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区慈善 跨区网络或跨区联合
在美国，慈善是一种民间行为，所以，跨区的慈善项目也大都

是由民间组织自己来负责完成。 但是，跨区慈善项目涉及到很多
本地慈善活动所没有的问题，比如与当地居民的接触 、对当地情
况的了解程度等， 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外地组织一下能够解决
的。 所以，美国的慈善组织在做跨区慈善项目的时候，一般会有两
种选择，即要么就自己构建跨区网络，要么就走跨区联合的道路。
美国有很多大型的组织， 在部分州甚至各州都有自己的分支机
构。 对于一些中小型的组织来说，没有能力构建自己的全国性网
络，它们大都会寻求不同组织间的跨区联合。

通过这种跨区联合的方式， 外地的慈善组织可以省钱省力，
而本地的组织又能有项目可做，所以这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

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强力辅助
在跨区慈善项目中，美国的政府和行业协会也起到了重要辅

助作用。 美国政府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慈善项目派给各地的慈善组
织。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的主要是组织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而
不是活动的实际参与者。 另外，在慈善组织的跨域慈善活动中，美
国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提供者。 跨地区做项目，最怕的还是
对当地的情况不了解。 在这个时候，一种可选的方式就是向当地
政府打听情况。

跨区合作的辅助者队伍中，除了政府这一关键角色外 ，美国
行业组织的作用也十分明显的。 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州慈善组织
管理机关全国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Charities
Officials），其不仅向公众提供各类慈善组织的信息，还协助组织完
成慈善募捐的注册，协助开展慈善募捐活动。

最后，由于美国各州对慈善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同 ，各州之间
还经常会成立一些理事会， 作为信息沟通， 组织协助的重要渠
道。

(作者单位系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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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是怎么跨区做慈善的？
■ 褚蓥/文

� � 在政府提出更多
地向社会组织购买服
务的同时，很多如“崔
永元公益基金” 这样
的 NGO 正试图通过
向地方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 达成项目推
进的共赢。 事实上，在
公益组织项目落实到
地方的执行层面 ，往
往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和组 织 能 力 是 最 好
的。 此次“三不”骂战
反映出 NGO 和地方
政府的合作困境 ，也
反映出我们亟需同时
具备专业性与执行力
的基层民间组织。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张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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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VS“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乡村教师培训”项目湖南遇冷
� �“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6 月 11 日央视著名主持人
崔永元在自己个人微博上发出
这样的骂声。 令崔永元如此愤怒
至出言不逊的不是别人，正是湖
南省教育厅。 偌大一个政府厅级
机构为何会遭来“名嘴”的恶骂
呢？

这一切都缘于崔永元的“乡
村教师培训”公益计划，一个运
作四年、曾与多地政府合作的公
益项目，在湖南遭到冷遇，目前
该项目执行方负责人表示：“如
不能公示， 机构合作不理想，不
排除退出湖南，另寻它地。 ”

摩 擦 背 后 让 人 深 思 的
是———当下 NGO 该如何与政府
部门交手？

“三不”评论

按照“崔永元公益基金”第
六期“乡村教室培训”计划，将于
2012 年 8 月在湖南选拔 100 名
乡村教师进行培训，但这一选拔
名额项目组委会希望能够得到
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湖南省教育
厅的公示。 面对这一要求，湖南
省教育厅以“三不”给予回应。

今年 5 月初，第六期“爱飞
翔·乡村教师培训” 组委会负责
人曾以“崔永元公益基金”的名
义通过电话沟通、电子邮件等形
式与湖南省教育厅取得联系，并
按对方要求传送红十字会相关
公文。

5 月 23 日前后，湖南省教育
厅办公室副主任王俊良通过邮
件回复“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
组委会，称通过开会研究教育厅
表示“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

6 月 11 日，崔永元在个人微
博上同样以“三不”回应湖南省
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
要脸”。

6 月 12 日，湖南省教育厅回
应，对崔永元评论不理解并称对
于民间公益组织开展的公益活
动，应依法依规进行，省教育厅
作为政府机构，依照自身的职能
职责不宜代替民间组织直接发
文和参与组织活动。

接下来，湖南省教育厅表示
已经推荐当地一家机构“湖南省
中小学继续教育研究会”与“崔
永元公益基金”接触，希望能够
协助做好湖南“乡村教师培训”
项目。

事件到这里看似一场口水
战， 但实则反映的是 NGO 与政
府的合作水土不服。

要求公示意在避免冒名顶
替

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公
益计划拟在湖南省 13 个人均
GDP 低于 6000 元的县里选取
100 名乡村教师作为培训对象，
这些人将会参加为期 10 天的免
费北京夏令营。 夏令营的活动包

括名师主持的教育学、心理学教
程，参观游览北京名胜，全面的
身体检查等内容。

2011 年 8 月 14 日， 崔永元
公益基金举办的第五期乡村教
育培训班开班， 来自黑龙江、湖
南偏远地区的 100 名乡村教师，
到北京参加近 10 天的教学培训
和参观活动。 但这 100 名乡村教
师中有 8 人被查出是“冒牌货”，
他们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和伊
春市，担任与教育相关的工作但
并非乡村教师。 随后这 8 位“冒
充教师”被请出培训队伍，北安
市和伊春市教育部门负责人已
分别就此事致歉，北安市政府还
向活动主办方补缴相关费用共
计 10400 余元。

项目组负责人表示，要求公
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避免冒
名顶替的现象再次出现， 另外，
希望通过各种机制和条件来进
行选拔并公示。“我们自认为这
方面能力还不够，所以需要当地
的教育部门支持，毕竟只有当地
教育部门最了解当地实情。 ”

机构接触 未有进展

目前，“湖南省中小学继续
教育研究会”受湖南省教育厅委
托与“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

“乡村教师培训”执行方接触，但
未有进展。“我们通过电话联系
过一次，这一次也没有谈什么具
体内容，接下来也没有再接触。 ”
湖南省中小学继续教育研究会
负责人表示。 当记者再追问其
他，对方称“事件就跟之前媒体
报道一样，你可以参考，其他我
无可奉告”。

对于“乡村教师培训”计划
的合作机构变更问题， 第六期
“乡村教师培训” 执行方主任董
峰说：“之前是有机构联系过一
次，但该机构上午电话我，我告
诉她在电话里说不太清楚，想请
她邮件传些文字资料或批件作
进一步了解。 该机构负责人当时
也同意下午传这些东西，但是随
后就再也没有联系我。 ”

“我也是一名志愿者，看到
当地乡村教师渴求培训的心情，
就只是想把这项活动很好地做
下去， 有机构合作当然更好，没
有我们也要想着如何作下去。 ”
董峰继续说。

NGO 与政府合作路漫漫

“三不”口水战自然也成为
了舆论焦点，NGO 与政府的微
妙关系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
尖。 对于小崔的微博“三不”回
应，记者采访到的很多公益领域
业内人士、专家学者都表示一定
的理解，也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
主任刘佑平认为：“都是为了公
共利益，使命相同，政府与 NGO

理应成为伙伴而非对抗关系；政
府对 NGO， 应采取欢迎和拥抱
态度， 支持而不越位干预其经
营，帮忙而不添乱；NGO 应该在
保持独立使命基础上，尽量争取
政府支持”。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
洲鸿认为：“教育厅的这种表态
高高在上， 忘了自己是干什么
的，确实是不要脸。 此事件不是
个案，而是公益组织在开展工作
中普遍的遭遇。 崔永元拍案而
起，说出了很多民间组织敢怒而
不敢言的话。 希望政府对于民间
组织的工作持积极态度，把民间
组织看成平等合作伙伴，而不是
高高在上、百般刁难。 举个例子，
前几天到首尔，市长参加民间组
织的活动，就非常低调。 ”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
所所长、华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
长黄震，他认为，公益机构应该
与政府机关进行良性互动，一个
巴掌拍不响，希望政府官员能够
真正以理解和平等心对待公益

机构，放下身段，换位思考，坦诚
与民间组织交流对话和合作。

企业代表阿里巴巴集团企
业社会责任部社会责任专家霍
庆川从企业角度谈了 NGO 如何
与政府合作。 他认为，一是应该
秉承合作共赢之态度，主动了解
并理解政府机构的做事风格、流
程和方式，寻找熟悉政府的人负
责与政府部门沟通联络；二是事
前主动知会，通报政府并寻求支

持，迂回胜过对抗；三是引入第
三方，发挥润滑、协调之效用；另
外，成绩主动分给政府一些。

面对记者提出的“如果湖南
省教育厅最终不能公示，相应机
构也没有达成合作意向怎么办”
这个问题，董峰表示：“如果省教
育厅不能公示、找不到很好机构
进行合作，第六期‘乡村教室培
训’项目只能退出湖南，寻找其
他地区进行。 ”

崔永元公益基金官方网站上乡村教师的公示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