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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丰裕
时代的来临，社会保障体系的完
善， 人变得越来越独立与自主 ，
非常重视个人的隐私，不希望被
人打扰 , 居民参与公共生活和关
注邻里意愿不高。 冷漠，像是流
行病一样在城市生活中蔓延。 据
2011 年中国青年报通过民意中
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调查数据：
80.9%的人感觉邻里关系越来越
冷漠， 只有 32.4%的人知道自己
邻居的名字 ， 平日遇到困难仅
18.5%的人会首先向邻居求助 。
2019 年 3 月宁波市一社会组织
也做了类似的调查，统计数据比
2011 年中国青年报更触目惊心，
只有 15%的人知道邻居名字 ，遇
到困难只有 8%的人首先会向邻
居求助。 社区面临着“邻里关系
极度冷漠， 公共生活非常匮乏”
的社会问题。

义仓，自隋开皇五年创立至
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现代
义仓项目以中华传统文化 “义
仓 ”为基底 ，针对现代社会邻里
关系疏离和社区公共生活匮乏
的社会问题， 通过社工+志愿者
的持续服务，构建互助型支持网
络， 开展对困难人群的关怀、社
区教育、 参与式互助平台搭建 、
公众倡导等， 打破邻里冷漠，激
发社区人的互助精神，以社区内
部的资源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睦
邻友好、守望相助新型邻里关系
形成 ， 让社区更有温度和人情
味。 经过江西“青原色”的发起，
由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
（简称“爱有戏”）、深圳壹基金公
益基金会 （简称 “壹基金 ”）联合
多个社会组织的推动， 当前，现
代义仓项目已逐步发展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公益性互助型支持

网络。 截至 2019 年 5 月，义仓发
展网络成员机构有 126 家，覆盖
78 个城市，1165 个社区， 核心志
愿者 15748 人， 累计受益对象超
过 100 万人。

现代义仓网络之所以发展
迅 速 ，传 播 广 泛 ，笔 者 通 过 参
与义仓项目 、与义仓网络成员
接触 ，归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因素 ：

一、金主很支持。
据了解，壹基金在支持义仓

网络发展项目上，不仅投入了不
菲的资金 ，还配置了团队 ，全力
支持执行团队 “爱有戏 ”的项目
运作，对网络发展、产品研发、公
众倡导 、联合筹款 、学术研究等
方面都给予了有力指导 。 如在
LOGO 设计过程中，成都爱有戏
进行了多轮设计，但都感觉不够
满意，于是壹基金团队通过自己
的优势，聘请日本顶级设计人员
进行设计，最终的设计稿确实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执行团队很给力。
成都爱有戏作为义仓的执

行团队，非常给力。 首先是执行
团队的负责人刘飞，是一个有思
路 、有行动力的工作狂 ，经常集
结团队成员通宵讨论和加班。 其
次是执行团队的成员成长迅速，
通过建设网络、开展全国性的论
坛 ，积累了经验 ，项目管理水平

不断提高。
三、网络建设全面开花。
首先是核心地区的成员单

位迅速布局 、发展 ；其次是网络
志愿者社群建设卓有成效，从成
员单位中吸收网络志愿者，从活
跃志愿者中发展专业委员，从专
业委员中吸纳理事会成员，目前
已成立传播筹款委员会、产品研
发委员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等团
队， 理事会运作也非常高效；三
是不断完善督导机制，促成成员
横向交流。

四、产品研发推陈出新。
“义仓 ”首先是作为一个产

品 ，需要设计包装 ，于是在第一
时间开发了 “义仓 ”工具包+101
培训+管理软件。 在产品研发过
程中， 团队以 “轻量化”、“标准
化”、“本土化” 以及可复制和创
新性为标准，不断推陈出新。 随
着“义仓”网络发展，系列产品也
随之推出，包括义仓、义集、一勺
米、一个观众的剧场，自成一体，
都受到追捧。

五、公众倡导与时俱进。
“义仓 ”网络发展要有影响

力，必然将从项目输出向议题输
出转型 ， 也就是要重视公众倡
导。 但公众倡导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 目前义仓尝试的方式
有：新媒体传播，端午联合倡导，
义仓月联合倡导，义仓推动大使

（如参与义仓的最美小孩评比 ），
义仓爱心大使（余少群），路演传
播推广（好公益平台），走出国门
（尼泊尔）等。

六、联合筹款知难而进。
获得政府采购资金相对是

最简单也最便捷的方式 ， 爱有
戏去年推广 “义仓 ”项目获得政
府采购资金 1300 余万元 ，但要
推广义仓网络 ， 不能守着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 ， 还要去学会联
合筹款 。 通过爱有戏和壹基金
的推动 ， 义仓发展网络去年在
腾讯平台上通过公众筹款获得
14 万元捐款+4 万元配捐 ，获得
百 度 公 益 基 金 会 200 万 元 资
助 ， 借力善行者获得 1.3 万元
捐款 ， 联合北京玉润基金会开
展细分群体 （2 亿空巢老人心理
关怀 ）的公益服务 ，联合南都基
金会开展义仓网络发展经验 、
方法及理论研究 。

七、学术研究紧密跟上。
义仓网络要发展，还离不开

学术理论的支撑。 目前义仓发展
网络，吸纳了国内外不少专注于
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如北京
社会科学院缪青博士、广州社会
组织研究院胡小军博士等，已经
在推进的学术研究包括公益联
合体的研究 ， 义仓历史文化研
究，同时还在着力推进义仓申遗
工作。

浅析现代义仓网络发展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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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社会转型具有多重维度。 一
是政治转型， 二是经济转型，三
是狭义的社会转型，当然其中又
可细分为更多的维度。

在当下转型时代 ， 中国面
临着结构性风险和挑战 ， 如贫
富分化的风险 、 区域发展不平
衡的现实 、环境能源问题 、国际
关系的不确定性等 。 面对这些
问题 ，如何进行回应 ？ 事实上 ，
社会危机呼吁多元共治 ， 也就
是要思考如何构建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的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 ”。

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
多重机制。 一是政治主导的国家
力量 ，我们称为国家主义 ；二是
以市场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机制，
可以称为市场主义；三是社会参
与治理机制。 社会如何参与？ 社
会在哪里？ 一种观点认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家治理实
际上是从一元的国家主义到二
元国家-市场主义到多元国家-
市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
过程。

所以可能未来非常重要的
就是社会建设，或者社会重建力
量的发挥。 现代公益，也是在这
种话语背景下 ，无论作为 “第三
部门 ”或 “第三领域 ”，不断地被
提出来。 根据第三部门理论，非
常重要的是关注到不同主体参
与社会治理的逻辑区别。

对于未来慈善事业发展，有

几个趋势值得关注。 第一，市场
化将在慈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
用 ；第二 ，慈善组织将会走向民
间组织化与专业化 ；第三 ，基金
会将持续崛起，在上游拓展公益
行业资源来源 ；第四 ，未来将会
出现大量的支持性机构 ， 在评
估、咨询、能力建设、展会乃至创
投服务方面，从而打造出一个生
态系统；第五，慈善向下，慈善将
会回到基层社会，成为社区营造
的重要力量 ；第六 ，公益慈善或
进入移动互联的时代； 第七，法
治原则在公益领域当中得到普
遍性推广。

要进一步创新现代慈善建
设的体制机制，落实现代慈善组
织体制建设的顶层设计与中层
架构，必须紧紧把握“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 的社会治理原则，着
力于完善现代慈善体制建设的
基础配套，包括：

（一）政府监管机制
对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和

有效性加以规范和监管。 推进慈
善组织运行监管的多元化，通过
构建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内部
监督等主体多元的监管体系，促
进慈善组织规范运行，推进其依
法自治。

（二 ）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
机制

建立政府、企业和慈善组织
的伙伴关系。 正确厘清、科学定

位政府与慈善组织的边界。 通过
调适政府结构与规模，改进公共
服务提供方式，向慈善组织开放
公共资源和社会空间，通过政府
购买、项目合作等多元创新方式
向慈善组织转移政府职能。 构建
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互动机制。
建立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
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
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
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公共
管理网络。

（三）慈善组织扶持机制
推动建立符合社会建设的

公益免税制度 ， 进一步明确政
府支持和鼓励公益慈善捐赠的
方针与扶持措施 ， 保障各方参
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 通过加大
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 开展
非营利组织免税 、 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等资格认定 ， 落实国
家对慈善组织有关税收优惠政
策 ， 保障慈善组织依法享受税
收优惠待遇 。

（四）慈善组织内部治理机制
建立现代慈善组织的民主

公正的治理规范，推进慈善组织
治理的科学化。 推动慈善组织建
立以章程为核心的治理规范。 强
化组织章程意识，要求其依法依
规制定内容完备的章程，督促其
严格依照章程办事。 建立健全权
责明确 、协调运作 、制衡有效的
慈善组织法人内部治理结构。 以
章程为依据，建立会员（代表）大

会、理事会、监事会等各项制度，
健全信息披露、重大事项报告和
公众投诉等制度，提升组织内部
治理的正规性。

（五）慈善组织良性竞争机制
通过营造慈善组织公平竞

争的社会市场环境 ， 鼓励各类
组织之间良性竞争和合作 ，严
格限制社会垄断 （包括行政垄
断 ），提升慈善组织外部运营的
公平性 。 一是政府要为慈善组
织的竞争机制建设创造市场环
境和法制环境 。 引入竞争机制
并非政府放手不管 ， 而是清晰
定位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监督
者的角色 ，成为 “裁判员 ”。 通过
建 立 良 好 的 公 益 市 场 竞 争 环
境 ，完善政策指导和监管制度 。
要规范管理 ， 加强慈善组织监
管 ，要修订行政法规 ，要促进慈
善组织活动公开透明 。 增强行
业自律 ，要加强信息平台建设 ，
加强社会 、舆论监督 ，共同促进
慈善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 二是

加快政府职能转移 ， 鼓励跨界
合作 。 增加向慈善组织购买服
务力度 。 同时鼓励慈善组织的
强强联合 、跨界合作 ，推动慈善
项目运作模式的多样化 ， 将慈
善组织自主发展与合作发展有
机地结合起来 。

（六）慈善组织能力建设机制
吸引专业人才流入 ，推进慈

善组织工作人才的职业化，进而
提升机构治理能力。 一是制定人
才认证制度和评价办法。 特别是
逐步探索和建设与国际接轨的
专门从事慈善服务的社会工作
人才注册制度和人才信息库。 二
是推进慈善组织专职人员职业
化。 三是完善专职工作人员的相
应保障政策。 要尽快制定专门的
慈善组织专职工作人员的劳动
人事管理制度、人事档案管理制
度 、 收入分配和考核奖惩制度
等，健全慈善组织专职工作人员
的社会保障机制。

（据《善城》杂志）

社会转型时期的公益慈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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