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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ws 新闻

专访苏州市爱心达人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秘书长曹红梅：

公益是一场爱与美好的传递 ■ 本报记者 李庆

参与基金会工作之前，曹
红梅在企业担任职业

经理人。2019 年 5 月，在当地政府
和相关政策的鼓励下， 有着金融
和商业背景的曹红梅发起创办了
苏州市第一家个人捐资设立的慈
善基金会———苏州市爱心达人公
益慈善基金 （以下简称爱心达人
基金会），并担任秘书长。

从金融行业到全职公益人 ，
曹红梅被问及最多的就是为什
么选择做公益。

说起她与公益的结缘 ，还要
从儿时说起。

曹红梅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过国家的资助
以及来自他人的帮助。小学二年级
时，因为学校离家路途遥远，中午
无法赶回家吃饭，父母就为她在学
校附近找了个“五保户”搭伙。

小时候的曹红梅并不理解
什么是“五保户”，令她记忆深刻
的是她好几次来到 “五保户”奶
奶家吃午饭，奶奶都会给她做一
碗面，里面会加上青菜和一颗鸡
蛋。 “但奶奶的碗里每次都只有
面条和青菜，奶奶总告诉我是因
为她胆囊不好， 不能吃鸡蛋，那
时的我信以为真。 ”

“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却一
直都在帮助别人。 ”这在小小的
曹红梅心中种下了爱的种子，随
着年龄的增长，这颗种子在她心
里生根发芽。

由此， 六年前曹红梅辞职，租
下了 600 平方米的场所，开办了留
耕堂中医诊所，向有需要的患者提
供免费的中医诊疗服务。 三年间，
接受免费诊疗的患者达上万人次。
这项免费的中医诊疗服务的运营
成本三年共计超 2000 万元， 而这
些支出都是曹红梅自掏腰包。

“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做了
三年多 ， 但个人的资金是有限
的。 为此，苏州市民政局建议我
们成立一家基金会，让有能力的
爱心人士加入到这个组织里，一
起帮助他人 。 就这样 ，2019 年 5
月我们注册成立了爱心达人基
金会。 ”曹红梅说。

让公益就近就便
降低参与门槛

《公益时报》：目前国内外有
不少基金会都是个人出资成立
的，为什么你发起成立的基金会
不以你的名字命名？

曹红梅： 我们希望爱是无差
别的， 能够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
的人。同时，希望受助人未来能反
哺社会，也变成达人，有一个爱心
的传递。另外，也是希望给捐赠了
时间和金钱的志愿者和捐赠者一
个“爱心达人”的称号，把基金会
变成所有爱心人士的家。

虽然现在国内有很多基金会
是由个人出资成立的，但我们是苏
州市第一家个人捐资设立的慈善
基金会。 2019年 ５月，基金会经苏
州市民政局批准设立，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 致力于降低公益门槛，让

爱心款 100%送达，100%透明，让公
益可被监督、可供选择、就近就便，
让更多人成为爱心达人。

《公益时报》：从最初埋下公
益慈善的种子到后来发起成立
爱心达人基金会，两年之后再来
看这件事，你如何评价自己当时
的决定？

曹红梅：我们创始人和创始
团队大部分都有金融和商业背
景， 跨入公益领域也是机缘巧
合。 但进入这个领域后我们发现
还是有很多的挑战。 感触最深的
就是，公益好像谁都会做、能做，
但是做好公益是非常难的，需要
很多专业化、职业化技能，也需
要社会创新的想法和勇气。 就比
如谁都会做饭，但要想开个饭店
就不容易了， 全国餐饮业有 70%
的比例每年要洗牌，如果想成为
成功的餐饮企业那就更难了。

所以我们就想沉下心来挑
战一下，希望爱心达人基金会能
成为一家职业化做好人好事的
机构，围绕基金会的核心功能做
一些工作，降低公众参与公益慈
善的门槛，增强公众参与公益慈
善的意愿和能力；解决公众不知
道上哪做公益、 不知道怎么做、
不知道做了公益后会有什么后
续的反馈和结果、不知道谁可被
信赖等一连串的“不知道”，使他
们自然而然地成为爱心达人。

《公益时报》：“把基金会变
成爱心人士的家”这个愿望如今
来看你觉得实现了吗？

曹红梅：今天来看离我们的
愿望还有一段距离，但幸运的是
我们一直在路上，一直在核心价
值观的前提下不断往前走，并获
得了社会及企业的认同。 分享一
组数据：截至目前，有 16754 人作
为爱心达人参与到我们的公益
活动中，帮助了 371444 人。 在这
一过程中我们感染了很多人，也
让更多人得到了帮助。

《公益时报》：在坚守的过程
中，你觉得遇到的困难主要体现
在哪些方面？

曹红梅：首先是在核心的定位
中帮助更多人成为爱心达人，在这

个过程中去做透明。我们从成立的
第一天开始，每年的年报、每月的
月报、每日的日报就明确了发布时
间。 年报是每年的 1月 10日经过
审计后对外发布；月报是每个月 1
日上午 9时准时发出， 雷打不动。
从 2021年 6月 1日开始， 除了月
报和年报， 我们又增加了日报，每
天上午 9时准时发布。

设定这样的固定发布时间
也是倒逼我们所有内部建设工
作的日常推进。 无论是年报、月
报还是日报，每个数据都是精确
到每一个人的。 这一过程中的难
度同样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其次是降门槛，我们把现在
的门槛都放到了社区，针对每一
个想做志愿者和捐赠的人，在这
一过程中的挑战也是很大的。

通过“基金会+”的模式
激发更多人的爱心

《公益时报》：刚刚你提到把
项目门槛放到了社区，可否详细
介绍下？ 此外，也请介绍一下基
金会项目的落地模式。

曹红梅：我们的运作主要是
通过“基金会+”的模式。

一是“基金会+社区”。 我们
在社区做了一个“幸福公益站+
门口”公益活动，主要针对那些
想等到有时间、有钱了再去做好
人好事的人， 促进这群人就近、
就便做公益。 我们重点推动的群
体是儿童，鼓励他们在社区附近
利用自己的技能参与公益，比如
帮爷爷奶奶上一堂智能手机运
用课等。 大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带
小一点的孩子进托班，帮他们读
绘本，做手工，以此来鼓励孩子
通过实践活动去帮助他人。 另一
种方式是通过以买代帮的方式，
基金会与农户直接对接，通过严
格的检验后将优质水果、农作物
输送到社区。 这样可以让更多的
人在家门口购买到农产品，同时
也随手做了公益。 这种方式既打
破了以往“直接给”的模式，帮助
山区的同时还可以促进农户种
植的积极性。 此外，我们还在办
公场所开办了慈善超市，把适合
办公场所的吃的用的放在慈善
超市，所有的利润我们全部用于

捐赠，超市的工作人员目前都是
无薪资的志愿者。

二是“基金会+社会组织”。
比如像公益助农、环保类的项目
进社区时，我们就通过孵化幸福
驿站的一些社会组织去做，我们
把标准制定好，目标就是让受益
人在得到帮助后生活发生变化。

《公益时报》：在实践和探索
“基金会+”模式包括运作基金会
过程中，你有哪些经验和感悟？

曹红梅：首先，这种模式是可
复制的， 社区的最大诉求是服务
社区内的居民， 我们这种模式可
以很好地与社区的诉求相结合。

其次， 在需求上要有共建机
制。 想要更多居民参与进来，首先
要带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我们更
多是通过授予他们志愿者光荣称
号的方式，给予他们精神和物质的
双重鼓励。在这个过程中去激发更
多的社区人参与到社区贡献中来，
因为共赢才是合作的基础。

在公益行业，遇到问题通常
的解决思路是分头分工，不同机
构各司其职，各管一边。 这种专
业化的分工模式有一定好处，但
同时也会造成资方及项目方的
内部分裂， 使两类机构越走越
远。 这其实就是外部两个群体的
需求认知隔阂，内化成了行业内
部的分工隔阂，核心的矛盾没有
变化。 我们这两年的感受是，要
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来整合，拉近
双方的需求和认知距离，在这个
点上多下功夫。 这也是爱心达人
追求的公益“专业化、职业化”。

《公益时报》： 你刚刚提到
“共赢”的概念，为了激发更多的
社区人参与到社区贡献中来，要
给予他们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鼓
励。 怎么理解这一说法？

曹红梅 ：首先，我们在苏州
市区各大核心地段洽谈了近三
万块大屏的滚动传播合作。 同
时，跟苏州电视台合作，每个月
选出一名表现突出的月度爱心
达人，由他们来拍摄爱心达人志
愿者的公益故事或事迹，在近三
万块的大屏上进行滚动传播，从
而让更多的人看到志愿者的好
人好事。 只要志愿者做了好人好

事，我们就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放
大志愿者个人的善。 其实物质需
求并不是第一位的， 爱心被看
到、被尊重才是最重要的。

从今年开始，很多家长让孩
子来社区做志愿者，因为孩子的
慈善行为有输出。 我们的日报每
天上午 9 时会公布前一天的爱
心达人，包含志愿者和捐赠者的
名字、做公益的时长、服务的内
容以及感受等，这样可以让他们
的家人以及身边的人都能看到。

其次，我们正在推进的一项
工作，就是针对每个孩子做一个
公益账户，从孩子第一天做公益
开始，积累的志愿时长、捐赠的
零花钱、 通过义卖创造的价值、
帮助了多少人等都将记录在这
个公益账户中。 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会向学校发一封推荐信，证
明孩子一年的公益行动。 这样可
以帮助老师和校长看到孩子在
学校和班级除学习成绩以外的
另一面。 同时，也让孩子在个人
成长和品德方面有所提升。

随着公益账户时长的增加，
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不同层级的
服务，比如我们会为孩子申报市
级优秀项目， 或者市级好人，给
孩子入学升学以及未来的就业
加分，让更多的群体看到孩子多
维度的一面。

设立公益账户和企业基金
是下一步重点

《公益时报》：这么多有意义
的事推动下去很需要人，爱心达
人基金会现在有多少专职人员？
基金会的项目设计和执行主要
依托专职人员还是志愿者？

曹红梅：我们现在有专职人
员 15 名， 志愿者超 12000 名，项
目设计是专职人员、 捐赠人、志
愿者、受益人共同参与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项目框
架设计出来后，会在执行的过程
中不断调整， 听取捐赠人的意
见。 基金会每个月 20 日是开放
日，这一天探讨的就是前一期所
执行的项目情况，也会听听大家
的意见，从捐赠人角度了解他们
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下转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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