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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为草根 NGO捐专业

80 后“白骨精”们的美好社会
� � 对于初入职场的“80 后”们
来说，时间和金钱并不是他们的
资本，但比起“植一棵树”、“捐一
本书”这样的行动，捐出自己的
专业知识、 帮助 NGO 健康持久
良性运转，便可使他们的价值更
大化利用，从而成为很多年轻人
可选择的公益新途径。

ABC———（A Better Commu－
nity美好社会咨询社）的缩写，是中
国公益界首家完全由志愿者向
中小型 NGO 提供免费公益咨询
服务的组织。 这些来自埃森哲、
BCG（波士顿咨询公司）、贝恩、
正略钧策、北大纵横等国内外专
业咨询机构的年青人，用自己业
余 的 时 间 帮 助 了 不 少 草 根
NGO。

“80 后”+“白骨精”的汇聚

段段在工作日里是一家公司
的财务，下班后她“变身”为 ABC
的一员，从工作地点赶到位于朝
阳区的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之
家，在 ABC 的 2012 年春季咨询
季当中，她担任了金羽翼项目的
项目经理，要带领自己的团队为
金羽翼完成关于人力资源、岗位
设定等方面的咨询报告。

像段段一样的人，在北京还
有很多，他们当中 95%以上是标
准的“80 后”，他们当中绝大部分
是职场上时髦的“白骨精”（白
领、骨干、精英），他们白天在本
职工作中扮演着一种角色，又利
用下班和周末时间开始一种新
的职业，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标
签———ABC 志愿者。

但成为 ABC 的志愿者要经
过严格的选拔过程，以确保其“专
业性”。 ABC 每年有春季和秋季
两个咨询季， 咨询季之前会进行
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训。 今年的春
季招募共有 500 份左右的有效网
申简历， 这是创办四年来报名人
数最多的一次。 ABC的 HR们从
中筛出 200 人进入面试阶段，虽
然简历来自五湖四海， 但工作地
点必须是北京地区的要求将一批
人排除在外。 在群体面试之后共
有 44 人进入了 2012 春季训练
营， 但最终只有 20 人脱颖而出，

成为 ABC 春季咨询季的
合格咨询师。

在训练营接受过培
训的段段说，当时训练营
中有观察员进行第三
方评分， 但最重要的
是候选人之间的互
评。“除了咨询方面
的专业技能、分析能
力之外，团队协作能
力和奉献精神是大
家最看重的。 ”在训练
营当中， 候选人者们会接
受两部分的培训，三分之
一的内容和公益领域相
关， 三分之二是工具的使
用，比如深访技巧、报告撰写、
熟悉流程等。

ABC 的外务副社长陈馨介
绍说：“我们现在的规模有 100
多人， 但所有人都是志愿者，本
身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要
保证高效持续的工作状态，还要
有对 ABC 的绝对热情。 ”

“严密却无形”的运转机制

100 多人的 NGO，没有固定
的办公场所、没有固定的外部形
态， 正在以一种“严密有序”却
“无影无踪”的状态运转着，这可
能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ABC 有着明确的组织架构，
社长下设两名副社长和六个部
门：客户关系部、对外关系部由
外务副社长负责， 人力资源部、
项目部由内务副社长负责，另外
两个正在成长的部门———IT 网
络部和研究部由社长直接管理。

“以上这些是我们的管理团
队，但是真正冲到一线和我们客
户接触的是咨询团队，他们每一
团队都是 8 人建制，分别是 1 名
资讯总监、2 名项目经理、5 名咨
询师。 其中两个项目经理一个是
负责对外联系，一人负责团队的
内部管理。 ” 陈馨一一介绍道，
“我们是特别强调规范化和制度
化的组织，甚至章程强大和细化
程度我都会吃惊。 我们每个部门
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有规范
化指导手册，在每一个时间节点
该做什么我们都有标准。 ”

为了保证组织的信息良性专
递和运转，ABC 除了有完备的邮
箱联络系统，还有例会机制，不仅
是每两周一次的大型例会， 还包
括项目组讨论会、部门例会等。

有趣的是，会议场所并不固
定。“我们最惨的时候，开会场地
就是各个咖啡店， 现在好多了，
会有很多知道我们的基金会和
爱心企业愿意提供会议室，有的
同事会贡献出自己的办公室。 ”
ABC 的客户关系总监石敏介绍
说。 她的本职工作是在友成基金
会的公关部，于是她便带来了友
成基金会周末赞助的会议室。

ABC 的企业公关部总监
Neko，平时工作就很忙，她留下
的主要原因也代表了一大部分
ABC 志愿者的心声———就是因
为这群人：“大家工作都很忙，但
是有那么多人有时间、 精力去做
这些事儿， 废寝忘食地给客户出
方案报告。 虽然我们要求一周只
投入7到 10小时， 但志愿者的工作
时间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在咨询季的
3到 6个月，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工作。
ABC就是召集了一群愿意为公益做
事儿的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玩儿’
很开心，也总是能收获感动。 ”

有人会特意避开 ABC 的咨
询季和例会时间，抽空去结婚度
蜜月，有人会在项目完成后再自
掏腰包给所需要的人送去帮助，
有人会因为专注思考项目问题
而坐车坐过站、骑车撞到树。“我
们都管 ABC 叫‘魔教’，或者已
经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因
为来的人都会被它吸引，任劳任
怨。 ”石敏笑着说。

从“不靠谱”到“靠谱”

2009 年的 5 月， 对于 ABC
来说是一次转机，I Do 儿童基金

成为了 ABC 的第一个客户，而
对于为什么 I Do 会选择这样一
家刚刚成立、几乎等同于“概念
股”的咨询公司时，ABC 创始人、
社长钱洋这样说：“当时对于 I
Do 来说确实需要专业咨询公司
的帮助，而我们又是完全公益性
质的， 不会对他们产生负担，所
以一拍即合，他们愿意尝试。 ”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过顾
虑，毕竟是一群年轻人利用忙里
偷闲的业余时间，凭着热情和理
想在做事儿，能做好吗？ 所以我
并没有在和他们刚接触时候就
同意合作。 ”金羽翼创办人张军
茹女士如是说。 的确，很多 NGO
组织会有这样的质疑。

“后来 ABC 邀请我去听了
一次他们的中期报告会，他们的
认真态度是当时最让我受感动
的。 ”张军茹继续说，“现在我们
的合作已经接近终期了，对于他
们的专业和敬业我非常满意。 ”

截止到 2012 年的春季咨询
季，ABC 已服务 16 个客户，志愿
者超过 200 人，志愿服务时间累
计超过一万小时。 过往客户包括
瓷娃娃关怀协会、 花旦工作室、
乐龄合作社、慧灵智障人服务机
构等。

ABC 的理念是“致力于让中
国的中小型公益组织有机会得
到和企业一样的专业化管理咨
询服务”，这是 08 年创立之初的
ABC“六人团队”共同确立下来
并坚持至今的。

相对于麦肯锡这样的“奢侈
品”，ABC 的咨询费确实够“亲
民”， 因为客户只需要支付给
ABC 志愿者“象征性”的费用即
可。 金羽翼整个项目共支付了约
2000 元。

ABC 的志愿者们，不仅要专
业敬业、还要做好“倒贴钱”的思

想准备，“白天工作是要面包，为
ABC 奉献是要梦想吧。 ”有了这

么一群自带“面包”追逐梦想
的年轻人，ABC运行四年
来的花费是惊人的———
大约只有 3000 元！“人力
是免费的， 活动场地是
大家发挥能力找来的，
也有服务过的企业赞助
的， 必要的花销就是网
络服务器的租用和一些
宣传品的印制了。 ”社长
钱洋算着花销，“最具头

脑” 的商人也要自叹不如
了。
不过他也有烦恼，“ABC 今

年也在制定自身的筹款和发展
模式， 如果我们想做得专业化、
正规化，还是需要全职人员和大
量的资金支持，这种近乎零成本
的运转模式不利于持久和壮
大。 ”看来 ABC 该为自己做“嫁
衣”了。“不过小钱小做法，大钱
大做法，不会为钱左右了我们想
做的事儿。 ”钱洋拿出了年青人
特有的乐天派精神这样说。

搭建“捐专业”平台

“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以
前都从事过公益活动， 但是在
ABC 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平台，
使他们可以在公益组织当中，
将能力和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也让有专业需要的 NGO 和有
提供专业能力的人走到一起。 ”
陈馨说。

金羽翼创办人张军茹也表
示， 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 NGO
会面临大量的问题，需要专业的
咨询和解答，但是对于国内草根
NGO 来说，自身筹款、发展都是
问题，根本负担不了高昂的专业
咨询费用， 所以 ABC 某种意义
上填补了一个空白。

在几年的积累当中，志愿者
们逐渐发现国内草根 NGO 组
织面临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筹
款、营销策略、战略发展和人力
资源几方面，对此，ABC 也在探
索更为专业的、更具普遍意义的
研究成果。“真正好的咨询公司
都是会有自己的方法论， 这是
ABC 欠缺的， 我们要成立的研
究部，是要慢慢研究和总结出针
对解决中国 NGO 的实际问题
的方法和流程，让他们更有参考
性和普遍意义。 ”陈馨说。 另外，
由于地域的局限性，ABC 还不
能服务于其他地区的公益组织，
所以如何让模式更具有可复制
性、扩展性，也是 ABC 在探索的
道路。

社长钱洋把 ABC 定性为
“走专业化的公益道路”， 而非
“倡导型的公益组织”，“因为我
们的种种独特性，所以我们要坚
持做专业型公益组织，可以伴随
适当的倡导型公益行为，我们招
募和培育的也是专业型志愿
者。 ”在不固定的会议场所中，ABC2012 咨询季召开第一次内部提案会

ABC 服务过的 N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