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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救援队身后的律师们

如何化解“公益游侠”的违法尴尬？
近日，有一个组织在救援

报道被反复提及———
蓝天救援队。

5 月 22 日，甘肃山地马拉松
事故 21 人遇难；

5 月 22 日，青海果洛州玛多
县发生 7.4 级地震；

5 月 21 日，云南大理白族自
治州漾濞县发生 6.4 级地震……

蓝天救援队总是第一时间
出现在救援现场，而他们还入了
法律圈的新闻：

湖北和开胜律师事务所与
武汉市蓝天救援队签约，为其提
供公益法律服务。 涉及专业领域
包括：刑事辩护、交通事故、合同
债务、婚姻继承领域等。

新闻中提及，湖北和开胜律
师事务所，愿意为武汉市蓝天救
援队，在公益活动中给与救援队
相关法律 、法规 ，重大决策提出
法律意见，参与草拟相关的规则
制度，参与设计队内法律权益的
各项活动，代理武汉蓝天救援队
的诉讼及非诉讼活动，解答法律
咨询，为武汉蓝天救援团队的公
益合法活动提供建议和帮助。

湖北和开胜律师事务所主
任胡穆律师说， 合作两年来，主
要对社会上侵犯蓝天救援队商
标的侵权 、 社会捐助的合同起
草，以及救援队员涉及的民事纠
纷和法律咨询等提供公益法律
服务，至今已处理了五六起相关
法律问题和事件。 “他们从事着
公益救援，当他们需要法律服务
时，我们欣然愿意提供帮助。 我
们不想高调做宣传，低调做公益
是本心。 ”

通过检索发现，其实这并非
个例。

今年 3 月，湖北兴湖律师事
务所与洪湖蓝天救援队，也签订
了常年法律顾问，为洪湖蓝天救
援队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公益游侠的“违法尴尬”

蓝天救援队成立于 2007 年，
是国内第一支注册的民间公益
救援机构。 自成立以来，参与了
包括汶川地震、 天津港爆炸、援
鄂抗疫、尼泊尔地震救援等国内
外许多大型救援。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
要是在同一片蓝天下， 蓝天救援
队都是纯公益救援， 甚至是自掏
腰包，国人称他们是“公益游侠”。

然而公益游侠在遇到合法
合规问题时，却常陷入违法的尴
尬处境。

2021年 5月 20日，从四川省
民政厅获悉，在开展打击整治非法
社会组织专项行动中，已劝散非法
社会组织 11家， 其中就有四川江
油市蓝天救援队，需要被劝散。

这是怎么回事？ 公益游侠怎
么成了非法组织？

事实上，虽然蓝天救援队有
全国性的救援电话，可以做到及
时响应，但协调该体系的北京蓝

天救援队只是一个在北京市民
政局注册的地方性非企业社会
组织。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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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
定， 禁止社会组织形成上下级、
垂直或变相垂直的关系。

所以，全国性蓝天救援队其
实是北京蓝天救援队采用《阜阳
公约》 规定下的“北京队-督导
官-各地蓝天队” 结构维持的全
国体系。 北京队向各地蓝天救援
队进行“蓝天”品牌授权，并在各
省设立品牌督导官，负责监督该
省各地的蓝天救援队是否按照
北京队规定的制度开展活动，不
合格则予以除名。

而江油市蓝天救援队， 显然
还没有通过合法注册成为民间组
织，只能被劝散。 事实上，这已经
显示出民间的社会公益组织，在
不懂法以及缺乏专业的法律服务
时，表现出来的局限与短板。

据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20）》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全
国共有社会组织 86.7万个，其中社
会团体 37.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服务机构）48.7万个，基金会
7580个。 随着社会公益组织数量
与细分程度的不断增加，外部监管
与内部治理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不久前，北京蓝天救援队就
发生过有人在网上兜售北京蓝
天救援队企业微信号的事件。 这
与其“去商业化，远离利益”的核
心理念有所违背。 事后经核查，
此事是人为恶意破坏。 虽然相关
责任人已离职，此事已准备移交
警方，但社会公益组织由于内部
管理上的问题，导致矛盾、纠纷、
甚至违规违法的情况发生，从而
影响其原本公益活动开展和公
益使命的履行，这样的情况并不
鲜见。 加强对社会公益组织的正
确引导和规范就显得格外重要，
而为公益组织提供公益法律援
助， 更不失为避免上述违规、违
法现象发生的一大良策。

公益组织助力社会治理

我们不可否认社会公益组
织对参与社会治理的贡献。 社会

公益组织一般是指依法设立的，
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和解决各
种社会性问题的非营利性民间
志愿组织，大部分社会公益组织
以民办非企业的形式运作。 但业
界对社会公益组织尚未形成一
个统一且完整的定义。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
显示，2019年，中国社会公益资源
总量为 3374 亿元，中国慈善事业
总体稳中向好， 但同时也存在着
慈善资产管理工作长期严重滞
后、志愿者组织经费不足（其中，
志愿者自行中断服务占 22.22%，
志愿人员出现人身伤害和财产损
失占 20.63%)、志愿者遭遇人身伤
害，缺乏有效善后等问题的困扰。

这些问题同样出现在蓝天
救援队中。

2019 年，深圳蓝天救援队队
员在救助被困驴友时，遭遇山洪
遇难；2020 年， 苏州蓝天救援队
队员许鹏在运送物资支援武汉
“抗疫”途中，遭遇车祸罹难。

这群庞大的“公益游侠”，因
为长期处于保险不足的尴尬状

态， 志愿服务中一旦发生意外，
志愿者往往只能利用公开募捐
和申请荣誉称号的途径，来争取
救治或给家属的抚恤。

早在 2013年，民政部在《中国
社会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指导纲
要（2013-2020 年）》中提出，推动
建立志愿者保险制度，明确志愿者
保险的责任主体、涉险范围和风险
承担机制。 但落实效果并不理想，
因为能主动为公益社会组织，长
期、定向提供公益法律援助对接的
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并不多，或者说
大家的意识都还在升级中。

司法部曾下发文件，倡导每
名律师每年参与不少于 50 个小
时的公益法律服务或者至少办
理 2 件法律援助案件，这是社会
责任的体现。 执业律师们在助
残、助困、助弱、助穷上已经做了
很多。 而公益互助，用公益法律
服务助公益性社会组织，显然从
湖北那两家律师事务所的举措
来看，是个非常好的开端。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
毙于风雪。

让专业成就更好的公益

上海律协社会公益与法律
援助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
市震旦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
高级合伙人郑祺律师曾说：“法
律援助，始于恻隐之心，落于专
业技能。 法援不能仅靠一腔热
血，它需要过硬的本领。 ”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
服务需求，公益法律服务具有的
重大意义在于：由律师提供公益
法律服务，是填补法律服务缺口
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法律援助
制度之外的重要辅助和补充，更

是专业法律服务提供的表现。
公益法律服务需规模化、品

牌化，更需借助第三方平台之力。
法律援助与社会公益事业息

息相关， 但由于法律援助对象具
有一定限制， 一部分需要法律服
务的人群无法得到援助。实践中，
一些社会公益组织， 如公益法律
服务中心、 调解机构在做法律援
助的补充性工作， 或者为不符合
法律援助条件的人群提供帮助。

目前，各类创新法律服务的
社会组织不断涌现，通过第三方
来组织运营专业公益服务，是一
个不错的尝试。 2006 年成立的恩
派公益，是中国领先的支持性公
益组织；2013 年成立的深圳维德
志愿法律服务中心，都是试图破
解矛盾的一些尝试。

类似这种自发组成的律师
（律所） 公益团体正在越来越多
涌现，唯一的不足，是合作的覆
盖面还不够广泛，只是行业间的
供方与需方的单线联系，缺乏社
会更多元主体的参与， 例如媒
体、企业等，因此能触达到的社
会层面还不够深入。

到 2022 年，国家要基本建成
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
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这要
求进一步发展公益法律服务事
业，更好发挥律师在公益法律服
务中的作用。

如此，进一步发展公益律师
队伍、拓展更多法律公益服务渠
道，打造公益法律服务品牌与规
模， 提高公益法律服务专业化、
职业化水平，同时，更进一步利
用好“互联网+”法律新技术，使
公益法律服务更加智能精准、便
捷高效、触手可及，都是法律助
力公益的必经之路。

（据微信公众号“律新社”）

蓝天救援阜阳公约（下称本
公约）是全国蓝天救援组织在国
家法律、地方法规以及蓝天理念
的框架内，本着“人道 、博爱 、奉
献 ”的志愿精神 ，遵守 “少说多
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
人”的整体队训，以积极进取、严
格自律的方式，参与蓝天救援活
动以及行动的准则，凡参加蓝天
救援队伍的集体及个人均视为
承认本公约，自觉自愿地接受本
公约及依据本公约所制定的各
项规则的约束，与其他队友共同
协作，努力完成蓝天救援各项活
动以及行动之预定目标。

四、蓝天救援队总部与全国
各地蓝天队伍的关系是直属管
理关系，不是联盟关系。 蓝天各
地申请建队由总部派出联络官
进行审核和考查，符合蓝天建队
标准经批准可以建队，授权合法
使用蓝天救援队名称、 标识物，
并执行蓝天各项管理制度，坚守
蓝天救援队发展理念。各地蓝天

队伍的日常管理独立运作总部
不参与管理，组织架构的变更及
时上报总部备案。对于不符合蓝
天理念、 不服从全国统一管理、
长期不参加专业培训不履行志
愿服务义务的蓝天队伍，经通知
整改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通告
全国取消队伍资格，蓝天总部在
当地将重新安排建队。

五、 蓝天救援队是知名品
牌，其名称、标识、标志物均受国
家法律保护，本公约授权各地蓝
天救援队在经过蓝天总部书面
授权后，可使用“蓝天救援队”名
称注册。但未经授权，私自注册、
使用蓝天救援名称、标识 、标志
物者即构成侵权行为。 对此，蓝
天救援队总部有权追回其使用
蓝天救援队名称的资格并保留
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另：蓝
天救援所属分队正式成立不满
一年或正在考核筹备期的队伍
不建议也不授权以蓝天救援队
名义申请注册。 ）

六、 凡自愿加入蓝天救援行
列的个人，首先要遵守国家法律、
遵守普通人的行为规范， 不要做
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的事， 申请
加入者均意味着承认本公约，自
觉自愿地接受本公约及依据本公
约所制定的各项规则的约束。

八、蓝天救援所属各地队伍
的注册名 ， 如果是社团注册则
为：地方名加蓝天救援协会或蓝
天应急救援协会。（例：北京市蓝
天救援协会或北京市蓝天应急
救援协会）， 如果是民办非企业
注册则为：地方名加蓝天救援队
或地方名加蓝天救援中心。（例：
北京市蓝天救援队、北京市蓝天
救援中心北京市蓝天应急救援
中心）， 如挂靠政府行政部门以
合作形式建队的，则为地方名加
政府行政机构名加蓝天救援队，
（例：北京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北京市民政蓝天救援队）除以上
要求的名称外，不可有其他任何
个人、企业的冠名。

湖北兴湖律师事务所为洪湖蓝天救援队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链接〉〉〉
《阜阳公约》（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