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实录

� � 果敢自治区果敢慈善基金会代表白应苍在发言中介绍了 2·9 战
乱以来难民救助的基本情况， 并向昆明两家为果敢伤病百姓提供人
道救援的医院赠送锦旗。

果敢与中国的语言相通风
俗相近， 但回到国际关系上来
说，是双边关系。 所以中国的公
益组织也需要了解中国政府 、
缅甸政府的相关政策、战略。

不仅需要了解对方的法律、
宗教、习俗，依靠当地 NGO，还
要学习国际公益组织的经验 、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的基 本原
则。 这非常重要，规则是人家已
经摸索出来的， 我们是后加入
的 ，所以先要了解 、学习规则 ，

才能运用规则 。 从这个角度来
讲，我们对国际 NGO 应该有一
个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
人家，而不应该是限制的态度 ，
当然如果威胁到国家安全 、利
益的，是应该限制。

但中 国 公 益 组 织 走 出 去
还有瓶颈 。 比如缺 乏 法 律依
据 ，像美国就明确鼓励民间组
织参与政府援助 、 走向世界 。
其次 ，现在能够走出去的大多
是体制内的公益组织 ，他们走

出去的过程中也 受到 体 制 内
一些管理规定的影响 。 另外还
有安全问题 、税收问题 、物资
处境课税问题 、 外 汇 管制 问
题 ，问题很多 。

资金方面，政府应该用官方
发展援助的途径鼓励民间组织
走出去，全世界都在这么做，比
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 比如美
国的国际开发署 (USAID)，它的
目标是达到 30%资金支持民间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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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首届中国·缅甸公
益发展论坛在昆明召开。 论坛由
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主办，云南省青年公
益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云南协力
公益支持中心承办，浙江敦和慈
善基金会提供支持。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
进会秘书长黄浩明、云南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沈光鑫、云
南省商务厅周雷、云南省青年公
益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执行主任
邢陌， 以及来自深圳、 广西、贵
州、海南、重庆等地的公益组织
代表，多家国际公益组织驻中国
代表参会。 缅甸方面，果敢青年
联合会会长刘正琦及其他缅甸
果敢公益组织代表一行十余人
参会。

双方就各自的现状、 需求、
能力、支持方式等内容进行了深
入交流，并在最后签署了会议纪
要。 会后，记者就相关问题对黄
浩明、邢陌进行了采访。

缅甸果敢近况与当地公益
组织发展现状

缅甸果敢青年联合会会长
刘正琦表示， 在战争刚刚爆发
后，涌入缅中边境中方有 8 万人
获得中国云南省临沧市、保山市
政府及时、集中安置并给予妥善
照顾，刘正琦在此次会议中代表
果敢人民特别对中国政府、国际
政府和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人士
的捐助表示了感谢。

刘正琦介绍，战争难民目前
进入返乡救助阶段。 因历史和政
治因素，果敢一直处于动荡不安
的状态，阶段性战事给本来就十
分恶劣的生存条件雪上加霜。 果
敢的 8 家慈善机构组成了联合
救助行动组，救助处于家徒四壁
困境的返乡民众。 目前，日本国
际协力机构、 无国界卫生组织、
亚洲医生组织、联合国粮食计划
署、世界宣明会等多家国际机构
对果敢地区的交通、电力、农作
物种植、医疗等进行了援助。 中
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对果敢的援
助更是一直没有间断，是无法用
数据统计的。

2015 年，果敢民众在公益慈
善团体救助和全球爱心华人的

援助下， 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
年。 由于战事持续，往年的余粮
无法抢救，2015 则基本颗粒无
收，温饱问题给当地民间组织带
来极大工作压力。 近期，果敢除
了收到腊戌同乡会捐赠大批救
助物资，以及无国界卫生组织驻
点进行持续救助，老百姓的基本
生活救济完全由果敢当地公益
慈善团体和几家公司企业承担。
而本地公益慈善团体本身也是
战争的受难者，要长期维持没有
期限的救助实在力不从心。

果敢的公益慈善团体发展
起步较晚，还停留在捐助、救助
层面上， 缺少有规划的公益项
目，也需要一些公益理念、技术
的培训指导。 果敢最早的民间
组织是 1997 年成立的果敢青
年联合会，2009 年为解决当时
的战争遗留问题， 果敢妇女儿
童联合会、 果敢社会福利基金
会相继成立。 2015 年 2 月 9 日
果敢战事爆发后， 因为难民救
助需要， 催生了果敢慈善基金
会、果敢基督教救助小组、果敢
难民志愿救助站、 福利集团公
益慈善项目等民间救助力量。
这些机构与众多国际组织、中
国慈善团体一起承担起难民转
移安置救助工作。

刘正琦表示，希望借此次论
坛与中国公益组织合作，帮助果
敢解决短期问题，以及长期的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问题，让缅甸果
敢也能享受到中国“一带一路”
带来的红利。

中国公益组织走出去的实
际问题和建议

事实上，果敢和云南的民间
公益往来一直未间断。云南青基
会理事长沈光鑫提到，2011 年 8
月，云南青基会曾携手广东香江
社会救助基金会支持缅甸华文
教育活动， 为缅甸 23 所严重缺
乏中文教材的华文学校捐赠价
值 20 万元人民币的教材和图
书，同时也为其中两所学校援建
了爱心图书室。 2014 年的 7 月、
10 月，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干部
考察团和缅甸果敢自治区扶贫
办考察团先后到访云南青基会，
大家就善款募集、抗灾救灾志愿

服务、青年技能培训以及公益基
金会管理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
交流。

同年 8 月 3 日，云南鲁甸发
生地震，缅甸果敢社会福利基金
会在第一时间发动缅甸果敢地
区社会爱心人士为鲁甸地震灾
区奉献爱心，筹集善款共计人民
币 57 万元， 这些善款通过云南
青基会全额用于地震灾区学生
资助。 沈光鑫说：“公益不分地域
和国界。 面对身陷苦难和所有需
要帮助的人们，我们要有悲悯和
同情，更要有责任和行动。 ”

如今果敢战事还未完全结
束。 中国的社会组织虽然在灾后
重建上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没有
涉及过战后重建的情况。 保护国

际协议亚洲区主管田犎介绍了
他在柬埔寨的工作经验。 柬埔寨
的情况可能对缅甸有较大的参
考价值：怎么推动社区放下历史
包袱回到和平发展上? 这个过程
中间必须要有政府和 NGO 的多
元参与，也要依靠培育当地的工
作团队。 本土的工作团队里，需
要无差别地吸纳多个派别人员
共事。 田犎还表示，需要建立协
调机制，不是各种资源一下子都
上去，保证利益分配的过程不至
于造成新的冲突。

英国无国界卫生组织昆明
办公室的蔡涛，分享了他在缅甸
做项目的经验， 第一是做好准
备，第二是专业性的提升。 做好
准备，比如注册问题，我们的机

构一跨出去就是国外机构，按照
缅甸的法律你需要去内政部注
册。 专业性方面，开展工作要充
分考虑当地的需求和习惯。 世界
宣明会的康琛也认为，中国公益
组织这几年发展迅猛，但是走出
去，一定要专业化，审视自己是
否达能够达到国际的人道主义
救援标准。

国内的机构响应积极。 贵州
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进会理
事长毛刚强认为，未来可以在几
个重点领域开展合作， 比如教
育、社区发展。 来自云南省内儿
童救助机构的龙丽辉也表示，可
以将十多年的流浪儿童保护工
作经验用在战后儿童救助、心理
康复方面。

首届中国·缅甸公益发展论坛在昆明召开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黄浩明：中国公益组织走出瓶颈很多

果敢青年联合会会长刘正琦和云南省青年公益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执行主任邢陌议订签署了会议纪要

这几年下来， 我个人的感
觉是， 中国的民间组织总有一
天要走出去。 云南则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 缅北尤其是果敢又
都是华人， 让中国这一方的民
间组织更容易跨出这一步。 过
往两年我也在做一些尝试 ，跨
出去很容易， 但是怎么样把工
作做好很重要，需要先交流。

去年我在果敢协助策划 、
英国无国界卫生组织出资举办
了果敢公益事业发展论坛 ，开

完不久就打起仗来了， 很多设
想无法施行。 今天我们真的把
双方代表组织到一起了 。 我们
不说大话 ，先认识 、交朋友 ，先
有一个信任的基础 ， 再根据各
自的能力和需求推动一些具体
的公益慈善项目。

这个论坛的目前就是推动交
流，也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
战略要求。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家
政策，这个会才能够成功召开。

现在 ， 国内大的组织敢走

出去，很多地方组织不敢，但恰
恰一些草根组织，胆子很大 ，不
考虑那么多，就出去了。 国际组
织耕耘多年，确实有实力 ，今天
到场的很多在云南活跃的国际
组织负责人 ， 也很愿意支持国
内组织提升能力、走出去 ，对本
地组织来说是一个好事 。 云南
省青年社会组织培训基地在其
中扮演一个服务平台的角色 ，
可以为大家走出去到缅甸果敢
提供咨询、支持。

邢陌：如果 2017年是和平的，希望到果敢召开第二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