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巴东
县的梦洁梦晨姐
妹是 “加油木兰 ”
项 目 的受 益 人 ，
在爱心网友们的
帮助下两人都成
功考上了大学

重庆市奉节县朱衣镇仙女村“母亲水窖”集中供水工程不仅帮助
村民获得安全饮用水，还解决了村里 500 亩脐橙的灌溉用水。图为李
大姐在脐橙丰收后开心地洗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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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建岷：时代发展赋予行业
新的历史使命和重任

行业发展需要
协同成长的空间

《公益时报》：对行业来说，9
月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月份，
中华慈善日、95 公益周、99 公益
日等都集中在这个月。 可以说，
行业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共识。作
为公益行业老兵，你是怎么理解
行业协同发展的？对行业发展来
说，协同发展有什么意义？

张建岷 ： 我们正处在一个
公益行业大协同的新时代，组

织边界日益模糊，跨界融合发

展空间日益增大，不同领域资

源有效对接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可以说，公益行业正向着

“大协同、共成长”的方向发展。

在大协同背景下，公益行业也

进入了跨界合作、资源共享、价

值共享的时代，需要一个协同

成长的空间来保持行业活力，

一起来解决社会问题。

公益行业需秉持开放包容、

公平平等、互利共享的现代慈善

原则，树立资源共享、价值共享、

信息共享、成果共享的大公益格

局，让资源与服务相对接，使各

种社会需求、公共资源、公益服

务对接融合升值，为一切为受益

人群服务的公共资源和活动提

供合作和服务保障，使公益项目

和公益力量能直接、有效地转换

和调配到公益需求上，建立广泛

的公益信息交互平台。

举个例子。在中国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我们联合天猫服饰，

汇集多方合力支持“天才妈妈”

项目，共同为扶持女性居家创就

业助力；“加油木兰”项目通过公

益宝贝链接了数十万商家，让商

家在创收之余参与公益，为社会

奉献微薄之力，让买家在购物的

同时有机会奉献爱心。当一个共

建共治共享的协同闭环构建成

功时，就会孵化出更多好的机

构、项目，同时也能在行业内形

成辐射效应，带动更多的人、更

多的机构做得更好。

《公益时报》：在新时代背景
下，一些互联网头部企业借助资
金及技术等资源优势，不断支持
公益行业发展，甚至创造了行业
集体狂欢。 结合最近的公益热
点，你如何评价互联网企业的这
种行为？ 对行业意味着什么？

张建岷：互联网企业发挥自
身优势，为慈善事业发展积极搭

建平台，提供资源，渗透和影响

着公益领域的每一个机构、每一

个层面、每一个环节，重塑了公

益慈善新格局。特别是移动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突破了信

息壁垒，消除了时间空间障碍，

催生了门槛低、人人可参与、全

程透明的公益新形态。

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全民

公益，其意义不限于公益，更为

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

新方法。如阿里“95公益周”，正
是公益与互联网的融合让更多

人参与到公益慈善中，用举手之

劳的善行和无所不在的爱心温

暖每个人的心灵。

互联网为慈善事业发展
提供了坚实基础

《公益时报》：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为公益行业整体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行业基础，尤其在头部
互联网企业的大力协助下，行业
发展近年来迎来了质的飞跃。对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来说，你觉
得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平台的支
持给机构发展带来了哪些积极
的改变？

张建岷：互联网科技已成为
公益模式革新的重要基础。在互

联网大潮中，公益行业每个机构

都要思考如何适应互联网、人工

智能、大数据乃至区块链等技术

的快速迭代。

首先是在募捐方面。互联网

给公益项目提供了新的募捐渠

道，链接到更多的行业和公众，

让人人公益成为可能。比如“加

油木兰”项目，2019年通过阿里
巴巴公益的公益宝贝，链接数十

万爱心网商，由上亿笔 0.02元
至 0.1 元的小额捐赠汇聚成

3900余万元，为困难女性提供
了健康及教育保障。

其次，推动项目创新设计，紧

抓公众诉求与契合点。互联网公

益平台具有便利、透明、安全、高

效、互动与体验性强的优势，创意

独特的项目能让人感受到强烈的

心理冲击。我们注重互联网众筹

项目的创新需求与创意设计，通

过对项目重新包装与构思，塑造

项目特色，突出品牌形象，使项目

贴近公众，满足公众慈善诉求，赢

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再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

升了机构专业服务能力以及公

益项目执行的效率。“加油木兰”

项目通过互联网、图像识别等技

术助力，大大提升了项目的审核

及执行效率，受益人在上传证明

材料后三天内就可以收到资助

款。截至目前，项目资金落实超

过 1.17亿元，覆盖 14个省（市、
区）32个县，共计为 238.6557万
人次女性提供了保障。如果没有

互联网技术的支持，这个项目的

成果很难实现。

另外，互联网技术提升了公

益行业的透明度，如阿里巴巴公

益、支付宝公益等几家互联网公

开募捐平台目前已借助区块链

技术实现线上签收、确认、存证，

实施进度实时向公众反馈，提升

了公益项目的公信力和可信度。

《公益时报》：行业发展离不
开互联网。 那么对机构来说，应
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技术，公益
和互联网应该怎样有机结合，才
能跟上时代发展？

张建岷：目前，公益和互联网
的结合主要还是集中在募捐方

面，但对于公益机构来说只募款

是远远不够的，下一步我们将探

索互联网在公益领域的更深度应

用。首先，公益项目的核心是解决

社会的真正问题，我们要探索大

数据能否应用在挖掘社会问题、

分析社会问题及实施效果反馈与

监督、受益人信息保护与管理上，

如何助力打造科技型公益项目。

其次，互联网打破了常规的

时间与空间界限，不论身在何

处，我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

外界信息及相关服务。我们也将

探索借助互联网技术，为偏远地

区的人民送去教育和医疗资源，

同时探索提供远程就业岗位，助

力偏远地区群众实现居家就业

等。另外，在项目品牌打造与传

播方面，希望能发挥互联网线上

传播的优势，助力高效打造公益

项目品牌，共同推动行业发展。

时代赋予行业
新的历史使命和重任

《公益时报》：作为公益行业
资深从业者，你如何评价行业在
新时代历史背景下承担的使命
和作用？

张建岷： 收入分配是事关人
民切身利益、影响国家发展全局

的基本制度。慈善事业在促进社

会收入更加公平正义的过程中，

扮演着市场和政府难以替代的重

要角色，这也将公益慈善提升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慈善组织

来说，也意味着要承担越来越重

要的使命和作用。 （下转 09 版）

今年 9 月 5 日是我国第六
个“中华慈善日”，当天，

《民政部关于表彰第十一届 “中华
慈善奖”获得者的决定》正式发布，
182 个爱心个人、爱心团队、捐赠
企业、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被授予
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

据统计， 截至 2020 年年底，
我国基金会数量已超过 8400 家；
截至 2021 年 1 月，我国社会组织
登记总数已经突破 90 万家 。 在
解决社会问题、助力脱贫攻坚及
乡村振兴等诸多领域，广大社会
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建岷看来，公
益行业有着巨大发展空间，并且
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使命和作用。
“要发挥专业优势， 探索设计科
学有效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益
项目与公益模式，与促进国家发
展、提升人民福祉的需要同行。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作为
全国妇联领导下的全国性 5A 级
慈善组织 ，长期以来 ，在全国妇
联党组领导下 ，围绕中心 ，服务
大局 ，立足妇女家庭需求 ，着眼
于妇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围绕妇女扶
贫、妇女健康、女性创业等方面，
实施了一系列公益慈善项目，取
得了明显的社会成效。

今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联合阿里巴巴乡村振兴基金、支
付宝公益、阿里巴巴公益等共同
发起的 “加油木兰 ”公益项目荣
获本届 “中华慈善奖”———慈善
项目和慈善信托奖。 而此前，该
基金会的“母亲水窖”“母亲健康
快车 ”“母亲小额循环 ”“贫困英
模母亲资助计划 ” “母亲邮包 ”
“超仁妈妈” 等六个公益项目也
分别荣获“中华慈善奖”。

日前 ，张建岷接受 《公益时
报 》记者专访 ，就行业发展面临
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互联网技术
为行业发展带来的改变以及行
业发展面临的历史使命等问题，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天才妈妈”非遗传承人杨而报浪在做蜡染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