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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户外：践行绿色公益的户外俱乐部
■ 李健 杨芸

由于近几年徒步越野活动
的兴起， 人们开始走进大山、接
触大自然，但环保意识的缺失致
使随手丢弃的塑料瓶、塑料袋等
白色垃圾随处可见，再加上这些
稍稍远离城市的山区和景点由
于面积广大而无人清理，往往成
为了城市环境治理的死角。

为此， 于 2013 年成立的超
越户外俱乐部提出了“把白色垃
圾带出大山”的口号，通过进入
社区、学校等各种形式，带领俱
乐部会员和社区居民一起捡拾
北京周边山区的白色垃圾，还青
山一片净土。 这使得户外运动再
次进入了公益领域的视野，也激
起了我们对于户外运动与绿色
公益结合的关注和思考。

从户外健身到“青山行动”

超越户外（以下简称“超
越”） 是宣传环保理念的倡导型
环境 NGO，它以“健康、绿色、平
等、互助”为理念，倡导队员在健
身的同时提升环保意识、践行环
保行动、宣传环保理念、传播环
保文化。

超越由刘松林及其好友高
如钢共同创立于 2013 年，2014
年注册为民间非营利性公益组
织。 转型为非营利组织之后，超
越遇到了新的难题。 原先超越作
为健身俱乐部，主要的发展重点
在于增强活动的宣传力度、提高
活动质量，而现在超越面临更多
的是组织内部运营管理的问题。
这期间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
人手不足、人才极度紧缺；第二
个难题则是几乎所有 NGO 最初
发展都面临的问题： 缺乏资金。
作为拥有近百名成员的民营组
织，超越除了延续原有的“AA”传
统外，也不得不思考利用其他方
式和渠道融入更多的活动资金。

为此，超越尝试向北京市石
景区申报政府购买服务，创立超
越户外公益行———绿水青山环
保行动（简称“青山行动”）品牌
项目，旨在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媒
体的传播效应，通过制作将白色
垃圾带出大山的专题宣传片等
方式，推广超越户外理念，推动
越来越多的徒步爱好者将白色
垃圾带出大山。 项目的申报很顺
利，超越拿到了政府 6 万元的资

金赞助，拿出一部分作为活动经
费后，紧接着便开始创建了超越
自己的公众号。

而当时的公众号运营也是
捉襟见肘。“当年我们公众号（运
营）只有一个人，我想发点东西
还得等他有时间才行。 ”刘松林
说，“我们经历了不少成长的痛
苦， 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些无奈
吧。 ”

为解决这两大难题，超越在
“招兵买马”上花了不少力气。 原
先为保证社交质量而默认只有
熟人能进的俱乐部微信群里，开
始出现了陌生的面孔。“新鲜血
液”的融入让超越的发展越来越
顺利，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
入其中。

2015 年，超越从新加入者中
收获了几员“大将”，使得超越的
管理质量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超
越也形成了特有的组织结构。 超
越设有两名理事长，刘松林任“总
队长”，高如钢任“法人”；理事长
下设秘书长， 秘书长下还设有四
个管理组，分别是财务组、活动保
障组、项目管理组和宣传组。

这两年里，超越的“青山行
动” 项目也一直在发展创新，以
不断丰富原有的活动内容。 发展
至今，超越户外“青山活动”已包
括三个子项目，分别为“把白色
垃圾带出大山” 绿色环保活动、
绿色环保进校园活动和绿色环
保进社区活动。

为增强民众参与度，建立广
泛的社会基础，超越一方面大量
动员社区居民、学生和普通民众
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环境保护
活动， 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
另一方面它还带动了石景山地
区以及城六区的众多环保人士
加入，从而形成专业化的支持体
系与良好的社会公信基础。 除此
之外，超越还与其他社会组织合
作，比如与“越野一族”和“甲虫
俱乐部”合作举办“99 重阳敬老
活动”。

在社会效益方面，超越的工
作成果也十分显著。 自超越户外
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走以大山为
导向的绿色路线，分别在秀美的
翠微山、悠远的京西古道、雄伟
的鹫峰和灵山、奇险的水泉沟举
行了捡拾白色垃圾的环保活动
40 余次。超越户外还积极投身其

他公益活动，2014 年捐赠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中学 2 套
音响设备、1800 本图书和 210 套
校服。

截至目前，超越所有的工作
人员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愿参
与，没有专职人员，也没有薪水
酬劳，成员的自我激励和奉献精
神是全部的工作动力。 在超越
“健康、绿色、平等、互助”的理念
引导下，其内部成员形成了互帮
互助、 彼此奉献的良好文化氛
围，也由此增强了组织内部的凝
聚力。

独具特色的“八字方针”

超越在成立之初就设立了
“健康、绿色、平等、互助”的八字
方针，寓意为通过运动拥有健康
的身体；通过参与获得绿色的生
活； 通过公益感奉献的快乐；俱
乐部成员之间人人平等，提倡在
生活、工作中的互助关系。 随着
实际活动的开展，“健康、 绿色、
平等、互助”八字方针逐渐引入
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理念，开始有
了全新的诠释。

首先，“健康”不再仅指健康
的出行方式，现在更多地扩展到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比如超越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次爬山归
来的那顿午餐， 不许饮酒抽烟，
忌食辛辣油腻，力求将健康的生
活方式贯彻到组织活动的方方
面面。

其次，“绿色”理念也有了新
变化。 原来超越秉承的绿色理念
与一般结社出游常说的那句标
语无异：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
下；除了欢乐，什么都别带走。 但
发展到后来， 超越除了欢乐，还
要带走大山里的垃圾，不但带走
自己的垃圾，还要把别人的垃圾
也一起背出大山。“这是一个质
的飞跃，这个飞跃甚至超出了我
最初对超越的预期。 ”刘松林说，
“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队
员们不光在捡自己的垃圾，他们
还捡别人的， 我发现了这个现
象，是他们在教育我。 ”透过这个
偶然的现象，刘松林看到了超越

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也由此推出
了“青山行动”项目。

再者，“平等”。 超越的大部
分成员都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平
时生活在体制森严的单位中，上
下级之间常以“张总”“王经理”
等职务名互称。 而为了摆脱这种
职务称呼方式带来的距离感，超
越要求成员之间不互称职务而
只互称微信名。 超越的成员平时
主要通过微信作为媒介进行沟
通，见面时也互称微信名，能够
迅速地拉近彼此的距离。 到后
来，“平等”也渗入到组织管理之
中，超越章程规定，每个成员都
有参与群管理的权利，都可以参
与到超越的建设中来。 超越鼓励
成员自由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也
为每个人提供同等地发展和展
示的机会。

最后，“互助”理念的变化是
最深刻也最深入人心的。 一开始
提出的“互助”，也就是平时登山
时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照
顾，后来渐渐被深化至生活和事
业等全方面的互帮互助。 为深化

“互助”精神，超越还设立了“超
越者联盟”， 为组织中拥有一定
身份地位的企业家和正在奋力
拼搏的创业“小白”搭建一个互
助交流的平台。 这种基于奉献精
神的“互助”模式，大大增强了组
织成员的内部凝聚力。

未来展望

首先， 专注打造品牌项目。
超越近几年一直在专注于打造

“青山行动”项目，经过多年实践
积累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品牌项目。 刘松林表示，
未来希望能集中精力把这个项
目做好做精，而不是一昧地寻求
承办活动的数量和组织规模的
扩张。

其次，借助多方渠道获得资
源。 超越与政府保持良好的联
系，与企业积极合作，并邀请社
会精英加入其中，使得组织内部
形成了专业化的支持体系与良
好的社会公信基础。

再次， 扩大宣传目标人群。

提到超越的社会效益，刘松林语
重心长地说：“十个超越、百个超
越，也捡不完山里的垃圾。 但是
我们在传递一种环保的理念。 ”
比起社会效益，超越更加注重的
是环保理念的传播，让更多的人
看到超越，以此唤醒更多人的环
保公德心和环保参与意识。

目前超越正在筹划“快乐星
期日”项目，希望走进写字楼，走
入成百上千家的企业，去宣传绿
色公益的理念，并倡导更多人加
入绿色公益的行业里来，以此进
一步扩大环保理念的宣传目标
人群。

结语

第一，超越目前存在的最大
挑战在于缺乏活动资金、缺少专
职人员。 超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
式是实行一岗多人的轮班制，分
散任务的难度，延长任务的完成
期限。 刘松林也表示，如果以后
资金充足的话，会考虑招聘专职
人员。

第二，户外活动与公益的结
合还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总的来
看，超越仍处于探索阶段，并未
建立一套成熟的“户外活动+公
益”模式。 户外活动如何和公益
更好地结合，这不但是我们至今
仍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超越未
来发展必定要面临的问题。

第三，如何把握多元化活动
内容与专业性的张力，也是超越
这一类 NGO 在发展中必将思考
的问题。 超越户外从事了很多与
环保有关的活动，但未参与者看
不到关于项目的系统评估报告，
也无法了解这些活动举办的实
际效果如何。 作为一个仅靠志愿
者维持运行的机构，如何在从事
多元化环保倡导的同时，保持自
身的专业性，也是超越目前存在
的重要张力。 当然，目前的很多
社会组织都存在这一问题，更是
整个行业需要反思的。 究竟是为
了生存而不断做各种项目，还是
专注在一个点上取得突破？ 我们
看到更多的是后者取得了成功。

（据公益慈善学园）超越成员正在拾捡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