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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尼特·布朗和伊萨斯·戴维
在他们所著的《The World Café:
Shaping Our Futures Through
Conversations That Matter》一
书中提出了世界咖啡屋可视化
的具体过程。 通过将大家的思
维和智慧集中起来解决问题 、
发现思考的共性。 咖啡屋会议
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它引导协
作对话、 分享知识并创造行动
的可能性， 适用于各种大小的
组织。

世界咖啡屋的环境要像咖
啡屋一样布置， 几个人坐在一
桌开始谈论，大约持续 20 到 45
分钟。 每一轮结束的时候，一个
人仍然留在这个桌子上作为主
持人， 另外的人串到其他的桌
子。 桌子的主持人欢迎到这个
桌子的新参与者并和他们共享
此前的会议精华， 新参与者叙

述他们带来的会议线索， 这个
桌子的讨论继续进行， 并随着
新一轮讨论的开始得到加深 。
三轮或更多轮以后， 整个小组
集合在一起分享并探究出现的
主题、领悟和学习结果，通过图
表或者其他方法将整个小组的
共同智慧显示给每个人， 这样
他们都可以思考这个房间提出
的问题。 到这里， 会议可以结
束， 也可以开始新一轮的问题
探究或质询。

■ 本报记者 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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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引入“世界咖啡屋”理念 搭建与政府沟通平台

在政府办公室喝杯
� � 首届深圳慈展会上的 300
人圆桌共话，让公益界的人们开
了眼界、大呼过瘾，也知道了“世
界咖啡屋”的理念。 随后，“世界
咖啡屋”不仅仅停留在公益界内
部的行业交流，更多人把这个形
式发挥到了与政府的沟通中，也
有政府组织引入了这个新颖的
公益概念来促进工作。

这些，都让“世界咖啡屋”这
个舶来的理念，在中国本土化时
有了新的使命。

当你觉得递上去的文件表
述欠佳，当你觉得政策法规略显
苍白生硬，当你觉得社会组织与
政府之间还需要更加亲密的沟
通，那么不妨试试将办公室变成
临时咖啡屋。

坐下来喝杯咖啡

5 月的一天，上海艳阳高照，
虹口区政府会议室被临时打扮
成了一个“咖啡屋”。 100 余名区
委领导、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和
社会组织成员围坐在咖啡桌前
面对面交流、讨论。 每个桌要设
置一名“桌长”，主办方还专门在
每桌放了一个小熊玩偶，谁发言
就摆在谁面前，提醒同桌人认真
倾听；“桌友”们一面聆听，一面
在专门的卡片上写下自己的疑
惑、 建议的关键词； 发言完毕，

“桌长”汇总卡片，再轮番上台展
示刚刚讨论出来的成果。

这已经是上海虹口区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举办的第四次“虹
口公益·世界咖啡屋”讨论会，这
次活动的主题是“政府职能转变
与社会组织参与”。

将“咖啡屋”搬进政府大楼，
这种颇为新潮的方式也曾在提
出之初受到传统观念的冲击。

“刚开始人家不理解， 会说怎么
是喝咖啡啊， 然后我们解释，又
展示了前几期的形式和效果，政
府部门的领导看了觉得其实还
是很新颖的，决定试试看。 ”上海
虹口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
柳眉秀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2011 年，上海市虹口区启动
了 1000 万元社会组织发展专项
基金，建立了加快培育社会组织
发展的一系列工作机制，来推动

社会组织以此发展。
刚开始投入大笔资金时，政

府也怕社会组织接不住，社会组
织中又以草根和初创的居多，能
力比较薄弱，接住了项目又该怎
么做，各方还是有顾虑的。“社会
组织承接政府的项目开始比较
困难， 所以在启动 1000 万支持
资金的同时，又在中心成立了社
会组织孵化实践基地，一边培育
孵化社会组织，一边向政府做推
荐。 ”柳眉秀说。 目前，虹口区已
有 105 家社会组织申请 135 个公
益项目。

在此背景之下，深度的沟通
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沟通
的机会比较少，政府对于社会组
织， 尤其是草根组织了解更少，
我们怎么办？ 总不能一直开会，
那太枯燥了。 ”柳眉秀如是说。

为了给社会组织之间、社会
组织与政府之间搭建平台，更好
地交流，“世界咖啡屋”的理念被
引入，成为了孵化实践基地中最
受欢迎的项目。

跨界合作 伙伴关系

“世界咖啡屋”特别强调探
究、聆听和发现，尊重和鼓励每
个与会者提出独到的见解和建
议，进而创造共识、解决问题；它
提供了平等性和轻松感，在咖啡
桌上没有领导和群众之分，社会
组织敢说话了， 双方卸下束缚，
抛弃刻板。

“你们谁能说清楚政府和社
会组织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
抛出这个问题。

不少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管
理与被管理”，有人说是“上级与
下级”，也有不少人明确反对。 但
在一个多小时讨论过后，每个人
都开始认同一个新词———“伙伴
关系”。

“其实我们现在做到第五期
咖啡屋活动时候，各方的沟通已
经畅通多了。 ”柳眉秀对记者说。
以前由于政府官员与社会组织
之间隔着一道门，畅快淋漓地交
流更是不可能，所以谁也不了解
谁。“政府这边懂了做公益的人
是在做什么、怎么做，公益组织

知道了政府的工作方式流程，也
就建立起了信任。 ”

而对有意参与公益事业的
企业家而言，“咖啡屋”亦带来触
动。 凌樽网络科技公司负责人在
咖啡桌上学到了企业参与社会
事业的新思路，表示“这杯咖啡
没白喝。 ”

柳眉秀表示，现在会让更多
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也加入进来，
组成更多方的跨界。“企业当中
大部分是 70、80 后的员工，他们
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都很高，
但是对于公益的了解很有限，由
于他们很认可这种时尚的方式，
所以在这种交流当中，他们会非
常愉快地接受公益理念，再去建
设企业社会责任和文化。 ”

对于这种沟通方式，上海虹
口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也希望
能够复制给更多的社会组织，让
他们与政府官员、与企业负责人
的沟通更加平等顺畅。“一个是
要设立明确的讨论主题，希望通
过讨论达到什么目的或共识，不
能盲目。 另外，为了避免冷场或
现场失控，每一个环节都要花心
思设计。 ”柳眉秀分享了她的经
验。

深圳政府的咖啡香

引入“世界咖啡屋”这个理
念的不仅仅是上海，深圳政府也
在尝试这个公益界的时髦方式。

6 月 14 日下午，深圳市民间
组织管理局（下称民管局）主办
了一场以“聚智·分享·共赢”为
主题的深圳行业协会沙龙。 不
同于以往的沙龙形式， 这期沙
龙采用“世界咖啡屋”的新型讨
论形式，在场的参与者围绕“立
法齐参与，共谋新发展”专题，
对《深圳经济特区行业协会条
例》立法内容展开讨论，让这个
原本严肃的主题讨论起来不失
活泼。

当天的沙龙现场也不例外，
布置得像咖啡屋一样，22 台桌子
上有桌布、咖啡。 参与沙龙的嘉
宾 9 个人围坐一桌开始一轮轮
探讨。 民管局管理服务处处长易
玉琨担任主持人，市人大、市法
制办、市发改委、府发展研究中
心、市民管局等十几个部门的相
关领导， 以及 60 多家行业协会
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由于《深圳经济特区行业协
会条例（草案）》历经几年，反复
数稿，所以主办方期望以这种创
新方式产生的化学效应带动立
法的突破。“所以我们今天喝的
是立法咖啡。 ”易玉琨风趣地说。

“世界咖啡屋”的一个重要
内容就是交换桌子，一轮或者几
轮讨论之后， 嘉宾需要换桌，继
续跟不同身份、 行业的人讨论。
所以分议题讨论环节，采取分桌
轮换的动态汇谈形式， 先后对

“在社会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的
新形式下如何定位行业协会职
能”，“行业协会健康有序发展需
要哪些支持、扶持”，“如何自律，
如何完善行业协会内部治理规
范和外部监督管理”3 个议题进
行进一步的讨论。

来自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
中心的黄文锋对换桌讨论交流
形式深有体会，他说：“‘世界咖
啡屋’是一个开放空间，在这里
其实是思想的交流、 分享跟碰
撞的空间。 嘉宾们应该尽量跟
不同的人做一些探讨， 具体而
言就是在第二轮的时候， 让在
座的各位分组， 只有组长在原
桌不用动， 其他的组员任意在
选另外的一桌接着探讨， 如此
一来， 更能碰撞出激烈的思想
火花。 ”

（深圳《晶报》李妍琦对本文
亦有贡献）

� � 本报记者曾报道过深圳慈展会上 300 人参与的“世界咖啡屋”交
流活动，现在，这个理念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世界咖啡屋的七项设计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