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cial� Innovation

社区设慈善捐赠点
居民在家门口做公益

在 2019 年广州社工宣传周
启动仪式上，广州市民政局为全
市 11 个区 24 个试点镇（街）颁
发了广州市慈善捐赠站点牌匾。
截至今年 6 月， 广州已有 11 个
区 26 个试点镇（街）获慈善捐赠
站点牌匾。

慈善捐赠站点承担起了社
区慈善捐赠功能，成为社区居民
群众参与慈善活动、衔接慈善资
源的服务平台。 这也意味着，依
托社工站设立的慈善捐赠站点
将进一步衔接更多的社会资源
服务社区居民。

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社工
站， 正是其中一个慈善捐赠站
点。 每一周，部分困境妇女和居
民会来到金沙街社工站，在社工
或资深志愿者的带动下学习和
实践一些“小技能”，而生产出来
的天然香皂和布料手工品摆满
了展柜。

如今，金沙街社工站已经开
始了慈善捐赠站点的美好设想。
有热心慈善的企业家表示愿意
帮助义卖这些产品，让这些产品
产生更大的社区价值。 金沙街社
工站的社工阿 Ben 说：“金沙街
慈善捐赠站点恰恰为这些慈善
新想法提供了可能性，而我们要
做的就是挖掘这里的慈善互助
精神。 ”

将社区互助转化为慈善氛围

在金沙洲岛上，金沙街新社
区是广州市较大的保障性住房
小区。 早在 2011 年，白云恒福社
会工作服务社便开始负责运营
和管理位于金沙街新社区的社
工服务站，为残疾人、青少年、家
庭、长者、义工等群体居民提供
一站式综合服务。

如何使居住在保障性住房
社区的困难群体，从社工站获得
社会资源支持来解决日常生活
中的困难，是金沙街社工站的一
大重点工作。 社工阿 Ben 说:“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社
区慈善的潜力。 ”

“之前的一次中秋节，广东
狮子会蓝天服务队在金沙洲滨
江举办了一场慈善晚宴。 ”一位
社工回忆道，很多社区困境长者
的中秋都是一个人守着四面墙
过，没人陪伴，比较孤单，且居家
环境较差。 那次晚宴通过广东狮
子会蓝天服务队这一慈善团体
和一些爱心企业的支持，邀请了
金沙街辖内 100 名低保、低收户
共度佳节，好不热闹。 原来，晚宴
剩余的席位均按每人 150 元的
餐费向社区街坊开放名额。

“当时这些‘报名费’都是用
于慈善用途，为辖内有需求的贫
困独居长者提供探访、应急陪诊
及送餐照料服务，同时还为社区
独居长者进行房屋修葺。”阿 Ben
也参与了那次慈善晚宴，对街坊
们的参与热情颇为惊讶，“名额

发出来，没过多久便‘抢’完了，
而且大家还在晚宴上共捐了 3
万元。 ”

慈善资源的融入，不仅仅带
来了热闹。 据了解，金沙街社工
站的运营需要不少成本支出，爱
心企业、各类公益慈善大赛的支
持为金沙街社区开展困境家庭
扶助提供了帮助。

社工畅晓倩说：“我们每周会
找一天开展包装、缝纫、布料创作
的技能培训， 来自社会的爱心资
金都会用在请导师或购买原料
上。 ”她回忆道，不少街坊都成了
缝纫或天然皂制作的“小高手”。

如果有活动需求， 街坊们可
以不到一个星期里做出上百个节
日袜。而更多时候，这些产品被作
为手工艺品由街坊们拿到集市上
销售，补贴家用。 邻里有难时，大
家也会及时掏钱，伸出援手。

此前，新社区便有一个单亲
妈妈家庭，一家三人，只有奶奶、
妈妈、女儿。“当时妈妈经常说丧
气话，也经常求助。 有一次家里
的奶奶重症需要及时做手术，更
是陷入了绝望。 ”很多街坊和社
会人士得知后，伸出援手，令这
家人筹到了手术费用，还得到了
不少生活必需品。

后来，这位妈妈在社工站的
邀请下成为妇女志愿者，学习缝
纫等技术。“以前她愁眉苦脸，现
在则积极了很多，还和大家打成
一片，经常做志愿者，孩子也顺
利上幼儿园了。 ”社工阿 Ben 对
此感慨颇深， 社区里有慈善的
“种子”，慈善捐赠站点的落地给
社区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金沙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社区居委会通过开展慈善
宣传活动，发动社区广大居民参
与慈善工作。 在保障性住房小
区， 社区居委会可以联合社工
站，组织辖区困难家庭制作手工
作品作为慈善义卖品，所得款项
定向捐赠给慈善项目，营造‘人
人慈善为人人’的氛围。 ”

线下项目激活社区捐赠热情

在广州市海珠区的素社街

中，慈善正成为社区中平常的一
部分。 在这里，一栋栋五六层高
的老房子密集矗立。

已经 77 岁的黄伯就住在素
社街其中一栋老房子的 3 楼。 下
楼喝早茶、逛公园、到市场挑菜
买菜……过往， 这些和老伴、街
坊朋友一起的时间，构成了他和
老街坊们丰富的每一天。 然而，
一次轻微中风后，那二三十级阶
梯突然成了黄伯和外面世界接
触的最大障碍。

黄伯由于那次轻微中风的
原因，腿脚无力，在家里踱步一
会儿都觉得吃力，连去医院复诊
也要等住在附近的儿子过来搀
扶下楼。 他也曾试过自己下两级
楼梯，然而旧楼房的石楼梯没有
扶手，光秃秃的墙面没有一处可
以借力。“当时差点摔倒，不敢再
尝试了。 ”黄伯说，这件事不敢告
诉儿子和老伴，也不想再麻烦身
边的人。

后来，他习惯了踱几步站到
三楼的窗口边，出神地看着楼下
小公园或在下棋、或在谈天说地
的老友，自己一个人，却显得格
外安静。 那连拐几道弯的二三十
级阶梯，将他的乐趣隔离开来。

“不仅仅是黄伯，‘可以自己
下楼’ 其实也是很多旧楼房里高
龄老人的愿望。 ”素社街社工站于
2018年 7月由广州市启创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承接。 其社工站主任
林琳说，素社街 60 岁以上老人约
占常住总人口 23%， 是典型的老
城区街道，“这里有大片不适合加
装电梯的旧式楼梯房， 容易导致
社区内长者上下楼梯不便， 甚至
发生跌倒的事故。 ”

“对老人来说，加装扶手是
一个很实际的解决方案。 ”林琳
透露，2018 年 8 月， 素社街决定
对于市、 区改造项目以外的 165
栋 289 个老旧楼道用 1 年左右
时间分批加装扶手，方便社区老
人出行，实现老人们“可以不受
身体机能下降的影响，安全上下
楼，自由地出行、与家人、朋友相
聚”的愿望。

她透露， 当时首批 26 个老
旧楼道住户对加装扶手的同意

率达 84.5%。 然而，安装扶手的钱
从哪里来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每
一栋楼需要 50~60 米扶手，平均
需要花费 5000 元安装。 当时素
社街社工站就决定通过筹集社
会资源为长者居住集中的老旧
楼房加装扶手，并将项目上线到
广益联募平台上。

5000 元一栋楼，对不少街坊
来说是不菲的捐赠支出。 然而，
素社街在项目介绍上颇为“接地
气”—“每筹集 95 元， 我们就可
以为长者配置一米扶手”， 掀起
不小的慈善热潮。

为了让街坊参与到加装扶手
的公益慈善项目中， 林琳等社工
设计了不少新颖的“慈善+”活动。
她回忆道，2018年 12月， 素社街
就开展了一场“慈善登高”—“为
阿公阿婆加扶手爬楼体验活动”。

那一天，社区亲子家庭、青少
年团队、企业员工都来到现场，通
过负重模拟长者爬楼梯体验。 当
完成负重爬升 6 栋楼的任务，一
个社区少年感慨，“听社工说可能
会迈不开步子， 体验过后才明白
年轻人走一步真的等于老人走两
步，腿脚不那么利索了。 ”

林琳还记得， 那一天是很多
人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老人爬楼下
楼的难处。“大家就意识到了扶手
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都在转发广
益联募平台上的二维码。 ”林琳半
开玩笑道，结果活动结束，大家打
开广益联募平台的捐款记录一
看，“从 9.9元到几十元不等，多了
很多街坊捐的零碎钱”。

“这些项目需要不断的线下
活动来激发街坊们的捐赠热
情。 ”林琳透露，从这个别致的
“慈善登高”开始，素社街还在社
会各方的支持和组织下开展了
“捐利是送祝福”“己亥春茗慈善
拍卖”等活动，均筹到了逾 1 万
元善款。

不仅仅是社区街坊贡献了
不少的爱心资源， 林琳表示，在
安装扶手这一项目上，素社街的
企业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她解释道，为了募集更多的
社会资源，素社街组建了“素社
家园共建联盟”， 得到了中国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分公
司、北京观韬中茂（广州）律师事
务所、广州粤资经贸发展有限公
司、广东陆加壹集团有限公司党
支部、美好家园养老集团、广东
省唯品会基金会等的支持。

林琳透露，目前素社街已完
成老旧楼道加装扶手约 64 个，
为居住的老人提供了一个安全
的出行环境，获得社区居民的一
致好评。

慈善捐赠站点未来或向全
市铺开

如今，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
于创建“慈善之城” 和实施“社
工+”战略的决策部署，促进全市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高质量融合
发展，5月， 广州市民政局印发了
《广州市实施“社工+慈善”战略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该《方案》明确，将充分发挥
街道（镇）社工站的平台作用，设
立慈善捐赠站点，通过发动镇（街
道）、村（居）、慈善组织、社工机
构、志愿（义工）团体、企事业单位
和居民等力量， 设立社区慈善基
金，衔接社会资源，满足社区居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着力打
造“社工＋慈善”战略可持续发展
样本，推动社区治理改革创新。

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
段鹏飞表示， 社工能够帮助推动
社会治理和社区参与， 同时衔接
更多资源， 而在调动公众参与公
益慈善方面， 也同样具备天然的
优势。“在社工站内设立慈善捐赠
站点，方便居民在家门口做公益。
今后依托广州市慈善会， 或许还
将打造线上参与平台， 形成精准
公益扶贫帮扶机制， 为有需要的
群体提供社会支持。 ”他说。

不少社工站对慈善捐赠站
点的未来颇为看好。 包括金沙街
和素社街社工站的负责人均表
示，慈善捐赠站点提供了一个社
区爱心人士、团体、企业以及机
构奉献爱心的途径，更好地针对
社区街坊开展社区服务。

而在具体落地方面，白云恒
福社会工作社总监助理李剑锋
认为，其实很多社区原居民都有
社区互助的习惯，而一些本地企
业也会力所能及地希望有渠道
回馈社区。 但在过去，这些互助
的故事往往需要一个不好的事
来触动，他说：“在我看来，这样
只是说明大家有这个心，整个社
区有慈善氛围的基础，但要形成
慈善氛围还需要努力。 ”

素社街社工站主任林琳分
享道，在筹集善款方面，其实企
业还是主力军，但居民在物资捐
赠方面有不少的发展空间，因为
很多街坊透露自己有不用的东
西，但还很新，希望拿去捐赠，而
慈善捐赠站点恰好是一个很好
的地方。

（据《善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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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星

素社街学生为关爱老人的宣传“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