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目前“一个鸡蛋的暴走”项目的善款流向从专门支持鸡蛋项目
已经转变为“资助儿童领域公益项目”，再扩展到支持更多领域的
公益组织

� � 美国德州休斯敦联合之路协
调员李允晨， 结合自己的亲身工
作经历，撰文介绍，地方性的联合
之路都是各自独立的实体， 各有
自己独立的理事会和专职工作人
员，有严格的财务审核监察制度。
各地联合之路以会员形式加入美
国 联 合 之 路 （United Way of
America）总会，每年上交一定比例
的会员费， 以享受全国性的电视
宣传广告、业务培训、人员交流和
统计研究等服务。 总会会代表地
方协会与联邦政府沟通， 对国会
制定有关法律提供咨询等。 国际
联合之路每两年召开一次经验交
流和研讨大会， 中华慈善总会也
是其会员。

募款方面， 美国法律允许联
合之路总会一年一度到公司企业
和政府机构举行劝募。 各地的年
度募款活动声势浩大， 企业、政
府、媒体都配合支持。“我所在的
大休斯敦地区每年秋季有 2000 多
家企事业单位、6000 多个工作场
所同时开展募款。 利用午休或倒
班间隙的时间， 在企业内部还有
丰富多彩的慈善捐款教育活动。 ”
与国内不同的是， 捐款还可以由
人事部门配合， 从员工的工资中
提留， 按季度支付给当地的联合
之路，相应的，公司会对员工捐款
配套至少等额的企业捐赠， 甚至
是高达员工捐款两倍。

“募款淡季期间，联合之路还
要组织几百名义工， 深入到各个
社区服务机构考察、审计、评估服

务项目的社会效益， 听取下一年
度的项目调整计划， 举办业务培
训，组织经验交流等。 ”

褚蓥说，经过长期的发展，不
论是美国社区基金会还是全球联
合之路， 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严
苛的规则和运营模式。 很明显，这
套东西不能完全照搬过来， 得制
定自己的规则。

“作为联合劝募机构本身，不
能出任何的问题， 当下只要被莫
名渠道爆出一个‘黑幕’，可能连解
释的机会都没有。 ”钱铮的担忧不
无道理，所以从最开始，上海联劝
就在项目评审中加入了普通公
众，一方面保障公信力，一方面可
以与公众面对面。“一定要让公众
深入了解机构内部， 与他们面对
面。 他们懂了，信任你了，自然会
口耳相传。 ”

上海联劝的评审委员会由公
众和专家两部分组成， 申请资金
的项目来做演示， 评审可通过不
同方式对申请机构进行评估考
核，9 位大众评审中有半数以上同
意便可获得资助。“公众评审就去
凭他们的直接感受， 他们看到的
听到的， 选出他们喜欢的项目就
可以。 专家只是给出建议，对公众
提问进行解答，没有投票权。 ”

另外， 对于维系自身发展的
品牌项目也要做扎实，拿“一个鸡
蛋”项目为例，不能盲目扩张鸡蛋
发放点， 每个发放点都要保证今
后一直有鸡蛋吃。 钱铮的体会是，
稳扎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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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联合劝募的起源，比较公
认的说法是这一募捐模式最早起
源于 1873 年英国的利物浦。 当地
的二十来个社会团体合作起来，
统一合办慈善劝募活动， 再把募
到的捐款分配到会员服务机构中
去。 这个做法很受企业的欢迎。

联合劝募真正得以发展，是
在美国。

1887 年， 美国第一个联合劝
募机构———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在科罗拉多
州丹佛市成立。 当时这个城市已
经有许多社区慈善服务组织，他
们经常到公司里募捐， 闹得这些
公司的老板非常烦： 这么多组织
来要钱我不知道向谁捐。 以后我
不向某个组织单独捐款了， 你们
搞一个联合劝募的机构， 公司把
捐款给这个机构， 你们自己拿去
分配。

这也是美国联合之路的第一
个联合劝募组织， 这个类似于第
三方的中介机构统一为当地的 22
家慈善会员组织筹集资金， 并协
调救灾服务、 提供咨询和推荐客
户等系列的服务。

没想到这种形式收到了广泛
好评， 到了 1948 年， 美国超过
1000 家社区基金会共同成立了美
国联合之路（United Way）。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后
褚蓥认为：“联合劝募在美国更倾

向于是一种机构模式。 联合之路
的组成机构为社区基金会（Com－
munity Chest）， 这是一种美国常
见的基金会模式， 但准确的翻译
应该是区域型基金会。 ”他介绍，
这类基金会的模式是由各个慈善
组织加入社区基金会， 成为其会
员组织。 然后，社区基金会会以联
盟的形式统一筹款， 在筹到款项
后再统一分配。 如果筹到款项多
于实际所需的， 还可以投资其他
慈善项目。 好处就是能够大量筹
集资金，统一分配筹到资金，提高
整体效率。

到了 1974 年， 国际联合之路
成立。到了 2009 年，美国联合之路
与国际联合之路合并为“全球联
合之路 ” (United Way World－
wide)。

这个拥有 100 多年历史的全
球最大的非营利公募慈善组织，
主要关注教育、 收入和健康领域
的慈善事业，他们的口号是:“联合
起来，共创美好”。

目前， 全球联合之路遍布全
球 41 个国家和地区，共有近 1800
个地方会员组织，290 余万名志愿
者参与。 这其中不乏中国的公益
组织，1998 年，中华慈善总会成为
第一个加入国际联合之路的内地
组织。 去年 9 月，“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联合之路专项基金” 也已经
成立。

■ 本报记者 闫冰

追本溯源：从英、美到世界

� � 由北京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发起， 经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批准
的晨光联合劝募基金于 2013 年底成立， 目前已经有多家民间组织陆
续加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联合劝募平台

� �“联合之路”的诞生，经过长
期的发展演变，是一种自下而上
的行为： 因为有联合的需求，所
以联合。 而在国内，目前的联合
劝募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
动———基金会注意到由于“公募
资格”所限，很多带着工商注册
身份的组织遇到了募款尴尬，也
有一些初创期的组织面临品牌
影响力不够而出现的募款难题，
进而设立联合劝募平台，平台设
立的初衷都是以支持为目的的。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简称
“福基会”）的联合劝募平台就是
如此，更多的是为机构提供公募
资格。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天天
爱身心障碍服务联合劝募基金
（简称“天天爱”联合劝募基金）
负责人高增云，同时也是北京慧
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的筹
款官员，由于慧灵一直是工商注
册，他在跟企业打交道时，最头
疼的就是不能开出免税发票而
遭遇募款尴尬。

所以， 当听说福基会成立联
合劝募平台后， 双方顺利达成协
议。 慧灵成为第四批入驻联合劝
募平台的组织。 主要目的，第一是
希望这个平台能支持到其他和慧
灵一样遇到募款困难的残障人士
服务机构。 高增云坦言，公募资格
对于他们来讲太重要了。 但现在
也有了麻烦， 就是公众和其他组
织会误解他们只是一个“二级基
金”而非“联合劝募基金”。

除了公募身份外， 高增云
说：“另一个目的，也是想看看通
过联合劝募的形式能不能吸引
到更多资源。我的感受是很多企
业在捐款过程中很在意社会影
响力能不能更大，所以他们可能
会愿意将钱捐给更多一个平台
产生更大价值。 ”

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简称“上海联劝”）成立于 2009
年，设立之初就设立机构目标为

支持草根公益组织发展。团队曾
专门到国外向几家成功的基金
会取经。“最后， 我们觉得 U－
nited Way 是我们可以尝试的一
种方式，简单说就是统筹分配。”
上海联劝资源拓展总监钱铮对
记者说。

“为什么这种方式适合中国
的民间公益机构？我们本身也是
民间基金会，知道还有很多比我
们年轻、弱小的民间组织，需要
支持，尤其是初创期。 ”钱铮说，
国内民间公益组织面临的普遍
问题，就是人手少，甚至只有创
始人自己在做；募资渠道相对很
单一， 启动资金成为很大问题；
另外也没有成熟的品牌项目，需
要从无到有建立自己的公信力
很难。

截至目前，国内还没出现类
似美国联合之路这样有影响力
的联合劝募平台，包括中国社会
福利基金会、上海公益事业发展
基金会等一批公益机构都还是
在做联合劝募的摸索和尝试。

“毕竟一个新兴概念的移植，想
要在本土生根，还需要一定的实
验过程。 ”钱铮如是说。

为什么联合？

� � 多背一公斤正在
征集公益拍品。参与联
合劝募只是民间组织
筹款尝试的一种，在中
国还远未成为主流

� � 起源于美国的联合之路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 41 个国家和地区。 图
为《多伦多星报》向联合之路捐款

� � “联合劝募对于我们来讲，只
能是点心，不能是正餐。 ”上海多
背一公斤的发起人李董翔打了个
有趣的比方。 他认为，每一个民间
公益组织都应该有自身造血功
能，筹款多元化，而不能仅仅依赖
于联合劝募一种方式。

上海多背一公斤申请了今年
上海联劝的项目资助金，“我也是
想让团队的人多接触其他项目，
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这也是
申请的原因之一。 ”李董翔说。

这个“点心和正餐”的关系倒
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每一个公益机构的生存，都
不能依赖于任何一个基金会的任
何一个项目、一个活动。 对于没有
达到评估要求的项目， 我们的资
金可能中期就撤走了。 ” 钱铮介
绍， 上海联劝每年资助的组织都
并不固定。 通过中期评估、末期评
估、实地探访，对于上一年的优秀
项目可以考虑长期支持， 大部分
资金用于支持新加入申请的项
目， 还有一小部分是专门用于支

持机构的行政经费的。 2012、2013
两年，上海联劝共资助 213 家民间
公益组织，投入约 3200 万元。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
中心是一家老牌机构了， 红枫副
理事长姚越表示，由于诸多原因，
红枫的筹资一直不理想， 在试图
突破瓶颈。 不论是参与上海联劝
的项目申请， 还是加入福基会的
联合劝募平台， 都是对筹款模式
的新尝试。“另外我们也通过新的
方式，连接到更多资源，再去深入
谈， 或者看到其他新的筹款方式
可以尝试。 ”姚越说，“现在的趋势
都是整合资源， 所以联合劝募可
能是未来公益领域的一种趋势。 ”

“如果我们能做大起来的话，
就是给每个组织按需分配， 尤其
是对刚刚成立的组织的起步资金
保障。 但是最终我们是希望组织
度过初创期或成长期之后， 能有
自己的造血功能， 工商注册的可
以成长为社会企业。 ”高增云说起

“天天爱”的未来计划，“肯定是不
能帮一辈子的。 ”

最终效果是什么？

如何制定自己的规则？

� � 到了今天， 联合之路成为
比较广泛被认同的联合劝募模
板。“如果把美国的模式照搬过
来，在国内是不现实的，所以才
有了各种因地制宜的转变。 ”褚
蓥说。

上海联劝并没有在一开始
就努力解释什么叫做“联合劝
募”，而是设计了“一个鸡蛋的
暴走” 项目，“第一捐一个鸡蛋
容易被公众理解，金额也少，才
八毛钱。 第二我们在用这个项
目试着加入联合劝募的模式。 ”
钱铮对记者讲述了他们“曲线
救国”的尝试，联合了九家在一
线实施助学的草根公益机构，
募款后并没有把钱直接给受益
人，而是先给这九家机构，他们
再去做具体实施。

2011年第一次 7 支队伍 61
人“暴走”，募得 7万余元用于“一
个鸡蛋”项目，到了 2013 年发展
为 392 支队伍、2273 名队员参

与， 总计募款 4,341,394.60元，公
众筹款占筹款总额 84%。 其中 26
万用于上海联劝统筹、 评审、监
督、探访等方面所需的行政经费，
善款中 4,081,394.6元直接用于资
助儿童领域公益项目。

可以看出， 善款流向从专
门支持鸡蛋项目转变为“资助
儿童领域公益项目”，再扩展到
支持更多领域的公益组织。

钱铮总结了联劝的“曲线
救国”道路，也希望能分享给其
他机构：“可以通过设计一个项
目让公众参与、 知道并且再去
接纳， 当机构的品牌和公信力
有了，再去推联合劝募概念，可
能会容易些。 ”

对于新一年的规划，“天天
爱” 也有类似的打算。 高增云
说， 最近在筹备一个画展的全
国巡展， 希望能通过这种公众
易于接受的形式推出联合劝募
基金。

怎么做？ 从硬着陆到软着陆

解读联合劝募如何着陆中国

编者按：
联合劝募，这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容易理解的公益词汇，一般来说是

指一家公益组织在市场上统一筹款， 并根据一定规则合理分配给 NGO
组织。 但当中国的公益组织在实践中尝试进行联合劝募时，一系列问题
却接踵而来，而其效果也差强人意。

寻找原因，离不开追根溯源。从最早的起源地英国利物浦，到使联合
劝募真正大放异彩的美国，自下而上，逐级联合，既平等独立又合作共
赢，“联合之路”的成功经验值得记取。在这里，地方性的联合之路都是各
自独立的实体。 各地联合之路以会员形式加入美国联合之路总会，每年
上交一定比例的会员费，以享受全国性的电视宣传广告、业务培训、人员
交流和统计研究等服务。 总会会代表地方协会与联邦政府沟通，对国会
制定有关法律提供咨询等。

寻找原因，也离不开因地制宜的考量。在国内，由基金会推动设立的
联合劝募平台，设立初衷都以支持为目的，这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
动，平台自身如何可持续运营、如何筹款，尚未纳入考虑范围。 从知道项
目后再捐钱到先捐给平台后告知，基于信任感的普遍缺失，中国的公众
也还不太接受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改进，但从根本上说，让每一个民间公益
组织都有自身造血功能，筹款多元化，才是真正的大道，平等基础上的联
合才更有力量。

� � 在美国发展得红红火火并
且走向世界的联合劝募，为什么
来到中国以后就没有那么顺风
顺水了？

“我们在走这条路的过程
中， 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国
外成熟的模式嫁接到国内，还是
有些很天然的障碍。 ”钱铮坦言。

障碍之一，就是这种“先捐
钱再告知”的形式，不同于以往
的知道项目后再捐钱，公众普遍
不能接受，“不知道钱到底捐给
谁”。

每年上海联劝都会发起“一
个鸡蛋的暴走”活动来向公众筹
款。 筹款后，由公众代表和专家
组成的评审团对参与评审的组
织进行打分投票， 分别资助 15
万元以下不等的金额。

“公众把钱捐给我们， 但是
钱得等评审会选定项目后才知
道花哪儿了，这种形式非常难以
被公众接受。 ”钱铮说，要想做到
这点，首先得让公众对发起联合
劝募的机构本身建立起信任感，

“刚成立的联合劝募机构是没有

这种信任基础的，也成了一个最
难跨越的障碍。 ”

在公众捐赠平台“51give”，
从每个项目或基金获得的捐赠
数额上，可以轻易看出公众的这
种因信任与否而导致的捐赠喜
好：同样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下的专项基金，免费午餐获得捐
赠 350 余万元， 芒果 V 基金约
23000 元， 而明确标注为联合募
捐的善水联合劝募基金只有
1383.8 元。

“去年 9 月成立以来， 我们
还没有开始运作起来。 ”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天天爱身心障碍
服务联合劝募基金负责人高增
云对《公益时报》记者说：“其实
很多机构也不太了解我们在做
什么， 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筹
到钱，能不能帮到他们。 这段时
间最重要的就是在推广这个基
金， 再告诉别人我们是做什么
的。 ”

障碍之二，就是政策和公益
大环境的差异。国内的联合劝募
平台的初衷都是支持草根组织
成长， 平台自身如何可持续运
营、如何筹款挑战更大。 换句话
说，支持别人，首先得自己能活。

在欧美发达国家，公众普遍
认可公益慈善组织需要一定行
政成本投入，从美国公益行业的
高就业率就能看出。以联合之路
为例，其募捐成本约占募款总额
的 20%， 支撑自身运作不成问
题。 这在中国，还难以达到。

褚蓥分析说 :“还有一点和
我们国情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
的社区基金会有着强大的社区
公信力和志愿者基础，其他草根
组织若想进入这个社区来，或是
向企业要钱，就要依靠这样的社
区基金会做保障，所以社区基金
会会为他们开展联合劝募并提
供大量志愿者。 ”

舶来品落地，难在哪儿？

■是什么？
■怎么做？
■困难和前景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