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义工协会“蜗居”在一个闲置的街道办公室里，楼道逼仄。 这个完全由本
地人组成、纯公益的组织，目前常态化运行女童保护、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等多个公益项目，

已经长期帮教超过 40 名涉罪未成年人……
协会 2013 年成立时，成员只有几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会长李晖当时的想法只是“做点力所能及的

小事”。 随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草根组织不得不考虑如何稳定、长远地发展，走上专业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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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起步到专业化运作

一家青年草根组织的成长

以帮助他人为目标的组织
领头人反而是需要帮助的

几乎所有第一次见到李晖

的人都会感到惊讶：这个以帮助

他人为目标的组织，领头人反而

是需要帮助的那个———李晖是

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虽然

能独立行动，但走路一瘸一拐

的，行动有些不便。

从小到大，他没有体验过奔

跑的滋味，无法和同龄人一起踢

球、爬树，会被人羞辱嘲笑，甚至

还在就业时在成绩靠前的情况

下被用人单位排斥。但他没有沉

沦，不能跑步就学着骑自行车，

身体不适合户外工作就学习编

程谋生。他也没有忘记过成长路

上他人给予的帮助，在自己生活

稳定以后，便想着帮帮和自己一

样外出工作不便的残疾人。

他在本地残疾人的 QQ 群
里帮大家找工作，还免费教有意

愿的人简单的编程和网络技术，

有空时甚至上门指导。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只

能帮到几个人；如果有一群人，

效果一定是 1+1远大于 2的。在
武汉读大学时，李晖知道大城市

里有很多公益机构，但觉得阳新

是县城，经济不发达，没有那样

的土壤。可回到阳新工作后，他

发现也有不少人在以个人的方

式做公益：有人在立交桥搭建旧

衣物回收角；有人在街头组织救

治白血病儿童的活动；有人通过

自媒体帮助别人。他便四处走

访，把大家集结在一起。

对帮助他人这件事情，大家

一拍即合，但成立一个社会组织，

需要启动资金、办公场地、初始会

员等。对几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

来说，每一个都是巨大的难题。

不过，那些当时看来无比困

难的问题，竟都被这些年轻人一

一解决。

办协会和办企业一样困难

李晖找到一家青年创业孵

化基地，对方一听来意，很支持

他们的工作，便免费提供了一间

闲置的办公室。协会发起人每人

出一点钱，协会就运转起来了。

李晖还记得，当时的启动资金约

2000 元，自己工资才每月 1300
元。每到周末，他们组织城市清

洁义务劳动、慰问环卫工人、到

敬老院演出等活动。

很多路人看到他们都表示

感兴趣，那时网络还不发达，加

上协会没有专职人员回收信息，

骨干们便在自己的店里或者单

位设报名点，热心市民可以填表

报名。后来智能手机普及了，李

晖就设计了在线报名系统。

李晖统计，第一年就有 700
多人报名，远超他最初设想的几

十人的规模。然而，协会核心成

员只有几个人，平常还有本职工

作，一个看似简单的两小时的活

动，背后的筹备时间往往超过 20
小时，大家平常每天白天上班，

晚上回家就写方案策划活动，联

系活动方、筹集经费和物资。尽

管大家都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

了几乎全部休闲时间，很多报名

的热心人一年都没有排上参加

一次活动。

李晖那时才意识到，其实办

协会和办企业一样困难，只靠几

个人兼职，很难做好。“比如和妇

联、民政局合作，他们很欢迎，请

我们去谈谈。可我们都有本职工

作，很难保证一直有时间。很多

有利于协会发展的事务错过了

觉得非常可惜。”有时他觉得自

己就是协会的轴心，遇到工作特

别忙的时候，“我不转，整个盘子

就停了”。

李晖参加省内公益机构举

办的交流活动，发现很多组织运

行了 10多年，仍然非常健康地
发展着，总结后发现，最关键的

问题是需要专职人员。

痛定思痛，李晖决定聘请专

职人员，先自己垫资，把整个组

织盘活，同时想方设法筹集资

金。“否则，我们很可能和很多公

益组织一样，两三年就死掉了。”

李晖还记得自己和一个协

会交流时，对方问他每年承接多

少政府采购项目，他被问蒙了，

“什么是政府采购项目？”后来，

他又了解到公益性岗位等概念。

回家后，他赶紧查资料，然后向

团县委、人社局等政府机构打报

告申请，协会发展的资金问题才

慢慢解决。团县委和镇党委还帮

他们协调了现在这个办公场地，

面积更大，交通也更便利。

让协会走得更远

在李晖看来，协会需要更多

专业化的人才，他便鼓励大家去

考专业证书。

他自己先买书、准备考试。一

个月后，他顺利拿到了社会工作

者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在他的鼓

励下，三名专职人员有两人已经

拿到了证书，还有一些骨干也考

过了。协会的秘书长等人还自费

学习并获得了心理咨询师资格。

有了相关资质，协会的活动

范围也越来越广。他们进入校园

做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开展未

成年人司法服务，捐赠图书室，

关爱留守儿童。2019年起，他们
还与当地人民检察院、团委合作

帮教涉罪未成年人。

在李晖看来，协会想要走得

长远，还要进一步让松散的团队

团结起来。“怎么让协会不断吸

纳新人，让老人持续参与，要花

很大力气。”他还想实现协会的

“造血功能”，结合青年创业、公

益创业，让机构能完全靠自己长

期运转下去。

截至 2021年 4月，阳新县义
工协会已经成立了七支企业义

工队和三支乡镇义工队，累计发

动志愿者两万余人。而这个县城

的常住人口也不过 100余万人。
李晖常常想起自己当初“一

起做好事”的简单愿望。而今，他

身上肩负着带着一个庞大队伍

前进的责任，他希望这群人能够

走得更远一些。

（据《中国青年报》）

9月 2日，在中华遗嘱库长沙
服务中心，全国首例遗嘱慈善信

托捐赠登记成功。25岁湖南大学
博士生邹先生（化名）通过设立遗

嘱慈善信托，将在自己身后捐出

全部存款给糖尿病公益机构。邹

先生说，目前自己存款不多，但希

望在帮助 1型糖尿病患者这个伟
大的事业中尽一点绵薄之力。“捐

赠范围的话，我的全部存款吧。原

因？做公益还需要原因吗？”

25 岁博士生立遗嘱

今年 3月末，年仅 25岁的邹
先生便有了立遗嘱的想法。他通

过网络留言联系到中华遗嘱库。

据了解，邹先生是湖南大学

在读博士生。他当时只是抱着试

探性的态度了解，没想到中华遗

嘱库非常重视，组织相关领域专

家进行研究后，为其解决了心头

大事。

邹先生说，他希望将来身故

后，捐出自己全部的存款给糖尿

病公益机构。

听到邹先生的诉求后，中华

遗嘱库长沙服务中心主任严继

光律师表示，“一定要全力协助

邹先生完成遗嘱捐赠，无偿向邹

先生提供法律服务，绝对不能辜

负邹先生对社会的善心。”

历经 5个月，邹先生终于完
成心愿。

全部存款
捐给糖尿病公益机构

为何要把存款捐给糖尿病

公益机构，邹先生表示，1型糖尿
病人不仅承受病痛之苦，而且在

入学、就业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

甚至经常遭到歧视。所以，他希

望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帮助 1
型糖尿病患者。

对于具体捐赠对象，邹先生

一开始没什么想法，希望中华遗

嘱库帮忙对接。“最后，中华遗嘱

库经过多方打听和沟通，联系到

位于长沙的三诺糖尿病基金会，

这是一家主要致力于 1 型糖尿
病患者治疗与康复帮助的公益

机构。”中华遗嘱库长沙服务中

心副主任邹露璐说。

邹先生经过考察，认可设定

三诺糖尿病基金会为信托受益

人，设定严继光律师和邹露璐作

为遗嘱监察人，并在中华遗嘱库

的协助下对遗产捐赠的各项内

容达成了共识。

“中华遗嘱库和我沟通了很

多内容，都是我以前没有想到

的，例如由谁负责取出存款，存

款达到多少额度以上如何使用，

是否需要设定监督人等，真的很

专业。我一开始还觉得就这点钱

有必要考虑那么多吗。但想想也

是，未来路还长，谁知道我将来

会有多少存款呢？”邹先生说。

首例遗嘱慈善信托开先河

“这不仅是自中华遗嘱库长

沙服务中心成立以来登记的首例

遗嘱慈善信托，根据公开资料查

询显示，这也是慈善法自 2016年
9月生效实施以来我国首例遗嘱
慈善信托。”邹露璐表示。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

凯不仅是北京首届十佳婚姻家

庭法律师，而且是中国首例家

族慈善信托的设计者。他表示，

遗嘱慈善信托是遗嘱信托与慈

善信托的结合，我国慈善法创

设了慈善信托制度，民法典则

继信托法之后再度明确了遗嘱

信托制度。

与普通慈善信托不同的是，

遗嘱慈善信托通过“遗嘱+遗嘱
执行人+信托合同”的模式设立，
由于遗嘱尚未生效，遗嘱执行人

尚未与受托人签署信托文件，因

此目前尚无法根据《慈善信托管

理办法》办理慈善信托备案。

陈凯认为，邹先生设立首例

遗嘱慈善信托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在大部分人眼中，信托都

和富人相关，慈善捐赠的主力也

是成功企业家。但邹先生这一事

件说明，信托和慈善并非富人专

享。对于资产总额不高的市民来

说，将自己的财产办个遗嘱信

托，委托给专业机构或信任的亲

朋好友，将全部或部分财产或部

分收益用于公益事业，不再遥不

可及。

严继光表示，遗嘱慈善信托

是以遗嘱的方式设立的慈善信

托。通过遗嘱信托，可以根据委

托人的意愿妥善规划自己的财

产，通过专业人员的建议给予专

业知识及技术规划遗产配置。信

托可以避免继承人争夺遗产，也

可以实现委托人对财产使用的

个性化需求。 （据红网时刻）

全国首例！ 25岁博士设遗嘱信托捐出全部存款

2016 年 10 月，阳新义工开展百人环保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