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与企业协商，协
调参与公益各方的
利益，聚集起最多的
资源， 针对社会现
实，‘到家啦’公益物
流项目累计配送物
资 3 万余件，以四通
八达的公益平台提
高服务效率，深度参
与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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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现实设计项目 他愿做一根“绣花针”
� � “如果说政府是挖掘机，能
力大，效率高，我们就像是绣花
针，打扫、修补一些够不到的角
落， 做一些微观的、 基层的事
情。 ”沈东京边走边聊，在江西南
昌老城区里七拐八拐，终于到了
他所说的“宝库”。

两扇看不出年代的木门配
着一把旧锁，打开来看，打包好
的各类物资整齐堆放在客厅里。
卧室改成消毒间，会议室也有模
有样。 展示架上，“中国慈善公益
项目银奖”“中国公益慈善项目
大赛金奖”“中国青年志愿者优
秀奖”等一系列奖杯、奖状，让人
印象深刻。

沈东京说，这就是南昌市西
湖区苹心志工社的物料仓库。 这
位 1991 年出生的社长和成立只
有短短几年的志工社，是怎么从
这样的环境里，闯出一片公益天
地的呢？

公益不只是热心肠，
还要有办法延续初心

沈东京做公益，其实也算是
专业对口。 在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专业学习的他，一直关
注社会治理问题。 读书期间兼职
当快递员的跑腿经历，让他对社
会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毕业时，他也曾面临很多选
择。“去企业还是考公务员，或者
干脆回江苏老家， 这些都想过。
但是还是觉得公益这件事不能
放弃。 ”沈东京说，最触动他的，
是前辈们开拓事业时的艰难。
“前人已经给我们打下了基础，
我也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做
的。 ”沈东京说。 毕业后，沈东京
加入南昌崛美行动公益发展中
心， 后又加入旗下的苹心志工
社，担任社长。

公益的难，首先难在“缺钱”
和“缺人”。

为了筹集资金，志工社的同
事们常常给西湖区乃至整个南
昌市的企业打电话。“企业的对
外办公电话，一个一个打，一时
不被理解是经常的事情。 ”沈东
京说。

人才的流失，也是一个大问
题。“我们志工社的专职员工，能
长期坚持的也不多。 志愿者的流
动就更大了。 ”沈东京说，社会对
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的认可度还
有待提升。 很多高校毕业生最终

还是当了公务员， 进了事业单
位，或者去了企业。“大家总觉得
那才是正常的工作，我们这个不
是正途。 就连我父母一开始也这
样想。 ”

沈东京说：“我们的运营经
费比例很低，但是有的企业对我
们 1%的经费都很不理解， 说既
然是做公益的， 为什么还要钱
呢？ 也有人问我们，你们是不是
都特别有钱，才来做公益。 其实
我们的专职人员也是要拿工资
的，志愿者们提供服务、办活动，
也是有成本的。 ”

而在参与公益的各方中，不
同主体的诉求也各不相同。“公
益组织有诉求， 企业也有诉求。
两者的诉求往往又是不一致
的。 ”沈东京说，“一些企业最喜
欢做的事情是助学， 有社会影
响，效果也好评估。 但是公益组
织策划的项目又不可能全是助
学。 ”

如何与企业协商，协调各方
利益，聚集起最多的资源，是年
轻的沈东京和志工社必须处理
好的问题。“有的时候谈下来一
个项目，不亚于一场商业谈判。 ”
沈东京说。

“做公益真的不是只要一颗
热心。 热心往往不能持久，要想
办法来延续初心。 ”沈东京说。

只有创新才让公益充满活力

“一定要发掘社会的‘痛
点’，以此来设计公益项目。 ”这
是沈东京对这几年工作的总结。

了解到很多乡村老人一辈
子没有一张自己的照片，去世后
连一张遗像都没有。 苹心志工社
启动了一个公益项目。 一年多时
间， 该项目志愿者共为 70 岁以
上的老农拍摄并冲印 16 英寸照
片 1500 张。

志工社发现，环卫工人夏天
饮水是个问题。 于是，志工社给
环卫工人发放大水壶，“装满水
后摔在地上都不碎的那种，早上
装满了能喝一天。 ”沈东京说，志
工社特意在杯子上设计了企业
标识。“这样企业的诉求更容易
满足，项目的资金也更容易落实
了。 ”

不过，苹心志工社影响力最
大的“明星项目”，还要属“到家
啦”公益物流项目。 2015 年 7 月
25 日，沈东京与队友一起开发的

“进深山送老花镜去” 众筹项目
在网络平台上线。 仅仅 3 天时
间，筹款 22 万余元。

“不是什么项目都能上网上
的公益平台，更不是每个项目都
能顺利筹集资金。 ”沈东京说，项
目得到认可，最关键的还是创新
机制。

“老花镜不贵，贵的是甄别
和送达的成本。 ”沈东京点出了
很多公益项目都面临的效率问
题：一副老花镜成本可能只需要
几十元，但找到需要的人，把东
西送到需要的人那里， 这个难
度，甚至都无法用钱来解决。

沈东京和队友们想出了一
个好办法。 他们在南昌的各大高
校启动了“带上光明回家乡”活
动，让乡村大学生寒暑假带上老
花镜回到家乡， 送给家乡的贫
困、孤寡老人。 志工社还精心制
定了“带上光明回家乡老花镜招
标方案”， 让有能力的大学生参
加招标，中标的大学生可以领取
16 副老花镜回乡发放，但也必须
拍照片、写总结。

这个方案，不仅节省了数万
元的配送费用，还为大学生的寒
暑假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平台。
很多学校也被这个点子吸引，主
动在校园内为志工社宣传推介。

由于渠道成本大大降低，再
加上与厂家的反复比价、 协商，
最终，志工社总共购置了一万副
老花镜，为一万名乡村老人带去
明亮。

一个好点子， 串起了多方力
量， 也引来了更多支援。 2015年

“到家啦”公益物流项目因创新性
与操作性突出， 获得江西省民政
厅公益创投扶持。 目前“到家啦”
项目已经延展出“生态洋娃娃到
家啦”“老兵免费体检到家啦”“免
费小药箱到家啦” 等 12 个子项
目。 目前有志工社的两辆公益物
流面包车常年穿行于社区乡镇，
累计配送物资 3万余件。

愿做社会治理贡献者

很多人原本以为，苹心志工
社能做的，都是些送东西的“小
事”。 让沈东京自己也没想到的
是，他们还成功地帮助贫困户盖
了房，给村里修了路。

2015 年 12 月， 沈东京带着
志愿者进入江西向塘镇一个偏
僻的小村，为老人免费拍照。 一
位 80 多岁的老奶奶拉住沈东京
的手， 把他带到一条泥土路上。

“老人抹着眼泪说， 这条短短的
百米小路连着她家，几十年了没
有修过，只要一下雨，她和 4 岁
的曾孙女就没有办法出门。 ”沈
东京说。

“从来没做过修路的项目，
能不能成呢？ ” 沈东京心里也没
底。 他带领队友一起拍照、测量，
向工程队询价。方案基本确定后，
志工社连夜起草一份网络众筹方
案，仅仅一个月，坑坑洼洼的土路
真的变成了一条水泥小路。

小试牛刀，初战告捷。 沈东
京和苹心志工社开始项目化推
进。 2016 年 9 月，一篇“为无家可
归者修房子”的众筹，在微信朋
友圈传开了。 筹款成功后，首期
就将为五户村民修建房屋。

鄱阳县凰岗镇清塘村刘姓
双胞胎家的房子是“为无家可归
者修房子”项目捐建的第二栋房
子。刘姓双胞胎的父亲精神分裂，
母亲失踪， 村民清理出一个废弃
的牛棚，供孩子暂居。沈东京在鄱
阳参与抗洪救援期间发现了这个
情况，开展筹款捐建行动。2016年
10 月，房屋顺利竣工。

随着“为无家可归者修房
子”项目深入，项目已经逐渐固
定化，常态化。 目前 20 位核心捐
助人已经成立专项的“呈香基
金”， 从而使项目持续发展有了
更好的保障。

“我们愿意做社会治理的贡
献者。 ”沈东京的愿景，已经成了
现实。 曾任安义县长埠镇老下村

“第一书记” 的夏思捷对此深有
体会。

在担任第一书记期间，夏思
捷与苹心志工社对接， 为村民们
带来了很多福利。 200 多位老人
领到了老花镜，拍了艺术照，无房
村民张祖平依靠呈香基金建起了
新房。志工社带来的福利，让初来
乍到的夏思捷迅速赢得了村民的
拥护，也让外来的“书记”和村委
干部之间迅速熟络起来。

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工程，苹
心志工社不再是简单的公益项目
执行机构， 而成了四通八达的公
益平台。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公益
组织与沈东京合作， 利用现有的
渠道，提高了公益服务的效率。

在刚刚过去的夏天，志工社
在南昌的街边摆上一个冰柜，里
面装满了冰棍和冷饮，为有需要
的户外工作者避暑降温。 原先还
担心会有人多拿偷拿， 没想到秩
序井然， 还有热心人自费补充库
存，这让沈东京感到振奋。而更让
他感到高兴的是， 越来越多的政
府部门也开始肯定并推介苹心志
工社。认知的问题扭转了，志工社
的工作也越来越好开展了。

（据《中国青年报》）

志愿者们为爷爷奶奶们送老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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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东京在搬运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