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9 月 28 日，印尼中苏拉威西
省发生强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逾
2000 人死亡， 另有 1 万余人受
伤，近 7 万座房屋损毁，数万人
被迫撤离家园。 强震海啸过后，
中国社会各界纷纷向印尼伸出
援手，来自中国的民间志愿者们
也加入了灾后救援中，四处募集
购买物资、抵达灾区为印尼灾民
发放食物、帐篷，运转伤员，带领
他们到安全处妥善安顿。

由北京市应急救援协会、深
圳市公益救援队、北京平澜基金
会、卓明信息平台等共同组成的
中国志愿者联队于 10 月 6 日到
达印尼灾区并参加了搜救工作。

作为本次印尼救援的中国
志愿者联队领队，也是北京市应
急救援协会发起人之一的都海
郎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
时说：“这场灾难规模比较大，可
以说是在三重灾难———地震、沙
土液化、海啸的共同作用下导致
了人员伤亡。 ”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
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得到
了进一步加深，许多当地受灾群
众无形中学会了一句简单的中
文“谢谢你”，以表达对中国志愿
者的感谢。

在和平年代，志愿服务在帮
助弱者、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维
护社会秩序和世界和平等方面
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志愿服务也
正以其突出的社会效益受到越
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社会的重
视。 而在此前多次国际重大灾害
的救援中，来自中国的志愿服务
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此，《公益时报》社记者采
访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
长、 北京市救援协会发起人、知
名公益人谢海山。

国际救援志愿服务要求高

《公益时报 》：有网友称 “印
尼政府排斥外来救援 ”， 不建议
中国人去灾区去做志愿者 。 对

此，你怎么看？
谢海山：选择性看待这个问

题， 首先尊重当地政府意愿，在
获得许可后考虑有针对性的志
愿服务。 只要涉及国际救援我们
就会跟外交部和属地大使馆及
时沟通，有祖国的强大后盾作为
支撑。 但不建议大部分人去印尼
灾区， 因为这次是国际救援，对
志愿者语言、 自身安全保障、专
业援助、通信沟通等多方位综合
技能要求都很高，并不是任何一
个有情怀、有基本救援能力的志
愿者就可以参与其中。 像本次参
与印尼救援的中国志愿者联队
领队都海郎就经历了 2008 年汶
川地震、玉树地震、盈江地震等，
也是菲律宾海啸救援第一个抵
达现场的中国志愿者，重大救灾
事件一个不落。

《公益时报》：志愿者在国际
救援中主要起什么作用？

谢海山：从直接角度来讲可
以帮助灾区救人， 解决人力支
援，带来专业的救援支持。 也是
民间外交的一种方式，对建立两
国之间的友谊， 有着长久意义。
参与救援的志愿者与当地民众
关系良好，是增进国际关系很好
的机会和载体。 志愿服务的输出
有助于中国世界大国形象的提
升，也是两国之间相互学习的机
会，促进两国志愿服务、救援、公
益方面的学习和交流。

志愿服务管理专业化

《公益时报》：你认为目前中
国 “志愿服务 ”发展状况是什么
样的？

谢海山：中国的志愿服务正
走向国际化，“国际志愿服务交
流大会”已经举办三年，第一次
包括联合国在内有 7 个国家，去
年有 30 多个国家， 从参会数量
可以看到越来越国际化，志愿服
务已经成为民间外交的载体。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协会已

经对 100 多个国家进行国际支
援，输出志愿者支持他们的扶贫
等各方面工作。 对内，该协会成
立“西部计划”， 现已涵盖了扶
贫、助老、助学、助残等十几个门
类的志愿者。

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速度
很快，数据庞大，向越来越专业
的道路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体
现： 一个是服务水平专业化，一
个是管理专业化。

现在做志愿者要经过专业
的面试、培训。 比如 APEC 招募
志愿者的时候，面试部分会过滤
掉很多人，现场用不同语言来向
面试的志愿者提出问题，看他们
如何处理，对志愿者综合能力要
求很强。

以前， 志愿服务随机性太
强， 可能会出现 100 人报名，最
后只来不到 10 人的情况。 这种
个别志愿者的行为可能会让接
受志愿服务的人认为志愿者不
可靠，从而影响整个志愿服务氛
围。 目前，国家也打算把志愿者
承诺服务和个人征信挂钩。

在管理层面，如今行业中会
用到多种工具和方法。 比如对于
志愿者无法前来的突发状况，我
们现在设有“即动岗位”来进行
临时替补；小站点设立“志愿者
之家” 来观察志愿者的情绪，每
次服务完会开小会，把服务过程
中遇到的好的坏的都拿出来分
享，如果不适应现在的服务可以
作适当的岗位调整；设立“志愿
者之星”、“微笑之星” 等评选机
制， 维持志愿者的服务热情，增
加认同感、荣誉感，从而增强服
务的稳定性；服务周期比较长的
工作也会定期进行岗位调换，让
大家具有新鲜感……

奖励机制应更加多元

《公益时报》：你认为有哪些
方面需要改善？

谢海山：目前中国志愿服务
项目类别已经很丰富了，现在要

做的有三点：
第一， 丰富志愿者的知识经

历，增加学习空间和渠道，让大家
在日常里有更多机会学习， 避免
遇到问题会慌乱的现象， 因为服
务过程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
人，对外的服务程度也比较多元。

第二， 激励机制更多元，比
如志愿者在服务中的信用问题，
如果志愿服务记录优秀可以在
办理信用卡、贷款等方面有优惠
政策，目前在广东针对志愿者已
经有 50 多项对志愿者的优惠政
策， 希望国家层面可以多方普
及。 前两天国家卫计委举办的

“医疗志愿者服务大赛”刚结束，
他们推出了医疗系统志愿者的
信用卡，志愿者积分可转换信用
值等其他的价值和财富，这点比
较好，可以有效增强志愿者服务
积极性。

第三，志愿服务在文化方面
的尊重还需加强，志愿服务可能
要到不同的地方，要尊重、了解
当地的文化差异才能更好的开
展公益。 比如藏区群众重视宗教
信仰，我们如何融入信仰方面的
问题，避免冲突。 当时我们去藏
区做志愿服务， 为藏民治病，前
期了解当地文化，跟当地的群众
关系处的就特别好，白天给他们
看病，晚上教他们看病，开展义
诊义教，这样我们走了后也留下
了技能给他们，后来村长也学会
了基本的医疗技术。

由“利他”到“利己”的转变

《公益时报 》：有很多人理
解不了为什么去做志愿者 ，你
觉得目前志愿者在中国的认可
度高吗 ？

谢海山：目前志愿者在中国
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但是不能
否认每个人价值观不同，个别人
可能认为从他的角度来说做这
件事情是不值得的。 目前有个误
区，很多人认为志愿服务是利他
不利己的一种行为，其实是利他
利己的双向受益。

现在志愿服务最大的受益
人是志愿者本身，它可以让你学
会社交、获得自信、赢得尊重。

而只有你自身有能力的情
况下才能帮助别人，如果你是弱
者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你能做
并且做了从而建立自信心、培养
自己的人格。

志愿服务本身就是社交的
一部分，我们遇到过以前见到女
孩讲话都结巴的志愿者，做过志
愿服务后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现
在见了女生讲话很溜，也敢于表
达自己的感情，建立自信的同时
也完成了自己的成长。

志愿者精神是“互助友爱、奉
献进步”，“进步”在志愿服务领域
已经很好的表现出来， 个人收获
越来越强大，不是“对方好了你不
好”，而是你本身收获更多。 当今
社会好多人抑郁的原因是因为避
免与别人的交流， 而志愿服务就

是要和别人交流沟通， 但凡志愿
服务做很久的人都不会有心理疾
病，生活状态很好又自信，又开始
了产生了人格魅力。

志愿服务是让一个人内心
变得阳光的一个很好的载体，个
别人不认可志愿者也是很正常
的，但是一旦给他机会让他去接
触，他可能就会发生转变，爱上
志愿服务。

之前有一位妈妈因为孩子
要出国读书，要来我们这里开一
个社会实践的证明，我就让他尝
试性的做满 36 小时的志愿服
务，结果做完之后孩子就爱上了
志愿服务过后的感觉。 其实现在
大部分中国的学生都缺乏社会
实践方面的能力，但人总要回归
社会，志愿服务也是学生融入社
会的一个载体。 如果大学生从学
校直接过渡到社会可能没有相
对安全的社会环境，但是做志愿
服务可以达到这个安全度，是让
人成长的很好机会，而且做志愿
服务让你个人获得的东西远远
高于付出的。

《公益时报》：你认为志愿者
和 “公益 ”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
关系？

谢海山： 志愿者、 慈善、公
益， 是互相有交集的几个词，志
愿者更多的是参与公益的一个
角色， 以志愿服务为表现方式，
是一种参与公益的一种行为。

志愿者和慈善的差别在于
慈善更多的以钱财为主，二者的
不同在于慈善出钱， 志愿者出
力，志愿者更倾向于由人身体力
行的参与事情，所以才有志愿者
这个角色和志愿服务这个载体，
志愿服务属于公益内容。

公益简单来说就是公众的
利益，对大家有益的事情，包括
志愿服务的内容，也包括了慈善
的内容， 其实也说不上谁包括
谁， 公益事业离不开志愿者，所
有公益机构里都有志愿者，其实
公益机构、项目的发起人就是第
一个志愿者，就像壹基金的李连
杰，任何公益机构的第一个人肯
定就是志愿者。

志愿者和公益有很多交集，
但志愿者突出的一点是人无偿、
无私的奉献，另外一个体现出解
决公众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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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救援协会发起人

谢海山：正走向国际的“中国志愿服务”

中国志愿者在印尼灾区现场（受访者供图）

谢海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