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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公益人

后疫情时代挑战来临

随着国内生产生活秩序加快
恢复，社会组织也逐渐恢复日常工
作状态，这时候疫情对社会组织造
成的一系列影响也开始显现。

首先， 原有的工作节奏被打
乱，项目进度受到影响。 其次，既往
的工作方式受到挑战。目前减少人
员聚焦，仍是防疫的主要手段。 一
些计划中的调研、会议、项目活动
被迫转为线上，而效果却不理想。

另外，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
使得社会组织筹资更为艰难。 根
据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中
心近期面向 101 位社会组织负
责人的调研显示 ，51.49%的受访
者认为 2020 年第一季度筹资额
同比下降 ，当被问及 “目前工作
面临的困难主要有哪些”，“资助
减少”排在首位（54.46%）。

向表现优异的组织对标

我们不妨同本次疫情中表

现突出的社会组织对标，他山之
石可攻玉。

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是北京
市 5A 级公募基金会，疫情暴发之
初便积极投入抗击疫情，截至 5 月
20 日， 共募集善款 84,047,685.32
元，支出 81,675,040.27 元，支出比
97.2%，主要用于：医用防疫物资、
生命救援检测及医疗设备、援鄂医
疗队生活用品及个人补贴、社区防
疫物资。

疫情突发的前两个月，整个
团队连续超负荷运转，没有明确
的上下班时间， 没有周末休息 ，
每天工作近 19 个小时 ， 甚至没
有正式入职的员工都是这样。

截止到 5 月 20 日，已有 180
多万件防疫物资及检测设备送
达以湖北、武汉为主的 220 多家
医院和全国 20 多支援鄂医疗队
以及部分一线记者手中。

是什么让这个团队有如此
的战斗力？ 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
多次提到“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 她认为是春苗“爱与专业 ”
的公益理念和 “专业、 尊重 、公

正 、快乐 、合作 ”的价值观 ，激发
了人的潜能。 “你认同这些，就会
自我驱动。 ”

春苗基金会是千万个积极
投身抗疫的社会组织代表，一个
表现优异组织，一定有其独特的
核心竞争力。 疫情带来的挑战与
警示，足以促使我们反思自身优
势与不足。 这种反思没有标准答
案，但是过程中需要让各方意见
充分表达，最终形成共识作为行
动纲领。

疫情后需思考 3 个问题

Q1：如果没有疫情 ，你的组
织是什么状态？

如今，社会组织不得不在一
个充满变数的环境中寻找生存
与发展的空间。 组织的战略定位
和管理方式， 都需要根据环
境的变化进行调整， 否则就
无法担当社会赋予的责任。

做出调整决策之前的基
础工作之一就是“复盘”。 复
盘不仅是经验教训的总结 ，
更应该客观呈现组织的实际
状态， 从而以一种结构化的
方法进行分析， 找出结果背
后的原因与规律。

复盘是动态连续的 、是
立体化的， 包含了对过去的
归纳和对未来的探究。 通常
是以团队的方式进行， 有助
于不同观点的碰撞与融合 。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 复盘可
以帮助我们校准方向、 优化

流程 、规避风险 ，继承组织优秀
的文化基因。

Q2： 如果疫情二次暴发，你
准备如何应对？

“可以预见问题是困难，没有
觉察的问题才是风险”。 在疫情有
可能卷土重来的假设下， 需要设
计出预案， 保持组织的柔性与韧
性。 即在安全、敏捷、有效的前提
下，忠于组织的使命，卓有成效地
开展工作。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延伸思
考如下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这次
事件中做出什么贡献，如何界定
服务对象及其真实需求，在突发
事件下怎么保持组织的有效运
转，如何构建协作网络和联动机
制及时响应，怎样评估应急状态
下的工作成效，如何提升组织的
抗风险能力等。

Q3：如何构建可持续的筹资
体系？

经济下行已经是不争的事
实，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需要未雨
绸缪， 构建稳健的筹资体系，通
过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丰富筹资
手段，有效应对未来捐赠市场的
种种变化。

稳健的筹资体系能够推动
机构变革创新，保持自身的独立
性 ，规避潜在风险 ，实现社会资
源与公益事业的广泛连接，促进
组织的使命达成。

稳健的筹资体系包括 ：筹资
资源、筹资产品、筹资人力、筹资
成本，四个关键要素。 每个要素
都应结合组织内外部环境和优
势，从捐赠方的需求出发进行布
局。 这将是社会组织应对不确定
性的有力保障。

突发公共事件对社会组织筹资的影响与反思

有一则逸闻，说是民国著名
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一次被逼索
书法作品，不便拒绝，又不想让
得到作品之人张扬卖弄，就写了
“不可随处小便”几字，心想对方
无法挂出。 出乎意料的是，过几
日，索字人登门致谢，打开字幅，
赫然是“小处不可随便”折页式
的书法作品，于老对索字人的通
变之智、剪裱之技只能付之以苦
笑。 “不可随处小便”，懂事的孩
子都知道；“小处不可随便”，稍
明白的人也知其道理，但时下有
的人好像懵然不知。

仅举一例， 小区到处都是
犬粪， 公共绿地变为犬的公共
厕所， 令人避之不及。 污染环
境，大煞风景，无可奈何。

从大上说，《环境保护法》有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保障公
众健康，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
的义务。 ”“从事畜禽养殖和屠宰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对
畜禽粪便、尸体和污水等废弃物
进行科学处置，防止污染环境。 ”
等规定；从具体上说，《北京市养
犬暂行管理办法》有“不得携犬
进入公共绿地、社区公共健身场
所等公共场所。 ”“养犬不得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 ”“携犬人对犬在
户外排泄粪便不立即清除，破坏
市容环境卫生的，由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组织责令改正， 并可处
50 元罚款。 ”等规定。 但养犬人
置若罔闻，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
织不予管理， 法律法规如同虚
设。

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没环
保意识，二是没公德意识，三是
没法律法规意识。

环保意识要经 过 一 代代

人、一件件事积累养成，这要基
于个人认识的提高。 尤其是当
代年轻人， 作为有知识有文化
的新一代， 读书有教、 形象俊
丽， 可当他们任由爱犬污染环
境，面对众人的鄙夷不屑，毫不
知愧，为之坦然，确实与自身的
形象很不协调。 环保意识是一
种文明一种修养， 只有提高自
身的认识修为， 才能会规范犬
的行为。 由犬及人，由人及犬；
人们要有公德约束感， 尽管综
合执法组织执法力度不够 ，养
犬人因为犬随处大小便没有被
罚，但不等于自己没错，更不能
否定他人内心的道德鄙视，“缺
德”的小事也要“勿以恶小而为
之”。 公德自在人们心中，公德
就是要人人有德， 公德约束也
要慎独 、慎小 、慎微 ；法律法规
由于执法力量问题， 有时力度
不够， 给很多违法违规的人留
下侥幸心理、任意空间。 但法律
法规毕竟是一条硬线， 就如同
道路上的红线，现场无人管、没
发生事故闯了也没见出事 ，但
闯多了习惯了积累了， 就会出
现由小及大、由量到质的转变。
不是危言耸听， 一般情况下大
错都是由小错开始。 在法律法
规面前，还是保持敬畏为好。

犬“不可随处小便”，人“小
处不可随便”。

� � 青年社会组织已逐步成为青
少年社会服务和青年工作的重要
力量。但是，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
水平还处初级阶段的现实情况
下， 培育发展青年社会组织还面
临着不少困境挑战， 这需要我们
认真分析并有目标地逐步解决。

其一， 部分共青团干部观念
陈旧、思想保守，对于青年社会组
织缺少相对充分和全面的基本认
知， 未能真正认识到青年社会组
织对于青年工作和共青团工作的
积极作用和重要价值。 这就需要
一方面运用深度研讨、参访学习、
专题培训等方式， 提升各级共青
团干部对青年社会组织及其在青
年工作和共青团工作中发挥作用
的全面认识； 另一方面需要团干
部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理念和
观念，加强自我学习和深度调研，
切实做到 “善于把工作对象转化
为工作力量”。

其二， 青年社会组织尚处初
步发展阶段，其内部治理、能力建
设、 品牌项目打造和社会影响力
提升等方面还有待提升。 这不仅
需要共青团和其他相关部门的重
视和支持， 更需要青年社会组织
不断强化组织内部力量， 学习先
进的管理理念、技术和方法，有意
识地搭建组织人才梯队， 并通过
专业培训、 行业交流和研发品牌
项目等手段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
和行业影响力。 共青团应依托各
级青年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组织
培育、 资源对接和能力建设等诸

多方面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
助， 引导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方
向，并与其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
团中央社会联络部举办的青年社
会组织“伙伴计划”就是很好的扩
大青年社会组织及其品牌项目影
响力的典型做法， 各级共青团应
积极借鉴学习并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进行优化创新。

其三，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地
域差距明显，较多地区青年社会组
织工作的互动交流平台还比较少。
现实条件下，建议发挥好省级青年
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枢纽作用，每
年定期组织开展青年社会组织工
作发展经验交流研讨会，切实搭建
各地相互学习的平台，在积累先发
地区重要经验的同时，带动较为滞
后地区的发展动力和积极性，形成
良好的发展氛围。 同时也可以借鉴
民政部“牵手计划”的做法，引导和
鼓励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较好较快
的地区参与到相对落后地区青年
社会组织的发展当中， 传经送宝、
缩小区域差异。

其四，相当部分的青年社会组
织面临的突出困境之一便是缺乏
稳定、 可靠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弱、小、散”现象比较突出。 青年社
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共青团和民政
部门、财政部门等相关部门的通力
协作，应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建立
部门协作机制和多元化资金投放
等措施，协调和整合更多的财政资
金和社会资源，积极支持和持续推
动青年社会组织发展。

培育发展青年社会组织的
困境挑战和主要建议

公民环保规矩之小处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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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培训中心双师型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