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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退
休社会化已经成为一种现实。
从原来的退休以后仍然是单位
管理到社会化管理， 改变的并
不仅仅是养老金、 医药费等发
放的渠道。

社会化退休， 意味着一旦
退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与
原单位结束了关系。 归属感的
缺失成为一种必然， 基于单位
的社交关系也会逐步变得疏
离。 而这些，对于老年人来说，
意味着生活质量尤其是精神质
量的下降。

如何保障社会化退休人员
的生活质量？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
口街道社保所联合睦友社会工
作事务所发起的“悦动生活·融
汇一家”———社会化退休人员服
务项目，正在尝试发挥社工的力
量，帮助他们通过自组织来改善
退休生活。

引入社工 找回归属感

在退休的最初几年， 许阿
姨每个月最期盼的日子就是回
工厂报销医药费那天。 这不仅
是因为报销的钱可以缓解生活
压力， 更是因为在那天她可以
见到几十年来天天在一起工作
的老同事， 可以和他们聊聊家
常、叙叙旧。 对这些老人来说，
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岗位， 但曾
经工作过的地方于他们已成为
一种精神寄托。

然而有一天，工厂突然宣布

倒闭，看着紧闭的大门，许阿姨
心中十分焦虑：以后医药费去哪
里报销，和老朋友们见面的机会
越来越少，以后的生活会不会很
单调……正当许阿姨一筹莫展
时，街道社保所的工作人员联系
到了她，原来许阿姨的退休关系
已经由原来的单位变到了社区。
而且，社保所还为像她这样的老
年人搭建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
台，让他们可以定期聚会、开展
活动……

1 月 18 日下午， 一场根据
社会化退休人员亲身经历改编
的舞台剧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
活动中心上演。 舞台剧由北京
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社保所主
办， 西城区睦友社会工作事务
所承办， 演员则是社区的社会
化退休人员。

这场演出源于去年 2 月，西
城区新街口街道社保所联合睦
友社会工作事务所发起的“悦动
生活·融汇一家”———社会化退
休人员服务项目。

“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发现，
因为没有单位管理， 社会化退
休人员普遍有一种失落感，他
们的归属感也比较低， 我们希
望给他们创造一种家的感觉。 ”
新街口街道社保所副所长杨薇
表示。

目前新街口街道社会化退
休人员达到 9000 人，而且数字还
在不断增加。 随着服务对象越来
越多， 社保所也在反复思考，如
何才能更有效率地为他们提供

服务，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并没有
被政府和社会遗忘。

社保所的工作主要分为三
大类，一是就业，二是退休，三
是低保， 而服务退休人员只是
他们工作的一小部分内容。 因
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新街口
街道社保所决定引进睦友社会
工作事务所来为老人们提供专
业服务。

小额创投 让老人自我服务

通过问卷调查，摸清社会化
退休人员的真实需求之后，双方
共同启动了“悦动生活·融汇一
家”项目。

项目针对社会化退休人员
开展的服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康乐性的服务，包
括开展文体康智、健康讲座、外
展联谊等丰富老年人生活的活
动；另一类是专业性服务，主要
是针对各社区协管员、 自管组
织核心成员，通过“协管/自管
互联”主题工作坊、外展共融促
进双方共进， 为能力提升和组
织自治打下基础。

协管员是政府托底就业开
发的岗位，他们在社保所的政策
落实、及时反馈退休人员需求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自
管组织则是社区退休人员自发
成立的互助小组。

为了发挥协管员、自管组织
的作用，助人自助，项目特别开
设了“小额创投板块”。 协管员、

自管组织可以
自主提交服务
社区退休人员
的项目策划 ，
经过申报 、评
估，得到批复
后，社保所将
为 社 区 的 自
管 组 织 提 供
近 千 元 的 资
助。 实施的效
果显示 ，由他
们 为 老 年 人
提 供 的 服 务
更受欢迎。

而社工则在这一过程中会
为社区协管员、自管组织核心成
员制定个人、 团队成长计划，带
领其学习、掌握一个完整而专业
的项目需要哪些步骤和技巧，学
习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与工作
方法， 提升自身在统筹规划、组
织协调等方面的技巧。

项目计划在 2016 年把小额
创投推广到新街口街道全部 21
个社区，让所有社会化退休人员
都参与进来。

三方共赢 良性循环

“一个项目是否可行、 一个
决策是否正确，都需要交给市场
来检验。 我们希望成为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 新街口街道社保所
所长田国锋在总结过去的经验
和收获时说，“这一年来我们一
直在探索，希望通过以点带面的

形式逐渐扩大服务项目。 在这个
过程中，社保所和社工机构不断
磨合，信任度也有所提升。 通过
我们的项目，社会化退休人员对
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能够积极
乐观地面对生活。 如果我们能够
做得更好， 也能为社会减轻压
力。 ”。

据睦友社工事务所社工介
绍，2016 年， 该项目将从四条服
务主线展开，根据劳动协管和社
会退休人员的特点、 需要，将
2016 年服务模块分为“完美生
活”“进阶工作坊”“小额资助”

“成果畅享”四个部分，运用专业
社会工作介入自管组织培育，以
社工带动服务对象参与项目服
务的形式，提升自管组织管理策
划、团队建设、服务实施、成效评
估四方面的能力，最终形成“政
府+社工+服务对象”的良性循环
支持模式，为社会化退休人员生
活增彩添色。

■ 见习记者 皮磊三社联动 让退休人员找回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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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捐赠百杰榜揭晓 何巧女居榜首
1 月 28 日，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正式对外发布
“2015 中国捐赠百杰榜”。入榜人
员总计捐赠 128 亿元，最高入榜
捐赠额为 29.27 亿元， 最低入榜
捐赠额为 1200 万元， 其中年度
捐赠总额超过（含）1 亿元的 24
人，与 2014 年度持平。

何巧女居榜首
人员更替大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
限公司何巧女因承诺捐赠个人
持有的 7630 万股东方园林公司
股票（价值 29.27 亿元）位居榜单
第一，是该榜单自 2011 年发布以
来首个位列榜首的女性，同时也
是首个捐赠额度超过 10 亿元的

女性慈善家。
此外，共有 15 位女性慈善家

登上了中国捐赠百杰榜，远高于
历届人数。 其中包括多次上榜的
何巧女、杨惠妍、孟丽红、许淑
清、张茵等人。 从捐赠金额上看，
何巧女、杨惠妍、林惠英、吴小
兰、吕征和陈玉梅六人的捐赠规
模均达到 1 亿元。

另一方面，2015 年共有 9 位
上榜人以夫妻名义进行捐赠，比
2014 年增加了 4 位，其中杨建文
与林惠英夫妇、 李平与吕征夫
妇、张汉鸣与陈玉梅夫妇捐赠规
模均达到 1 亿元以上。

原腾讯创始人陈一丹因捐
赠 20 亿元建设武汉学院位居榜
单第二，汉能集团董事局主席李

河君承诺未来五年捐赠 10 亿
元，位居榜单第三位。

本年度也成为百杰榜发布
以来人员更替最大的一年，相比
2014 年百杰榜，本次榜单含有 82
位新上榜人员。

房地产行业第一
广东人数第一

在所有上榜捐赠者中，以主
营业务为主要判断标准，捐赠者
分布在 15 个行业。 从事房地产
行业的个人或家族数量为 21
个， 虽然继续位居所有行业第
一， 但相比 2014 年度减少了
40%； 制造业企业经营者人数为
18 人，位居第二；近年来发展迅
速的互联网行业以 14 人入榜，
位居第三；位居第四位的则是共
有 13 人入榜的金融行业。

相比 2014 年度，房地产和制
造业人数显著下降， 但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行业和金融行业
的入榜人数明显增多，这也反映
了中国财富的更加多元化。

入榜者所在的企业总部（个
人来源） 分布在全国 17 个省级
行政区。 从入榜人数看，广东继
续以 24 位入榜者位居第一，再
度成为出产大额捐赠者最多的
地区；北京以 20 人入榜，位列第

二，相比去年显著增长；上海和
浙江分别以 11 和 10 人位居第三
和第四位。

从捐赠总额来看，北京因何
巧女、李河君和卢志强的 3 笔大
额承诺捐赠共计 59 亿元的成绩
排在捐赠额度第一。 排在捐赠总
额第二、第三的地区分别是广东
和浙江， 捐赠总额分别为 34.70
亿元和 10.48 亿元。

从各省人均捐赠额来看，辽
宁因为 2015 年度只有大连万达
入榜，因此以 3.60 亿元的平均捐
赠额位居首位，北京和广东则以
人均入榜捐赠额 2.95 亿元和
1.45 亿元位居第二、三位。 人均
捐赠上亿元的省级行政区达到
了 7 个。

八成捐赠流向基金会
高等教育受青睐

从捐赠投入领域来看，在境
内机构部分，基金会整体接收捐
赠金额占比 80.9%， 其中高校基
金会接收捐赠总额超过 60.84 亿
元，接近榜单统计全部捐赠量的
一半； 非高校基金会紧随其后，
接收了 33.44%的捐赠，总额将近
43 亿元； 全国各级政府接收了
11.25 亿 元 捐 赠 ， 占 总 额 的
8.78%，其中县级以下政府接收款

项最多；而各级慈善会在本次统
计中接收的捐赠数额为 5.78 亿
元，占比 4.51%，仅略高于其他国
内公益组织。

由于今年没有大额的境外捐
赠，境内各大专院校、基金会和各
级政府接收捐赠总额及占比均有
明显上升， 其中大专院校仍是接
收捐赠的主体。但同时，各级慈善
会和中小学接收的捐赠数额与
2014年接近，占比依然较少。

与之相对应，高等教育成为
最受青睐的捐赠方向。 在 2015
年的大额捐赠中， 约有 61.72 亿
元善款投入高等教育领域，用于
高校建设、奖学金、助学金等项
目，占捐赠总额的 48.17%；近 42
亿元捐给了各类慈善机构，并未
限定所使用的领域，这部分捐赠
占总额的 32.75%；投入生态环境
的捐赠有 11.15 亿元， 占总善款
的 8.70%； 投入中小学建设和各
类助学工程的基础教育领域捐
赠额度约为 5.87 亿元，占总额的
4.58%；扶贫领域获得的捐赠额度
超过 4 亿元，占总额的 3.46%；另
有将近 9000 万元投入大病救助，
占总捐赠额的近 0.70%； 其余领
域吸纳的捐赠额较少， 合计约
2.10 亿元，占捐赠总额的 1.64%。

（王勇）

《2015中国捐赠百杰榜》名单（前 10 名）

“悦动生活·融汇一家”项目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