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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捐钱捐物之后，他们开始给公益机构捐人才

从企业员工到全职公益人

今年 5 月初的一个下午，杜
箱箱拖着一个大行李箱从广州
来到杭州，进入了“免费午餐”的
办公室。 从那一刻开始，她从一
名企业员工正式成为了一名全
职公益人。

事实上，杜箱箱与免费午餐
算是老相识了，她的名字在整个
项目组以及志愿者之间都拥有
很高的辨识度。

2012 年，还在上大一的杜箱
箱因为一篇报道加入了免费午
餐，成为一名志愿者。 从开餐学
校志愿者对接到写文案做传播，
从带领团队做大学生驿站再到
为项目筹款、谈合作，她一直坚
持了很多年。 不管是在免费午餐
的工作群里， 还是在活动现场，
大家总是能看见她活跃的身影。
在她看来，能够亲自见证一个公
益项目的诞生、 成长和发展壮
大， 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
情。

2016 年大学毕业后，杜箱箱
进入广州文创旅游民宿行业工
作，主要负责品牌传播。 2018 年，
她换了第二份工作，到了广州南
方精英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MID”）。 而进入这家公司对她
来说是职业生涯也是人生中一
个重要的转折点。

MID 成立于 2007 年， 主要
侧重于为商业和公益机构提供
品牌咨询、公益创意、传播执行
等服务。 该公司 CEO 刘敏和免
费午餐也是多年的老朋友。 今年
5 月 19 日，免费午餐举行了七周
年发布会，并宣布启动“质食计
划”， 即从之前的“解决饥饿问
题”升级到“解决营养不均衡问
题”。 为帮助免费午餐更好地实
现“使免费午餐成为中国儿童的
基本福利” 这一愿景，MID 联合
免费午餐尝试了另外一种捐赠
模式———企业捐人才给公益组
织。

在此背景下，刚入职不久的
杜箱箱就被 MID 选中，“捐给”
了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双方约定
的合同期限为三年。 根据合同，
她第一年将主要在免费午餐工
作，一年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后续去向。
从企业员工、志愿者到全职

公益人，杜箱箱坦言自己在做出
这样的决定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心理准备。“在企业工作的时候，
我们想的是如何赚钱，做什么都
会考虑投入和产出。 当然，进入
公益组织后我也会继续用商业
思维来解决当前工作中遇到的
效率、协同问题。 但是，我不会再
在这份工作里想着赚钱，而是考
虑如何能保障孩子们的免费午
餐可以持续、安全、稳定地执行。
这种转变也帮助我在工作中摆
正心态，不忘初心。 ”

入职免费午餐两个多月以
来，杜箱箱每天都很忙。 因为之
前有过品牌策划传播的工作经
历加上大学期间学习人力资源
专业的背景，她经常熬夜写策划
方案， 给团队做工作流程梳理，
周末基本也没时间休息，“不是
在电脑上办公，就是在手机上办
公”。

虽然很累，但她坦言自己很
喜欢这样的工作状态。 不久前，
她在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向
大家讲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
“这样的日子不是不累， 但是整
个人的状态是很快乐和充实的，
是那种你知道你在学习新的东
西、连接新的可能、创造新的价
值、发现新的自我时的那种兴奋
感和获得感，那种感觉自己在噌
噌噌往上生长的力量，不是年薪
十万百万可以带来的。 ”

业内人士表示，优秀人才从
商业公司进入公益组织能够为
公益组织带去成熟的、系统的工
作流程及标准，能够更深入地支
持公益组织专业化发展，在公益
的这片土壤上生长出更多的可
能性。 同时，“捐人”也能够解决
公益组织无法给予从业者更有
竞争力的薪酬问题。 对于企业而
言，把人才送到公益组织一段时
间，全新的环境和挑战也能让人
才得到更好的锻炼。

开创公益商业合作新模式

如果从时间顺序上来看，杜
箱箱并不是第一个被企业“捐
赠”给公益组织的人。 事实上，早
在五六年前，就已经有企业和公

益组织在尝试这样的深度合作。
2013 年 4 月 20 日， 雅安发

生 7.0 级地震。 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暖流计划”当天就从北京
仓库拉了一车物资支持地震灾
区，很多企业得知后，也通过“暖
流计划”向受灾同胞捐赠资金和
必需物资。

但由于“暖流计划”当时并
没有全职工作人员，工作的开展
主要由来自各个领域的志愿者
负责，这导致项目组不能及时为
企业开具捐赠发票。

此时，大家都意识到，项目
组需要一个专职工作人员。

后来，在与浙江通策集团合
作的过程中，双方产生了一个共
同的想法：通策集团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向“暖流计划”捐赠一
名工作人员，其工资与社会保障
关系均落实在通策集团，而这名
企业员工全部工作时间都负责
“暖流计划”的工作。

2013 年 5 月，通策集团员工
静默被“捐赠”到“暖流计划”，从
志愿者转变为一名全职公益人。
当时双方约定的服务时间为一
年， 但让静默没有想到的是，自
己一直在项目组工作到 2016 年
年底。 这几年时间里，她一直是
一个“拿着企业工资的全职公益
人”。

那么，企业人才以全职的身
份进入公益机构能够为其带来
哪些改变呢？

“新鲜血液的注入确实能够
为公益行业带来新的思路，打开
新的工作模式。 但是，企业人才
需要被安排在一个合理的位置
上，如果只是单纯地做一个执行
者意义并不太大，对于公益机构
的改变也不会太大。 ”静默告诉
记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公
益机构接受并愿意磨合，学习企
业的管理模式，取长补短，那么
其内部就会建立起良好的反馈
与沟通顺畅，能够提升整体的信
任感和执行力，带给捐赠人的感
觉也是不一样的。 ”

对此， 杜箱箱也表示赞同。
“公益组织里的一些工作流程、
专业程度相对于企业来说还是
不太完善的。 因此，企业人才进
入公益机构后，可以帮助公益机
构在组织、团队的制度建立和执
行上提供更多可行的方案和实
践经验。 同时，企业的人才也可
以把自己的一些资源、专业技能
带到公益机构， 为公益机构赋
能。 ”杜箱箱说。

而对于敢于“尝鲜”的企业来
说， 虽然其并未要求公益机构给
予过多的回报，但是长期来看“捐
赠人才” 这种合作方式也能为其
今后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有了全身心投入公益机构
的经历会让我以后的职业生涯
过得更踏实、更专注，没有遗憾。
我会把在公益机构学到的东西
同步给企业的伙伴，因为我们企
业做的也是跟公益营销相关的
业务，免费午餐的很多工作都可
以作为案例分享、学习。 我也希
望为企业带去公益理念，在企业
里传播‘干净、善意’的力量，助
力企业画好底线。 ”杜箱箱谈道。

共同价值观是各方合作前提

除了将人才直接“捐赠”给
公益机构，也有企业选择将员工
派驻到农村或其他贫困地区，参
与扶贫脱贫工作或者深度参与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等公益项目。

2014 年年初，港华集团派出
首批三名员工以义工身份到农
村，开展为期半年的服务当地留
守儿童的工作，此后也继续派出
员工参与。 港华集团除给这些员
工发放工资，每个月还会给予其
一定的补贴。

专家表示，从捐钱捐物到现
在的捐赠人才，公众和企业对于
公益行业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参
与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不断推
动公益行业向前发展。

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
院副院长、 教授邓国胜看来，企

业为公益机构“捐赠人才”是企
业从事公益慈善的一种创新方
式，符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国
际潮流与趋势。 这种捐赠形式无
论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还是
对于公益组织都是双赢。

“对于企业而言，捐人更有
助于密切企业与公益组织的合
作， 发挥企业从事公益的优势，
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
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可以与企业
建立更持久的联系与合作，为机
构提供高质量人力资源与技术。
同时， 对于公益机构的薪酬难
题，这也可能是比较有效的解决
方式之一。 ”邓国胜谈道。

那么，如何才能让这种合作
达到双方预期的效果？

邓国胜也给出了自己的回
答： 企业应该尽量选派那些具有
公益慈善理念、 认同公益组织使
命且具有专业技能的员工到公益
组织工作。“当然，企业派出的员
工最好是公益组织最迫切需要的
技术人才，如营销管理人才、互联
网技术人才等， 这样才能发挥出
企业员工的最大价值。 ”

不过，作为“捐人”模式的参
与方之一，免费午餐基金品牌与
合作发展中心总监邓艳的回答
则更为理性。“企业为公益机构
捐赠人才、支持人才工资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公益行业人才薪
资待遇问题，只是通过这种合作
方式实现了公益项目里专业岗
位的专业化。 这种模式也能较好
地训练伙伴们横向互助学习的
能力，实现个人成长。 ”

邓艳建议，企业和公益机构
在展开合作之前需要考虑以下
几个问题：“第一，需要对专业岗
位的职责及能力要求做出明确
说明；第二，需要企业、公益机构
以及被捐赠的人才有共同的认
知，各方愿意为认同的使命一起
努力、共同创造价值；第三，各方
要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同时，公
益组织也要接受人才流动的现
实，做好‘传帮带’工作。 ”

企业为公益机构捐钱捐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但是
你听说过企业为公益机构“捐人”吗？

近几年来， 已经有一些企业和公益机构在尝试这种新的
合作方式，即由企业负责员工的工资和社保等福利待遇，企业
员工则以全职工作人员的身份到公益机构工作， 约定的服务
期满后再回到企业。

从以往案例来看， 这种新的合作方式为企业和公益机构
的发展都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也让双方的联系更加深入
和紧密。

一方面，被“捐赠”到公益机构的企业人才能够将企业严
谨的工作作风、管理模式、运行机制等带给公益机构，提升公
益机构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合作方式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公益机构薪酬待遇低的问题， 同时员工回归企业
后也能将公益理念带回企业，持续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 � 2014 年 7 月，静默（后排右二）前往四川甘孜德格县俄南乡真达村俄支根攀扫盲福利学校参与校舍
落成仪式（暖流计划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