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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近年来公益事业的热
潮涌动， 除了从自发到自觉，从
献爱心到捐专业的纵向发展脉
络之外，如果横向切分，志愿者
的组织形式正在迅速地发展和
变化中。 在由实体机构进行组织
召集的形式之外，网络化的组织
和召集形式也成为中国式志愿
服务的发展趋势之一，而且实践
中不乏案例。

壹基金救援联盟就是案例
之一。

由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壹基
金救援联盟，正是基于其网络化
的快速响应机制，以及高度专业
有序的工作表现，逐渐赢得社会
更广泛的认可。

壹基金救援联盟的总干事
蒋怡李这样形容这个团队，“第
一救援队是由一群纯粹的志愿
者组成， 不像传统的 NGO 自己
完整的体系，大家是志同道合的
志愿人员。 大家凭兴趣做这件事
儿，但是非常专业。 ”

网络召集的效率

北京指南针汽车俱乐部是
壹基金救援联盟的救援队之一。
李卫东，2010 年加入壹基金救援

联盟， 成了这支救援队的队长，
大家都称他“老李”，他的救援车
队中有 6 部车、十几个志愿者。

“7·21”北京地区遭遇特大暴
雨，当晚 8时，壹基金救援联盟官
方微博接到网友转发的求救信息：
山洪爆发，有上百个小学生被困北
京房山青龙湖少年军校基地。

半小时后，壹基金救援联盟总
部总干事老蒋迅速集结了救援联
盟水灾顾问马达、绿野救援队首任
队长海猫、指南针救援队队长老李
和 v2救援队队长一支冰镐等人带
领多支队伍，携带救援装备及两个
冲锋舟， 分为两个梯队赶往现场，
饕十二救援队队长山魈带领队员
在怀柔联盟基地作增援准备。

老李接到通知后， 先是在网上
召集了能执行任务的同伴前往房
山，并在路上进行信息的搜集反馈。

老李的车队主要负责人员和货
物的运输，但是在灾情现场，老李除
了做好救援工作之外， 还组织现场
赶去的大学生志愿者有序工作。“可
能因为我们是专业的救援队伍，现
场的志愿者会向我们靠拢， 我们也
会用专业救援知识， 告诉他们应该
做什么、哪里有危险，使现场不至于
因为志愿者而混乱。 ”老李说，是因
为专业所以更高效。

说起自己的专业，老李也很
自豪，“可能一般的汽车在水深
的地方就熄火了，但是我们的救
援车队通过 60 厘米深的水都没
问题。 ”另外，除了壹基金救援联
盟方面对他们定期进行救援方
面的知识技能培训，他们也会对
其他志愿者进行驾驶安全等知

识的普及和分享。
回忆起第一次参与到救援

任务当中，老李的感受是，不同
于以往自驾游时沿路对其他车
主的自发性帮助，更多了一重使
命感和自豪，因为自己是专业的
救援志愿者。“但是现在接到任
务已经很淡定了，会知道每一步
应该做什么。 ”他说。

专业化的趋势

对于这个联盟组织方本身，
蒋怡李更愿意形容为“给各地的
公益组织、志愿救援队提供支持
的一个机构。 包括知识培训、技
能训练、组织管理、信息集结调
度等，在有灾情时，我们进行整
体的评估，判断是否给予增援。 ”

因为各个救援小分队的执
行力、擅长领域、习惯理念都各
不相同，“在救援的时候如何用
一种更好的模式让他们充分发
挥各自的作用，才是我们要研究
和努力的。 ”蒋怡李说。

目前，壹基金救援联盟在全
国共有 288 个专业救援志愿者
队伍， 志愿者数量在 6000 人左
右，每个小分队不少于 10 人，并
且保证队伍中有五个能立刻到

现场执行任务的“老手”。
壹基金救援联盟的队伍之间，

也有着明确的分工和工作侧重点。
拥有 200多志愿者的绿野救援队
是由驴友、背包客、退伍军人等组
成，更擅长做地面搜救工作。 而老
李的车队更擅长驾驶和无线电通
讯， 他的小分队中也是分工细致，
谁负责无线电通讯、 汽车检修、消
息记录传达等，都井然有序。

“由于各地区救援队本身的形
式、风格、擅长都不同，联络方式和
平台也有些差异，比如有的地区是
和 110、消防队联动，有的是靠微
博和网络。 ”蒋怡李介绍，“而我们
大致分为三个层级，第一级是救援
联盟总部，负责整体人力和资源的
调度、信息搜集发布等，救援主力
是第二级地方救援联络部和第三
级的一线救援小队。 ”

作为救援组织，志愿者的专
业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对于
其他的公益组织， 蒋怡李表示，
“专业化是一种必然趋势。 我们
可能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救援
需要专业技术。 但是未来对志愿
人员的组织管理、其他志愿工作
都会提出专业化的要求，仅仅带
着一颗爱心和热情很多东西是
处理不好的。 ”

壹基金救援联盟：

志愿服务网络化组织样本

（上接 05 版）

一个民间组织的流变

事实上， 有着超过 15 年以
上本土 NGO 从业经验的翟燕以
及她创办的惠泽人，身体力行地
记载和见证了中国本土志愿服
务精神十多年来的发展与流变。

翟雁说自己是“老牌志愿
者”， 她本身对志愿服务以及公
益从最初的直观感受，到逐渐理
性的认识，也是千万志愿者思想
意识变化的缩影。

1989年，深圳的火车站，翟雁
因为女儿磕破了腿却寻求不到任
何帮助而焦急，正在这时，一对香
港老夫妇递给她一个创可贴，虽
然她不太能听懂这对夫妇的话
语， 但是从他们真诚的语气中体
会到了令她至今感激的温暖。 这
也成为她关注公益的起点。

先从志愿者做起，直到 1998
年，翟燕决定全职投身于公益领
域。 此后，她在红枫妇女热线工
作了 4 年，但当她逐渐意识到妇
女问题并不是解决和改变整个
社会创新和推动公民社会建立
的主导问题，她选择离开而走上
公益创业的道路。

2003 年 4 月 15 号在工商正
式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惠泽人，
是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形成初期
的第一批试水者。

恰逢“非典”，在网络并不发
达时期，他们靠自身志愿者的口
口相传、现场演示等方式征集到
了上万人的祝福语，做成了一百
多米的布制“长城砖”，这被翟燕
本人定义为———打响了惠泽人

从事志愿服务、求得社会认可的
第一场“战役”。 彼时，置身于整
体大环境都并不明朗的公益领
域中，翟雁坦言，并不知道今后
的定位是什么，“只是单纯地想
做好人好事儿”。

但此时自发为主的志愿者
服务体系短板明显：信息完全不
对称，导致尽管很多人想做志愿
服务但是找不到门路； 理念文
化、知识体系、志愿服务方面的
技术普遍缺失，甚至没有基本概
念；志愿者的各方面支持，包括
财政、组织、管理、服务、风险防
范等一系列支撑体系不到位。

在无知识体系、 无信息、无
支持的情况下，志愿者组织情况
混乱无序、举步维艰，但这也成
了惠泽人业务转型的契机。 翟雁
回忆说：“为了能用好志愿者，我
们开始做从头到尾的一系列培
训和辅助工作，但是时间一长发
现我们根本顾及不过来了。 ”更
重要的是， 开始不断地有 NGO
来寻求志愿者输出或者希望得

到志愿者的专业培训。
“2006 年我们成立了理事

会，做分析时发现我们 80%的资
金是来源于培训，是别人对于志
愿者培训的需求，直接的服务所
得才占到 20%， 我们的获奖项
目、大型的国际合作也都是针对
能力建设方面的。 当时我们就要
面临抉择了， 战线拉得太广，开
始影响自身的发展了。 ”翟雁如
是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冲在一线
而是一定有人要去做支持型的，
当面对“惠泽人愿不愿意做这样
一个 NGO 的问题”时，翟雁和理
事会成员做了最终的抉择。 但后

果也导致了
一 场 阵
痛 ———坚 持
做传统社 区
心理服务项
目的一部分
人选择离开。

分 工 细
化是每个行
业发展到 一
定阶段的必
然选择，公益
领域同样不
可避免。 翟雁
说 ，“我们回

顾这么多年的经验，一年做的社
区服务最多直接帮助到 100 人，
但是如果我们作支持和培训，一
年帮助到的 NGO 涉及到的可能
就是上千上万个需要帮助的
人。 ”

2008 年的奥运会，惠泽人成
为了奥组委民间公益组织合作
的唯一伙伴，做赛会志愿者的培
训、课程设计和志愿管理团队的

咨询，并在后期继续与奥组委合
作做项目研究。 这也是惠泽人转
型后作为完全意义的第三方支
持型 NGO 交上的答卷。

传统格局与未来

事实上，包括当下及此前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志愿
服务者的主要召集和组织工作
还是由政府来主导。主要的两条
脉络就是民政系统和共青团系
统。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约有
2/3 以上的地市和区县以及 2000
多所高校成立了志愿者协会，全
国已建立 43 万个社区志愿者组
织、19 万个志愿者服务站 (服务
中心、服务基地)。 2011 年的数字
显示，常年开展活动的社区和青
年志愿者达 5000 万人， 其中注
册的青年志愿者 2946 万人、社
区志愿者 600 万人。 这是中华志
愿者协会秘书长宋志强在早先
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介
绍的一组数据。

以北京地区为例，当代志愿
服务可以溯源到 20 世纪 80 年
代宣武区以“综合包户”为主要
形式的学雷锋活动，群众开始大
规模参与志愿服务则是从 2008
年北京奥运开始的。 2008 年以
来， 北京市共有注册志愿者 161
万人，志愿团体 4400 个，其中北
京市志愿者联合会直接联系的
一级志愿团体 318 个，通过一级
团体联系的二级志愿团体 2753
个，通过二级团体联系的三级及
以下志愿团体 1329 个。 涵盖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非注册

民间组织（草根）等不同类型的
单位或组织。 2010 年以来，依托
北京市相关委办局及北京市志
愿者联合会团体会员，在全市首
批建立北京医疗卫生志愿服务
总队、北京博物馆志愿服务总队
等 20 支专业志愿者服务队。

今年重阳节，北京市志愿者
联合会通过“志愿北京”平台，发
起“青春伴夕阳”助老项目，利用
平台实现了 92 支团队与 100 家
敬老院的对接，项目的优化使得
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和配置，以
避免出现一位老人被重复服务
多次的现象。 这个成立于 1993
年、直属于团市委组织，负责联
络全市各部门、各系统、各领域
志愿者组织，发挥着“枢纽型”社
会组织的作用。

不过，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更多需求，以及更高的要求，
使得中国的志愿服务格局也正
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中。 不能回
避的现实是，在当今的发展格局
中，社会公共服务更多地需要来
自更广泛力量的参与。 近年来政
府更多地投入力量推动购买公
共服务工作的发展就是这个趋
势的表现之一。

经历多年发展的中国志愿
者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承载的
精神， 正迫切地需要更广泛、更
有效率的召集组织形式，并以更
高的热情参与到社会公共服务
领域的变革中，而更多来自民间
的力量，以个人或者机构、企业
的名义，更广泛层次参与到社会
公共服务中亦已成为不可逆转
的趋势。 （感谢草根 NGO 同行工
作坊对文本的支持）

� � “7·21”水灾后，老李和其他
救援队员赶往现场进行救援

■ 本报记者 闫冰

惠泽人在深圳慈展会上进行的沙龙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