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当龙海东走下赛场，心里轻
松了许多。

此前， 他所创办的四川乐山
绿城青少年服务中心， 一直在收
费项目和免费公益两种模式之间
切换。面对“你这还是不是志愿服
务？ ”的质疑，他也曾无言以对。

在志交会中国青年志愿服
务公益创业赛的现场，他找到了
答案。

12 月 2 日，第五届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 2019 年志
愿服务交流会在广东东莞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支中国青
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入围团
队进行了终评路演答辩。

“公益创业与传统意义的创
业不一样， 作为志愿服务项目，
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
成长过程， 有成熟的造血机制，
有富有市场竞争力的项目运作，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是公益创
业。 ”中国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
主任刘剑波说。

而一些评委和选手们则有
着更为通俗的理解： 能做公益，
也能赚钱养活自己。

公益创业赛的全称是中国青
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与 2015
年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同期
举办，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

为什么要举办公益创业大赛？
“我们希望加强对首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项
目所在团队的后续培养和扶持，
进一步激发志愿服务组织的活
力，倡导培育优秀的志愿服务组
织进行公益创业，积极探索低偿
公益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实现组
织的可持续发展。 ”

几天的时间里，龙海东初次
作为一名公益创业参赛者，和专
家评委以及众多志同道合的公
益创业者进行了切磋交流，第一
次对自己做的事业有了如此清
晰的定位。

一个成长的过程

在中国青年志愿者指导中
心党委书记张朝晖看来，公益创
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志
愿服务项目经历了发展升级之
后， 成长为一个可以提供更专
业、更高质量的社会服务，有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平台或组织。

在他的调研中，来自南京的
一个关爱社区老人的项目让他
印象深刻，这个志愿服务项目的
发起人最终将项目发展成为市
场化运作的养老院。

公益创业赛的定位从评选
项目转变为评选组织，就是要体
现这样的成长。

“社会组织或者社会企业是
志愿服务项目的很好的出口，这
就是公益创业。 ”张朝晖说。

公益创业大赛评委、北京惠
泽人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翟雁

也有着同样的理解。
“志愿服务是公益创业之

母。 ”她说。
吉林市医疗志愿者协会的“一

猝尔救”就经历了这样的成长。
原本这是一个为公众提供

预防猝死常识和心肺复苏技巧
的志愿培训项目。

“中国每年猝死的人有 50
万之多。 ”张杨说，这样的数字让
他觉得心痛。

而更大的心痛则来自于身
边那些鲜活生命的逝去。 曾经在
3 个月之内， 他所在的吉林市中
心医院有两名中青年医生猝死。

让更多的人懂得预防、掌握
急救，这是他们协会发起“一猝
尔救”志愿服务项目的初衷。 他
们将吉林市各大医院心内科、麻
醉科、急诊科的医生志愿者组织
起来，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
把预防和急救的知识和技术普
及给更多人。

这是一堂颇受欢迎的生命
保障课。

每当他们拿着人体模型，手
把手教给别人心肺复苏的技巧，
张杨都觉得是在救人。

事实上，这确实是一个能够
救人的服务项目。

有一位接受过培训的大姐在
跳广场舞的时候，用学到的急救知
识先后救了三个意外昏倒的人。

一位学生回家的时候， 碰巧
撞见父亲突发心脏病， 随即用培
训中学到的知识对父亲进行了心
肺复苏，如今他的父亲仍然健在。

还有一位高校志愿者在一
次服务马拉松赛事的过程中，救
了一位意外倒下的选手。

更多的案例还隐藏在张杨
所不知道的角落，他坚信这样的
服务项目对人是有用的。

如何让培训更有质量？让公众
有主动去掌握熟悉这些知识的动
力？ 这是“一猝尔救”转型的初衷。

从 2018 年开始， 协会开始
实施“一猝尔救”的收费项目，成
立急救专业委员会，专职人员管
理，从吉林地区二级以上医院医

护人员中推荐、 招募急救人才。
不定期面向企事业、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商场等单位开设急救
培训班，每个班 20 人，每个人收
取培训费 300 元。

从纯公益到收费培训，这不
仅仅是方式的改变，更是理念的
改变。

“我们原来没有想过我们的
志愿服务项目还能创业，志交会
给了我们这样的意识。 ”协会负
责人张杨说，这种转变让他们能
够有的放矢地为受众提供更为
专业的服务，也让他们有能力去
维系更多的公益服务。

“现在很多单位都在排着队
找我们做培训。 ”他说。

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团队或
组织

在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
创业赛中， 社会效益是否明显、
组织治理是否规范、运营保障是
否到位、 组织影响力是否够强，
是衡量公益创业组织优秀与否
的标准。

“重要的就是看是否按照市
场化规律运作一个以解决社会问
题为方向的志愿服务项目， 并且
能够持续生存下去。 ”刘剑波说。

社区治理、生态保护、特殊
群体关爱、脱贫攻坚、文化传承
……100 支公益创业队伍几乎覆
盖了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 越来
越多的志愿服务项目在运作的
过程中， 不断加强内部治理，从
小到大，从优到强，成长为具有
良好社会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组织。

从一个简单的“扫街”志愿
寻访行动到成立一个专业的文
物保护组织，重庆市南岸区巴渝
公益发展中心走了 4 年的时间。

几年以前， 这个重庆文物保
护志愿者团队还是以QQ群的形
式聚集， 志愿者们定期地拿着相
机走上街头， 用镜头保存下重庆
街头古老的记忆。 由于没有“身
份”,出去“扫街”经常碰壁,被文物

点拒之门外也是家常便饭。 因为
没有完善的发展机制， 志愿者们
的“扫街”更像是一种兴趣式的玩
票，每次“扫街”回来，志愿者们只
是把拍到的文物发在 QQ 日志、
博客、朋友圈等公共空间。

如何让这个项目走得更远？这
是中心负责人一直考虑的问题。

2016 年，团队成立重庆市南
岸区巴渝公益发展中心， 一些商
业化、社会化的运作也正式展开。

2017 年，团队开始将过去几
年间“扫街”收集到的影像和文
字资料整理编撰成《老重庆记忆
路书》，介绍了 39 条探寻老重庆
记忆的路线，成为市场上炙手可
热的文创产品。

将文物保护路线做成研学
之旅，成为他们和旅行社合作的
一个新方向。

因为这样的运作，也让文保
部门看到了其专业性。 用政府购
买的方式，中心承接到区文物局
的文物巡查工作。

他们还开设了“文物保护进
课堂”“文物保护进社区” 等项
目，一个完善的专业社会组织正
在形成。

“我们希望引导志愿服务项
目能够通过自身的改变，成为能
在更大的空间发挥更大作用的
专业组织。 ”张朝晖说。

一种志愿精神的浸润

在翟雁的概念里， 使命初心
是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这棵大树的
根，“解决社会问题回应社会痛点
的初心。”这跟商业创业的逐利行
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性质。

事实上，这种初心就是服务
社会的志愿精神。

在张朝晖看来， 即便志愿服
务组织转变成一个商业化的社会
组织或社会企业， 志愿精神也是
会一直浸润其中的， 他说：“这也
是我们倡导的理念， 希望把志愿
精神带到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

在四川乐山，龙海东是一个
风云人物，不仅因为他在这个不

大的城市里玩转了亲子项目，一
年将 8000 多个亲子家庭团结在
他的周围；还因为他把众多的家
庭变成了他的项目粉丝，变成可
以一起去做公益的志愿者。

这其中是他多年未变的志
愿服务理念。

在城市里，家长对孩子缺少
高质量的陪伴， 邻里关系淡漠，
是他做亲子项目的初衷。

2014 年，龙海东成立了乐山
绿城青少年服务中心。 那时，他
尝试每个月都去开展一个志愿
服务活动，带着孩子们去做各种
体验活动，亲子采摘、上街捡垃
圾、旧衣回收……这吸引了不少
家庭的兴趣。

因为当地政府购买服务极
少，这倒逼着他开始寻求市场化
运作的方式来养活自己的机构
和项目。

亲子游学项目成为他造血
的来源。 每年他会组织班级春秋
游、自然研学夏令营等，以孩子
为主体提供各种有意义的活动。

与完全商业化的游学项目
的盈利性相比，龙海东更看重孩
子们在游学过程中的体验，他会
带着增进亲子关系的目的去运
行这些项目。

2018 年，中心发起一个亲子
众筹项目，300元看 6场儿童剧，8
个小时，1000多组亲子家庭报名，
众筹资金达 38 万，当时，这组数
据让全国亲子行业大为震惊。

2019 年 8 月，政府购买了脱
胎于原来的亲子体验服务的“公
益小天使”项目。 短短一周时间，
近 2000 名城市儿童加入其中，
成为“公益小天使”，平均每月开
展 1 次公益活动，培养孩子们的
志愿精神和助人为乐的公益心。
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 2000 组亲
子家庭成功加入“公益小天使”，
开展的 10 余场志愿服务活动，
累计超过 5000 人次参与。

不管是在收费的亲子游学
项目中还是在由政府买单的“公
益小天使”项目中，一种志愿的
理念一以贯之： 破解亲子问题，
服务更多孩子。

而越来越多的家长也因为
对这种非功利性的活动的认可，
成为他的粉丝，并以志愿者的身
份再参与其中。

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曾经，
他组织过一次城市家庭寻访贫
困家庭的活动，在一户贫困户家
里，几位家长见识到了什么叫做
贫困：爸爸去世、妈妈离家出走，
三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
就住在油纸搭的棚子里，床上是
看不清颜色的破棉被。

几位家长都深受触动，原计
划的一次寻访活动后，家长们成
为帮助这几个孩子的志愿者，长
期为孩子们提供帮助。

以志愿服务的精神去进行
公益创业，这几乎是所有参加志
愿服务公益创业大赛的项目的
特征。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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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创业:

让志愿服务项目找到更好的出口

志交会发布现场（陈凤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