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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城汇爱：

连接社会资源
让慈善走进市民生活圈

搭建线下多场景筹款平台

99 公益日三天，是不少公益
慈善组织每年筹款的重要时期。

2016年 9月，广州市慈善会、
信息时报爱心档案以及多个媒体
平台联合发起了“一个故事温暖
一座城”公益项目，联动推广公益
组织的故事。“后来，维多利广场
等公共场所也参与其中， 每年举
办小型公益市集。 ”广州市慈善会
工作人员陈绮娴回忆道。

“对公共场所而言，把公共
空间‘捐’出来几乎不涉及成本，
却是一个更好地展示企业社会
责任的机会。 ”陈绮娴说，在公益
市集活动的启发下，2019 年 7
月，广州市慈善会与“一个故事
温暖一座城”公益伙伴决定招募
更多企事业单位开辟公益市集。

当时，维多利广场、佳兆业广
场、正佳极地海洋世界、珠江琶醍
啤酒文化创意艺术区以及广州公
交巴士畅捷门店和大型公交站场
等，纷纷把自己的公共空间“捐”
出来，在 99 公益日期间为各类公
益项目搭建线下筹款平台， 促公
益组织“造血”增能。

也是这一次，广州首次在 99
公益日期间掀起线下募捐热潮。

广州市慈善会筹募联络部副部
长卢志芳说，2019 年，近 50 个公
益项目在各个公共场景亮相，摆
摊义卖，不少市民正是在商场闲
逛时，第一次了解到，广州原来
有这么多公益项目需要筹款。

“2020 年 3 月，我们已经在
策划‘善城汇爱’新一年的开展
方式。 ”卢志芳回忆道，2020 年 4
月， 她和陈绮娴一边谋划方案，
一边走访企业，希望在第二年形
成更大影响力，进一步营造全城
的公益慈善氛围。

“成为善城汇爱这场大型全

城品牌活动的支持单位，对企业
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展示企业形
象的机会。 ”在卢志芳看来，这是
一个双赢的合作，“不少企业都
有履行社会责任的需求， 而捐

‘空间’几乎不花费成本，慈善会
不仅对接适合的公益组织入驻
摆摊引流，也会统筹宣传资源回
馈企业。 ”

盘活空间资源做慈善

陈绮娴回忆道，为了让更多
公共空间参与进来，提供空间设

置公益摊位，当时一个人要走访
十多个企事业单位，白天走出办
公室，公益慈善的故事说了一遍
又一遍，晚上则回去开始各类文
书流程工作。

“有的单位会婉转地拒绝，
有的会提出跟商场业绩挂钩的
需求。 ”令她触动的是，也有单位
主动找上门来。 广州公交集团公
交站场管理公司第五党支部书
记赖兆初便是其中一人。

七月下旬，赖兆初突然发了
一条微信给陈绮娴，开始了一连
串追问。

“今年还会开展线下活动吗”
“几月开展， 公交站场也参与”
……后来， 了解到线下活动可如
期开展， 赖兆初更是带着陈绮娴
到多个公交站场实地考察， 研究
99公益日“如何最大限度引流”。

“工作日，那 BRT 人多呀！ ”
赖兆初说，“我们延续去年的形
式，除在多个大型公交站场设点
外，还增加了客流量较大的客运
站场（滘口）及 BRT（体育中心）
站台，13 家巴士畅捷门店支持公
益捐助，搭建更广泛的公交线下
劝募平台。 ”

“我本身也来自农村，看到过
一些孩子和家庭希望有更好的成
长环境，但没得选择，所以我很希
望去帮助困难人群。 ”赖兆初说，自
己从 2013年就开始参与乡村助学
活动，后来每周末带小朋友参加街
道组织的困难家庭帮扶计划。

“参与这场活动的成本不
大，而且公交站场本身就需要公
益活动。 ”赖兆初说，他们也希望
立足于交通站场服务窗口，持续
引入多方外部社会公益资源，优
化站场社会服务功能，多方位为
广大群众的公共出行提供更优
质、更多元服务。

佳兆业广场也连续两年参
与“善城汇爱”公益活动。“了解
到我们征集空间打造公益市集
后，他们主动打电话来慈善会这
边。 ”陈绮娴回忆道，佳兆业广场
每年都有小型的公益宣传活动，

“但那时， 他们希望把公益做得
规模更大、更有品牌。 善城汇爱
则提供了一个合作契机。 ”

在今年的“善城汇爱”活动
中，佳兆业广场提供了写字楼二
楼的空间，一旁则是教育辅导机
构的工作场所。 大家因地制宜，
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和益童
天使团志愿者搭起游戏空间，一
旁的辅导机构孩子一下课，全围
了过来。

“我们希望不断盘活更多的
公共空间资源，把慈善元素结合
99 公益日和中华慈善日，融入到
更多市民的生活中，而企业也能
进一步树立其社会形象。 ”陈绮
娴分析道，主办方这一次在第一
年的基础上开拓了更多场地。

此外，活动期间，全市商业
广场、商务楼宇、住宅小区、营业
厅、门店等约 1700 个线下社区电
子屏幕投放了“善城汇爱”系列
公益慈善项目海报，交通类公益
广告覆盖 23700 台车辆， 电视端
公益广告触达 1800 万用户。

慈善连接社会资源的新开端

通过三天线上线下共同发

力， 广州市慈善会线上携手 82
家公益慈善组织、 企事业单位
等，上线 87 个优质的公益项目，
线下组织约 30 个公益项目，设
置近 200 个线下展位，筹得善款
超 1097 万元，捐赠人次超 23 万。

对于公益慈善组织而言，
“善城汇爱” 的意义并不局限在
“筹款”上。 他们通过“善城汇爱”
的品牌和宣传影响力，获得了一
次与企业、 公众亲密接触的机
会， 同时也通过这一次契机，为
下一次的深度合作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专注于为困境重
症患者提供服务的派森社工也
第一次参与到“善城汇爱”活动。

“我们是抱着尝试的心态摆摊。 ”
机构负责人陆美静回忆道，给到
机构筹备的时间并不多，但义卖
品的准备却很花心思。

“时间紧迫，当时机构的志
愿者也在连接一些企业商家。 ”
陆美静说，其中就有志愿者找到
两家化妆品平台提供约 100 支
口红、 润唇膏等化妆品用于义
卖，“商家了解到是 99 公益日期
间广州的大型慈善惠民活动，刚
好本身也有做公益的意向，二话
不说就参与进来。 ”

其中一个平台的负责人更
是创建了 99 公益日海报，为“希
望之光救助基金” 项目代言，在
朋友圈邀请朋友“帮衬”支持。 陆
美静透露，这些义卖品的价格都
是由机构来定， 最终义卖所得，
悉数捐赠。

“善城汇爱”的品牌也带动
了广州区 1 點點（奶茶）的深度
合作。“他们觉得这类活动有很
好的宣传推广效果，因此表示可
以不限量地在 9 月 9 日当天给
摊位提供奶茶义卖，要多少做多
少，全部捐赠。 ”

“最终，9 月 9 日当天，广州 1
點點提供超过 100 杯奶茶，同时
还安排了 15 名志愿者分 3 班参
与义卖活动。 ”陆美静对此颇为
兴奋，说，“善城汇爱”增加了企
业参与的更多可能，“有了这次
的成功经验，我们以后也可以在
更多场合，带动更多企业及其员
工开展线下活动。 ”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
心致力于阅读推广， 在今年的
善城汇爱活动中不仅立足公益
市集做线下劝募，而且以“善城
汇爱”为契机，带动了广州市海
珠区文化地标学而优书店参与
其中， 为更多助学机构提供展
示场地。

“虽然‘善城汇爱’只是第二
年举办，但这一品牌能汇聚更多
的资源，帮助公益机构突破原有
的圈子，甚至和其他机构在共同
开展活动时带来更多共享资
源。 ”其工作人员庄子悦说，也是
因为这次活动，“我们和合木有
了合作的念头。 ”

“让善城汇爱成为机构撬动
社会资源的支持平台，其实正是
我们的目的。 ”卢志芳表示，市慈
善会搭建了一个平台，每个主体
都是主角，可以自己挖掘更多资
源并共享，而市慈善会也会提供
一系列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
把‘善城汇爱’越做越大，从公益
的圈子里走向公众。 ”

（据《善城》杂志）

■ 苏小星

善城汇爱活动期间，广州市慈善会展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微心愿”项目筹款

“1 點點奶茶 10 元 1 杯”“买口红助力公益”……在 VT101 维多利广场，朗朗上口的义卖声传遍周
边。 广州市海珠区派森社会工作资源中心负责人陆美静和志愿者作为参与者，一手拿宣传板，一手拎义
卖品，开始了 99 公益日和个人生涯的第一次线下劝募。

广场上人来人往，三五成群的志愿者们身披志愿服务绶带，四处向沿路街坊推介为重症患者提供救
助的“希望之光救助基金”项目。 与此同时，广州各大商场、书店、公交站场也掀起了一阵公益热。

“我们摊位无论是美妆，还是奶茶义卖，都是企业赞助支持。 ”陆美静说，在善城汇爱的品牌下，这次
活动拉近了派森和三四家企业的距离，有一个良好的合作开端，“善城汇爱活动后，大家都希望在今后有
更多合作”。

9 月 7 日至 9 日，广州举办 2020 年“善城汇爱”大型慈善惠民活动，82 家公益慈善组织、社工机构、
企事业单位在各大商场、书店、公交站场设置近 200 个线下展位，以多种方式与市民零距离接触。

据了解，作为广州市 2020 年“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之一，这场由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慈善服务中
心指导，广州市慈善会联合广州市广益联合募捐发展中心主办的公益活动筹得善款超 1097 万元，捐赠
人次超 23 万。

公益组织在琶醍啤酒文化创意艺术区摆摊义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