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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空间：让公益慈善触手可及

新闻 NEWS

“慈善空间”创益计划，正是
近年来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
与广州市慈善会共同推出、助力
慈善之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如今，各区慈善空间发起的
常态化公益慈善活动，已经涵盖
了扶贫助困、乡村振兴、为老服
务、社区发展等多个领域，“人人
慈善为人人”的慈善氛围逐渐下
沉社区，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

“在我们看来，只要将公益
慈善融入日常的空间，都是慈善
空间，它没有限制参与方式和关
注领域。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慈善
空间在这座城市涌现，让公益慈
善变得触手可及。 ”广州市公益
慈善联合会秘书长徐丹分析道，
这座城市一直充满爱心，有人关
注志愿服务， 有人定期助困助
学， 还有人聚焦教育和阅读，但
如何让这些爱心通过公益慈善
有效释放，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开端：
慈善正被更多人看见

实际上，慈善空间的建设最
早可以追溯到 2016 年。 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日
益凸显。 于是，整合社会资源、凝
聚各方力量减少或清除社会发
展的障碍，便显得尤为重要。 广
州鼓励公共场所设置慈善空间
的初衷，正是希望通过遍布城市
各个角落的慈善空间，打通广大
市民参与公益慈善的“最后一公
里”，让公益慈善触手可及，营造
出“人人可慈善”的社会氛围，进
一步构筑和完善慈善生态，将广
州建设成为真正的“慈善之城”。

为此，广州在 2016 年 5 月便
启动了慈善标志创建工作。 经过
多年努力， 已创建慈善街道、慈
善社区（乡村）、慈善广场等慈善
标志超过 200 个。 比如北京路步
行街每年都会举办公益慈善嘉
年华，广州塔会举办慈善垂直马
拉松……丰富多样的慈善活动，
一次次点燃广州市民参与慈善

的热情， 让慈善融入日常生活，
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

创建慈善标志，其实只是第
一步。《2020 年广州慈善榜分析
报告》指出，近年广州个人捐赠
比例偏低，应进一步推动慈善氛
围的构建，实现慈善活动的广覆
盖和常态化， 引导社会各界参
与， 尤其是提升公众参与慈善、
支持慈善的热情。 同年，广州市
公益慈善联合会与广州市慈善
会推出“慈善空间”创益计划，明
确慈善空间申报条件。

慈善空间并不限制慈善捐
赠额和慈善活动范围，而是鼓励
申报的公共服务以及商业场所
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自身已有
资源，将自己的公益慈善计划付
诸日常实践。 因此，无论是慈善
募捐、志愿服务，还是公益沙龙，
或是垂直领域的公益行动……
只要融入公益慈善元素，都可以
申报慈善空间，从而让越来越多
的市民有机会接触公益慈善并
参与其中。

据南海食街慈善空间负责
人许明标透露，在南海食街慈善
空间，“越来越多政府部门和社
会组织在交流中碰撞出新的慈
善火花，比如结合长者饭堂送餐
配餐，利用大屏幕推广从化慈善
项目，结合从化米粉的销售筹集
慈善资金，或者由社会组织举办
乡村老人生日会，让更多困境老
人感受到关爱等。 ”

广州图书馆慈善空间相关负
责人亦对慈善空间的发展颇为期
待，“对广州图书馆而言， 无论是
推广阅读，还是助力残健共融，都
不能光靠一个人的力量， 而慈善
空间可以引入更多对口资源和项
目，一同推动相关议题。 ”

而令毕业后公益基金秘书
长李忠黎印象深刻的是，毕业后
公益基金站慈善空间作为白云
区首个慈善空间正式揭牌不久，
便引起不少街道或企事业单位
的关注，希望结合自身资源优势
投身公益慈善，“慈善空间正被
更多人看见，发现‘公益慈善’原

来就在自己的身边。 在我们看
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现状：
数量增加，关注领域多元

核对条码、推销产品、协助
结账……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 9
时，数十名来自广州各地的心智
障碍青年便会准时到达华润万
家慈善空间，参加华润万家与广
州市心友心智障碍者服务协会
一同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公益职
业课堂。

由于特殊教育体系未涉及具
体的职业技能培训， 当心智障碍
人士走出校园的象牙塔， 想要接
受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并不容易。
目前， 广州逾万名成年心智障碍
者因为缺少一技之长， 在就业路
上屡屡碰壁。针对这一痛点，华润
万家慈善空间结合了商场用工需
求， 与心友会联动开展广州市社
会组织公益创投资助项目———心
智障碍青年就业培训计划。

每天上午，体验了商场入职
培训的特教教师针对报名参加
培训的青年特点， 分解后勤、仓
库、专柜、保洁等工作任务，至今
已有四十多名青年进入课堂学
习。 而在华润万家支持下，其中
十多名青年更是进入商场，进行
了为期六个月的实习，部分青年
成功转正，获得一份正式工作。

华润万家慈善空间负责人
透露：“该公益项目将长期开展，
定期输送实习工作岗位。 而通过
职业培训适应工作环境的青年
们在商场内备受同事喜爱，这给
很多家长带来了希望和方向。 ”

实际上，广州还有不少类似
的慈善空间。 各种不同的慈善空
间，涵盖了公益慈善的各个细分
领域。

广州从化区南海食街企业
慈善空间发起了“松柏”行动，化
身爱心饭堂，每周三中午，大厨
为当地长者搭配免费营养餐，服
务员陪老人唠家常；而一月一次
的长者生日座谈会更是在当地

掀起尊老爱老新风潮。
位于天河区的广州图书馆慈

善空间，不仅设立了视障服务区，
也为未成年人设立专门服务区
域，并针对老年人、来穗人员等提
供电脑培训， 让阅读和文化推广
更加无障碍。 广州白云区青年之
家毕业后公益基金站慈善空间，
则结合自身特色打造融合社区阅
读、困境青少年扶智扶志、志愿者
培育、 公益项目合作等多项功能
于一体的公益平台……

2020年， 广州市人民政府印
发《关于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的通知》，鼓励公共场
所设置慈善空间。同年，广州市公
益慈善联合会与广州市慈善会为
全市慈善空间颁牌。 而率先挂牌
为慈善空间的， 则多是早前已经
融入公益慈善元素的公共或商业
场所，并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亮点，
从残健共融、为老服务，到阅读推
广、儿童保护……

如今，广州市慈善空间挂牌
数量正持续增加，关注的领域日
渐多元，每个空间都在聚焦各自
关注的社会痛点。

未来：
配套激励机制，打造品牌

广州是一座有爱的城市，这
里的企业和市民虽然都有着乐

善好施的传统，但务实的做事风
格让他们在参与公益慈善时，更
喜欢选择低调而为， 极少声张。
目前，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正
积极在全市推广慈善空间，引导
更多“低调”的爱心企业和公益
慈善组织设立慈善空间，希望借
此向社会各界进一步传递“人人
慈善为人人”的理念，通过慈善
空间告诉更多人，再小的善举都
可以大声说出来，都值得被更多
人看见。

客观而言，尽管慈善空间创
建工作已经开展一年多，但其覆
盖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品牌
影响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更有
慈善空间的负责人指出，慈善空
间的设立还需要配套更多的激
励机制。

“当我们想要设立慈善空
间，把心智障碍青年请进商场并
提供就业支持时，这已经不是一
个部门就能决定的事情，各个部
门都会考虑和权衡人力、 客户、
成本等诸多因素。 ”华润万家慈
善空间负责人说，“我们从 2016
年开始已经深度参与服务，并获
评 2019 年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100’先进典型，大家看得
见改变和效果，所以最终还是坚
持了下来。 ”

而对于更多准备设立慈善
空间的机构、 团体或社区而言，
能否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激励机
制，依旧重要。

对此，未来广州将为优质的
慈善空间引入传播资源，并直接
推荐参与一年一度的广州慈善
榜活动；同时，也将不断推动慈
善空间品牌建设， 发动街道社
区、商业广场、图书馆、连锁门
店、 游客中心等设置慈善空间，
将慈善空间打造成广州市的品
牌慈善项目。

同时，广州还将推动同类慈
善空间开展更多的互动与联动，
汇聚优势资源，把各自的公益慈
善项目做好，将公益慈善的故事
讲好， 并引入更多社会资源，更
好地指导和支持优质慈善空间
及其公益项目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慈善空间可以
在不影响自身运作的基础上，开
放给优质的慈善活动或项目，而
慈联发挥平台作用牵线搭桥。 ”
徐丹说。 （据《善城广州》）

2021年11月的一天，广州荔湾区中山八路 10号的华润万家慈善空间一片热闹。在一间临时课室内，摆着
一块白板和十余张桌椅，十多名心智障碍青年在学习职业技能；已经 20多岁的他们，过去很少机

会接触到这些培训，进而通过就业融入社会。

华润万家慈善空间为心智障碍青年进行培训

从化图书馆慈善空间开办“星星画室”，面向特殊儿童开展公益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