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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公益创业：继续探路前行

公益创业模式不断创新

在 2021 年的赛场上，涌现出
不少模式新颖的公益创业项目。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
艺术学院“启言筑梦”推普公益
服务团队 3 年间先后走访了“三
区三州”19 个贫困县 143 个深度
贫困村，从专业的角度，探索出
了一条乡村推普的有效路径。

“我们先假定有一个青年，
想要外出务工，他可能会经历哪
些场景，需要哪些对话，把这些
环节逐一拆解开，从中挑选出最
核心高频的 20 个场景， 每个场
景搭配 5 个句型，组成最简单实
用的 100 句普通话。 ”项目负责
人梁琳琳介绍说。

针对青壮年群体每日时间
不固定的特点，团队为每位青年
配备了 15 天一对一、 全天候灵
活教学服务，志愿者们跟着村民
下地干活儿， 边干活儿边授课。
田间、工地、村委、夜校，包括村
民家里都是志愿者们的教学点。

据了解， 截至目前，“启言筑
梦” 推普公益服务已成功帮助
1215 人掌握普通话基本用语，其
中 372人在东莞、成都等地找到工
作，家庭月收入达到 3000元以上。

本次大赛还吸引了不少相
对成熟的公益创业项目参加。 金
奖项目“大山里的小诗人”就是
其中之一。

“会写诗的孩子不砸玻璃”
是项目创始人参加评审时的口
号。 项目聚焦农村儿童尤其是农
村留守儿童的诗歌教育。“相较
于非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经
历了更多的情感忽视，存在更多
焦虑和冲动倾向，这很容易破坏
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

项目以诗歌为载体，努力提
升乡村儿童情感表达的能力和
意愿，解决乡村儿童缺乏情感表
达渠道和心灵关注的问题。 截至
目前，已服务了包含云南、广西
等 24 个省份的 1100 余所乡村中
小学，12 万余名乡村儿童。

部分公益创业项目的独特
创意也成为本次大赛的亮点。

比如，老友记智慧助餐服务

平台项目通过数字化运营管理
和一站式服务运营，为老人提供
早中晚三餐、365 天的助餐服务；
满天星公益社区图书馆项目实
现了公众小额月捐的资金筹措
目的；爱咖啡———自闭症实践基
地公益项目以组织志愿者与实
践基地自闭症服务员陪伴交流
换取咖啡的服务方式，帮助自闭
症患者融入社会。

部分项目营利模式初现

作为一种成长中的公益形
态，公益创业发展并不如商业创
业发展得成熟。 但某些特定类别
的公益创业项目已经找到实现
盈利的适合方式。

“扶药直上” 项目发端于
2018 年暑假。 此前两年间，徐州
医科大学药学院香缘志愿服务
队帮助徐州市马庄村在煤矿塌
陷区种植中药材，降低香包产业
原料成本。 2018 年，团队准备再
次调研时发现，项目运营经费出
现困难，连基本科研耗材的购买
都有问题。 于是，团队成员提出
通过销售徐州香包增加收入，支
持科研助农。

在助农类志愿服务中，“扶
药直上”项目的创业模式很有代
表性。 其特点是以农副产品为载
体， 通过专业技术提高产品质
量，再利用电商、直播等新渠道
销售，实现盈利。

在本次比赛中， 获得金奖的
华中农业大学耕读兴农志愿服务
队带来的“菱辟蹊径 强农兴农”
项目、吉林农业大学“致远”青年
志愿者协会带来的“卓耳不
凡———木耳产业助农志愿服务项
目”、塔里木大学带来的“点沙成
金———设施番茄高效黄沙无土栽
培志愿服务”项目都是如此。

在众多公益创业项目中，助
残类志愿服务的创业模式同样
不断清晰。 它们多以搭建平台，
创造劳动力就业的方式，实现集
体营收。

最近， 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
徐旭正忙着为“星妈”们的蒸饺店
申请“小爱吉隆”的商标。 这个蒸
饺店是“渡小爱”项目的创业成果

之一， 这是长春中医药大学志远
实践团运行的帮扶心智障碍家庭
联合创业的志愿服务项目。

2016 年，徐旭开始从事志愿
服务。 了解到心智障碍者家庭对
孩子融入社会以及就业的担忧
后， 她便组织受助家庭参与创
业，为孩子与家长找工作。 从花
房到蒸饺店，从帮助孩子到帮助
家长，慢慢地 50 多个家庭在“渡
小爱”项目中重新走上正轨。

与渡小爱相似，“憨兜成才”
也是关注心智障碍家庭，通过洗
车、非遗、研学、网店等方式直接
创造就业岗位， 目前帮助 39 名
大龄心智障碍人士及 44 名家长
实现就业创业；脊髓损伤者希望
之家项目则是借助互联网帮助
伤友灵活就业……

公益、创业，孰轻孰重

公益创业可以说是志愿服务
项目的 2.0 版。 2021 年获得银奖
的“益童成长盒”项目就是如此。

它脱胎于武汉理工大学郎
坤志愿服务队青少年关爱服务
项目，2011 年以来， 团队已累计
开展关爱行动 2600 余次， 累计
志愿服务时长 45880 小时。

2018 年起，服务队志愿者郭
甜与其他队友一同在自护教育
系列产品的基础上开始设计研
发“益童成长盒”产品。 2020 年暑
期，产品成熟后在武汉市社区和
小学进行推广，形成了以政府采
购、社会捐赠和产品销售、咨询
与培训服务为主要运营资金来
源的公益创业模式。

拥有成熟的产品就意味着
具备了清晰的“卖点”，这对志愿
服务公益创业项目来说非常难
得。 可即便如此，“益童成长盒”
也和很多志愿服务公益创业项
目一样，面临着如何将优秀产品
转化成畅销产品的难题。

“公益创业项目能像公司一
样正常运维，有自己的产品或者
提供的服务能够吸引个体购买，
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全国赛
评审、重庆大学教授蒲清平说。

他还介绍，目前对公益创业项
目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尚不完善，能

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极为关键。
全国赛评审、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讲席教授刘志阳则将志
愿服务公益创业项目的未来发
展细分为三类：一类是充分借鉴
成熟商业模式， 走向社会创业；
二是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公益创
业的创新模式，不断提高已有的
志愿服务质量；最后一种情况则
是， 项目吸引更多志愿者加入，
通过社会创新过程，不断壮大和
提高社会影响力。

“最后这种模式，我认为是最
有社会价值的志愿服务公益创业
项目发展方向。 ”刘志阳总结说。

如何走下去？

2021 年的公益创业赛被称
为是“传统形态下最后一届比
赛”。 经历多年的发展，如何走好
公益创业之路成为专家学者共
同关注的焦点。

在 2021 年 12 月 4 日举行的
志愿服务公益创业研讨交流会
上，全国终赛评委、湖北卓尔公
益基金会秘书长汪素娟表示，由
于公益创业的特殊性，很多志愿
服务项目都存在“规模不大，资
金来源比较单一，营利能力比较
薄弱”的问题。

通常，构成一个公益创业项
目的收入来源大致分为产品服
务的营业收入、承接政府购买服
务、接受社会捐赠、公益创投四
个方面。

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方面，
有专家表示，志愿服务公益创业
项目大多瞄准某一特定社会痛
点，有助于满足部分群体的社会
需求。 当前国家倡导“共同富裕”
战略，借此推动政府重视增加购
买社会服务正当其时。

走好公益创业之路，离不开
对公益创业资本的充分利用。 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
教授、MBA 教育中心导师刘帆
将现存的公益创业市场比喻为

“柠檬的公益资本市场”，即次要
的、不完善的公益资本市场。

他进一步解释说，当前公益
资本市场的资源大部分都流向
了慈善基金会，而与国外发达的
公益创业样态相比，这些基金会
对“草根”公益创业团队的支持
并不充足，造成部分公益创业组
织仍处在创业“维艰”的境遇。

究其原因，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

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基
金会支持公益创业也面临困
境”。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如果
理事会做投资存在过错，理事要
承担个人责任。

面对公益创业项目，基金会
一旦选择以投资的方式进行，在
社会领域投资效益极低的条件
下，资金可能会出现亏损，投资
者极有可能要直面“质疑”。 在这
种情况下，基金会理事会更愿意
做无偿资助，只要确定项目的公
益性即可， 但这种资助是无偿
的，有去无回。

在刘帆看来，基金会可能还
有另一种选择，由于担心公益创
业项目能力不足，基金会可能选
择自己经营同类项目。 长此以
往，部分公益组织会退出资本市
场，留下来获得资助的公益组织
也会陷入一种“内卷式、低层次
的发展”。

金锦萍建议，要找出一个解
决方案，对除了投资和资助之外
兼具两种属性的资产进行特殊
规范。“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解
决， 那公益创业的蓝海就打开
了，就会有更多的资源进来。 ”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丁元竹从更宏观的维度
建议，在推动志愿服务公益创业
的过程中， 除了要解决资金问
题，解决效率问题，还要通过这
种探索来完善社会体制问题。

“我们的任务不单是要去探索如
何引入市场机制， 也要通过探
索，使社会体制更加完善。 ”

在公益创业的领域，公益创
业教育也被专家学者反复提及。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
心党委书记张朝晖提出，公益创
业教育开展不足是当下大学创
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这一点刘帆教授也表示认
同，他认为，公益创业教育是一种
商业创业多元发展的可靠实践途
径。 青年可以在公益创业的试错
中不断成长。金锦萍也认为，在高
校讲“双创”的时候，创业不应只
是局限于商业创业项目。

历经多年，在五届公益创业赛
的赛场， 诞生了很多志愿服务公
益创业的明星项目。 他们在赛场
上脱颖而出， 得到当地政府和社
会的关注， 从此走上加速发展的
快车道。 但公益创业本身依然是
新生事物， 如何做好志愿服务公
益创业依然需要不断试错、 调整、
完善升级。 （据《中国青年报》）

从2015年至今，作为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发展的最新风向标，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
益创业赛已经连续举办五届。

公益创业赛自创办以来，一直伴随和推进着公益创业项目和发展模式的快速升级迭
代。发展至今，志愿服务公益创业项目都有哪些探索与创新？志愿服务公益创业的发展方
向是什么？ 未来青年志愿者们的公益创业之路又该如何进行？

2021 年 4 月，徐州市马庄村，“扶药直上”项目团队于种植示范基地实地开展种苗研究

在云南福贡达友村，志愿者改编“丢手绢”游戏，引导村民大胆说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