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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制小程序到定制公益活动
企业志愿服务如何可持续发展？ ■ 本报记者 皮磊

去年 7 月，字节跳动正式推
出“跳跳糖公益伙伴计划”，旨在
以员工志愿者回馈社会、为社会
创造价值为基础，与公益伙伴共
同探索公益发展的可持续模式。
一年来， 共有 94 家公益机构参
与该项目，累计开展 532 场公益
活动，覆盖 23 个城市，近 8000 名
字节跳动员工深度参与，累计参
与时长超过 16000 小时。

为公益机构
定制一款小程序

近年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
意识的不断提高，企业员工志愿
服务越来越受外界关注。 尤其以
互联网行业为代表，不论是从服
务形式、参与人数，还是所关注
领域等方面来看，企业志愿服务
都呈现正向发展态势。

不过，既有的传统模式大多
以短期或临时形式居多。 如何为
企业志愿服务提供更多可能，成
为企业及机构共同探索的方向。

今年 2 月， 善淘申请加入
“跳跳糖公益伙伴计划”，并成为
今年第一批入围机构。 在此之
前，双方已经联合开展多场公益
活动。 善淘运营方、上海聚善慈
善超市公益营造部负责人许玮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目前善淘
与字节跳动公益的合作方式较
为多样化， 尤其在技术层面，字
节给予了很多支持。“企业一方
面提供志愿服务，同时还会进行
配捐，这对我们来说是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 这一计划不仅为我们
的业务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持，同
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
发展，实现自我造血。 ”

记者了解到， 善淘成立于
2010 年，是国内首家线上慈善商
店。 其将线上线下进行结合，鼓
励人们将闲置物品捐赠给善淘
进行义卖，义卖所得用于为那些
生活中正遭遇困境的残障人士
提供支持。 除慈善商店外，善淘
还会开展残障人士就业培训与
其他线上线下公益活动。

目前， 善淘共有 16 家线下
实体店，其中上海 14 家，成都 2
家。 2021 年，善淘共收捐个人闲
置物资 42246 件， 价值 596180
元； 收捐企业闲置物资 289530

件，价值 6292698 元，共计 81 家
企业捐赠。

据许玮介绍，目前善淘团队
有 48 人， 其中特殊伙伴 21 人。
在运营方面，善淘一直以来面临
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手不足，很多
工作曾因此停滞。“比如，在进行
个人闲置物品收捐时，由于个人
捐赠分散、品类复杂、质量参差
不齐，仅依靠人工分拣处理方式
较慢，缺乏人力进行捐赠品追踪
管理。 ”

针对这一问题，“跳跳糖公
益伙伴计划”以技术公益的形式
招募了一批员工志愿者，为善淘
开发了一个收捐小程序，方便一
线工作人员使用。

“我们从双方的合作中学到
了很多， 比如如何培训志愿者、
如何举办活动、如何制定标准化
流程等。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进
一步拓展线下合作，丰富活动类
型，也希望有更多科技企业关注
公益事业。 ”许玮谈道。

长期合作
让公益更加“可持续”

除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
持，对一些公益机构而言，经验
和项目模式的分享也尤为重要。

益微青年是一家着眼于青
年教育的公益机构，长期开展乡
村夏令营（创新支教）等公益项
目，但缺乏与企业开展公益合作
的经验。

今年年初加入“跳跳糖公益
伙伴计划”后，双方联合推出了
定制化公益活动———字节青年
一小时，定期邀请字节跳动青年
员工，与西北地区大学生一对一
沟通， 帮助他们解决学习成长、
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困惑和问题。

这一活动颇受在校大学生
欢迎，也为益微青年扩宽了公益
形式。 与此同时，益微青年还参
加了字节公益组织的公益筹款
相关培训，并在字节跳动公益平
台上线相关筹款活动，助力公益
项目长期、持续发展。

在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
（以下简称“晓更基金会”）理事
长李红看来，企业员工志愿者的
加入，让心智障碍群体得到了更
多关注，同时也能发动更多人参

与进来，为他们创造更加融合平
等的社会环境。 2021 年，全国范
围内有超过 16 个城市的字节跳
动员工志愿者参与晓更基金会
开展的融合活动，服务心智障碍
者超过 1500 人次。

记者了解到， 晓更基金会成
立于 2018 年，由北京市海淀区融
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
（以下简称“融爱融乐”）运营。 基
金会主要关注融合教育、 融合就
业、社区融合及家庭赋能等领域。

“以往我们开展活动主要依
赖各地的家长骨干以及一些社
会志愿者。 这两年来，受疫情影
响，志愿者人数减少，因此我们
对企业志愿者的依赖比以往更
多。 字节跳动员工志愿者不仅深
度参与到基金会项目中，也为我
们提供了诸如资源、传播、场地
等多方面的支持。 ”李红谈道。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跳跳糖
员工志愿者的主动和热情。“参
加完公益活动后，有些员工志愿
者主动表示愿意长期稳定地陪
伴我们的服务对象。 志愿者和服
务对象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深
层的情感链接，孩子家长也对他
们非常认可。 这对心智障碍者家

庭和孩子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也
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

李红向记者分享了一个案
例：“有一个小男孩非常喜欢陪
伴他的志愿者哥哥，就画了一幅
两个人的自画像。 其实就是一张
特别简单的简笔画，画在一张小
纸上，但我们的志愿者特意买了
一个高级相框把画装裱起来。 我
觉得， 这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用生命拥抱生命的过程。 虽然这
些心智障碍的孩子不善于表达，
但他们能够感受到志愿者对他
们的关爱和接纳，他们也会用自
己的方式去回馈这些志愿者。 ”

多方协同机制
促进共同成长

有研究指出，近年来，企业
志愿服务逐渐成为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式，
社会各界对企业开展志愿服务
也越来越关注和认可。 不论是在
抗震救灾、疫情防控，还是在支
持教育事业、 扶老济困等领域，
企业员工志愿者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此背景下， 如何实现企业

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使其在
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
作用，成为行业关注的重点议题。

“跳跳糖公益伙伴计划”负
责人腾越表示，经过一年时间的
摸索，目前跳跳糖员工公益已初
步搭建起“企业-公益机构-员工
志愿者-服务对象” 的多方协同
机制。 在这一机制下，字节跳动
会通过多种渠道给予伙伴机构
支持，从志愿者招募、管理技巧
的咨询，再到软件使用及产品功
能开发等，助力伙伴机构提升服
务能力， 为受助者提供更加专
业、稳定的帮助。

与此同时，按照每公益时配
捐 100 元人民币的方式，字节跳
动还会为伙伴机构提供资金支
持，通过“技术、人力、资金”三位
一体的支持体系，助力公益行业
长期发展。

除了考虑如何与公益机构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外，怎
样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也是摆在
企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完善的
激励机制和良好的服务体验必
不可少。

腾越告诉记者，字节跳动内
部有完善的公益时激励机制，累
积公益时可以解锁“公益徽章”。
同时，公司会根据不同公益节点
和公益议题，为员工推荐不同的
公益活动。 公司还会开发一些公
益周边，营造浓烈的公益氛围。

通过这种积极的互动方式，
员工志愿者、企业和公益机构正
一起成长。

腾越表示，随着与伙伴合作
的不断深入，跳跳糖员工公益对
如何持续发展企业志愿服务，有
了更深的理解。“通过组织专家
及团队调研，我们确定了支持合
作伙伴的服务路径和项目目标；
在与不同伙伴的合作中，不断优
化完善了项目管理标准化流程。
这对我们运营公益项目也是非
常有价值的学习。 ”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也是体现
公益行业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维度。 数据显示，我国

注册志愿者人数已从 2012 年的 292 万增长到 2021 年的
2.17 亿，平均每万人中就有 1544 人注册为志愿者，累计志愿
服务时长达 16.14亿小时，人均志愿服务时长为 7.44小时。

其中，企业志愿服务发展也越来越受关注，企业员工志愿
者数量、志愿服务模式及领域不断拓展创新，呈现出可持续发
展态势，在推动公益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互联网
科技企业为例， 除了项目资金支持， 员工志愿者通过技术赋
能，持续助力公益机构加强信息化建设，帮助机构解决在互联
网时代面临的技术难题。

服务对象送给字节跳动员工志愿者的画，志愿者将它装裱了起来

目前，善淘共有 16 家线下实体店，其中上海 14 家，成都两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