会，对全市有序开展
慈善募捐活动作出部署；市委办
市政府办下发一个“5·19 慈善一
日捐” 具体捐赠工作安排的通
知；各地各部门举行一次集中捐
赠活动，员工参与率达 90%以上。

与此同时，扬州市慈善总会
多渠道拓展“5·19 慈善一日捐”
活动的募捐方式。 除了开展集中
救助活动激发捐赠热情，市慈善
总会还安排了募捐现场实名捐、
签订协议定向捐、设立基金冠名
捐、留本捐息分期捐、网络平台

自主捐等多种募捐方式，方便社
会各界奉献爱心。

2011 年，扬州市慈善总会首
次推出个人冠名基金，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爱心人士
的普遍认同，个人捐赠量明显提
升。经统计，当年“5·19 慈善一日
捐”共有 173 人开设了个人冠名
基金，总额接近 400 万元。

在此背景下， 一批批爱心人
士、 家庭和企业加入慈善捐赠行
列。比如今年的 5月 19日，扬州沙
头镇三星村 106 岁老人汤乾余得
知当天就是“5·19慈善一日捐”的
正日，就让儿子骑电动车载他到镇
上找到募捐箱，捐了 200元。 江苏
好东方集团 2019 年分别向扬州
市慈善总会、开发区慈善协会、仪
征市慈善总会各捐赠 200 万元；
今年 2 月又向仪征市慈善总会、
开发区慈善协会各捐赠抗“疫”善
款 200 万元；“5·19” 活动期间又
向开发区慈善协会捐赠了 100 万
元善款。至今江苏好东方集团捐赠
的善款已超过 2000万元。

【善款】
公开透明让捐赠者放心

善款使用公开透明，让捐赠
者放心，是“5·19 慈善一日捐”活
动得到社会各界认可的基础。 为
打造“放心慈善、 阳光慈善”品
牌，扬州市慈善总会尤为重视对
慈善基金的管理。 基金的本金放
在政府直属的公司，并有房屋抵
押，做到万无一失。

洪锦华说， 扬州包括“5·19
慈善一日捐” 在内募捐到的善
款， 全部用来救助困难群体，而
且严格遵照捐赠者的意愿和慈
善法规政策， 做到善款善用，专
款专用，每年审计部门都要对慈
善总会进行财务审计，并在每年

“5·19”活动期间向社会公示。
为了让慈善更透明， 扬州

市慈善总会在 2017 年率先开
通了功能齐全、 可以进行网络
捐助的扬州慈善微信互助平
台。 该平台集资讯发布、爱心捐
款、在线求助、善款募集、项目
推广、信息公开、文化宣传等功
能于一体， 用于记录爱心单位
和个人的捐赠信息、 救助信息
和参加活动过程。

“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离
不开我们将钱用在实处。 ”洪锦
华说。 自 2001 年 5 月扬州市慈
善总会成立以来， 全市慈善组
织不断优化助医、助学、助急、
助老、助公等救助项目体系，把
募集到的善款全部用来精准帮
扶困难群体。 截至 2020 年 4
月，已累计支出善款 9.5 亿元，
救助困难群体约 140 万人次 。
仅今年 1 至 4 月， 扬州市慈善
总会已支出救助资金 909.19 万
元， 资助困难群体 6853 人次，
预计全年 43 个救助项目将支
出善款逾 2500 万元。

据了解，像扬州市慈善总会实
施的血友病慈善兜底救助项目，自
2015年 6月实施至 2020年 5月，
已支出血友病救助资金 1074.37
万元，救助血友病患者 1004人次，
其中受资助最高的一例血友病患
者就累计获得资助 156万元。

“慈善兜底救助为顺利推进
血友病患者预防治疗、实现血友
病患者同样享有尊严的生活奠
定了基础。 因为有了市慈善总会
的兜底救助， 他们不需花一分
钱。 扬州在全国是中华慈善总会
表彰的实施血友病救助成效最
好的省辖市。 ”洪锦华说。

事实上，扬州市“5·19 慈善
一日捐”活动发展至今，也曾遇
到困难。 如全民慈善意识还不
够强， 极少数驻扬单位慈善意
识淡薄，少数村、社区两委没有
组织发动群众参加。 为此，扬州
通过把慈善评价纳入文明单
位、文明行业考评条件，鼓励驻
扬单位积极参与慈善捐赠，并
继续加强村（社区）慈善工作站
建设， 采取以奖代补等激励措
施提高村（社区）参与慈善的积
极性， 来努力解决慈善事业发
展中遇到的难题。

“未来我们将慈善一日捐活
动与发展慈善冠名基金、举行慈
善公益义演义拍、 建立慈善信
托、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战略等
结合起来，并不断完善扬州慈善
奖、扬州十大善星、扬州慈善楷
模人物、扬州慈善标兵单位等慈
善荣誉体系评选表彰制度，进一
步发挥慈善荣誉激励的吸引力，
增进全民慈善自觉。 ”洪锦华说。

（据《善城》杂志）

2020 年 5 月 19 日，部分大爱单位现场举牌捐赠（扬州市慈善总会供图）

爱心理发师余在红的家境并不宽裕。 但从 2013年起，余在红决
定从每次 5至 10块钱的理发费用中抽出 1 块钱攒起来，到了每年的
“5·19慈善一日捐”那天就把攒了一年的钱捐给扬州市慈善总会。

几年下来，她捐赠的善款已超过 5000 元。余在红细水长流的
点滴善行，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好评。 2015 年，她被评为第三届
江苏慈善奖最具爱心慈善楷模。

2001 年，扬州市慈善总会成立，并确定每年 5 月 19 日为“5·
19 慈善一日捐”活动日。 历经 19 年，扬州市“5·19 慈善一日捐”已
成为幸福扬州的闪亮品牌。

这些年来，随着善款捐赠越来越多，慈善救助越来越精准，慈
善氛围越来越浓，扬州的慈善事业已经实现了健康发展，成为党
和政府各项民生保障措施的有力补充，扬州也因此获得“中国七
星级慈善城市”等诸多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