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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公益人

区域公益组织喜忧参半

此次疫情，不同省份、不同区域
的执行型组织受影响的程度有所不
同。中西部地区比起经济发达地区，
日子尤其显得难熬。 当然也有部分
省份在筹款等环节优于同期水平，
总之，冷暖自知，喜忧参半。

在甘肃，由于财政资金紧张，一
些原定政府购买项目正在待定中 。
最严重的一项福彩资金缩减了三分
之一， 对绝大多数靠承接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的组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 云南县域城乡社区服务类和
社工类社会组织， 主要是社区服务
类项目受影响较大， 尤其高度依赖
于线下活动的机构， 从 2 月复工之
后到 4 月， 因无法开展活动就没有
收入来源。在陕西，疫情发生以后很
多人都愿意捐款， 但即使筹到了资
金，公益组织也没有办法买到物资，
甚至门都出不去， 所以收到捐款没
有花掉反倒成了一个问题， 以致于
很多机构放弃了捐款。

据业内人士观察，今年基金会释
放或发包的项目也比较少，甚至有些
机构会减少原定项目资金额度，比如
压缩一半，原本要招聘新员工或者原
本业务规模的拓展现在只能暂缓。

“活下来”是硬道理

通过这次抗疫行动， 一些组织
也在反思。疫情发生之后，社会组织
总体作用不明显， 更多地在做一些
锦上添花的事。

有区域性社会组织代表认为 ，
在今后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开展服务
项目时，首先，一方面要衡量居民需
求，找准他们的需求，回应他们的需
求。另一方面要找准政府需求，只有
切合这两个需求， 区域性社会组织
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其次，机构要侧重两个能力，一
是要提高机构自身专业服务能力 ；
二要提升组织专业能力， 两个能力
具备之后，再结合两个需求，公益组
织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时候 ，可
能会做得更好。

在政府采购缩减的同时，来自企
业的资助同时也会有所下降，这对公
益组织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对于后
疫情时代寒冬的来临，大多数机构认
为，两年内先生存下来再说。

首先， 经济下滑带来的不确定
性，明年有可能才是寒冬期，包括政
府的投入、基金会的投入。今年经济
下滑会不会对明年造成一些更大的
影响，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和挑战。

其次，公益组织服务的对象大多
来自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本身的脆

弱性， 因为疫情有可能会重新返贫，
面对这种情况需要更多的救助，这种
救助公益组织是否能够应对？

与此同时，草根式组织、初创型
组织运营会更加困难。

如何联动减轻负面影响？

地域不同，挑战相似，大家的呼
声却是相同的。

首先，希望国内资助型基金会，
可以盘点一下手中资源。 如果今年
到明年， 自身资源没有特别大问题
情况下，能够拿出一些非限资金，尤
其一些枢纽型或省级平台型机构，
去补助更多县域小机构， 这是一个
共同的期待。

同时， 由于今年到明年整个中
央财政到地方财政， 除了刚性支出
之外，其他支出有可能会大量缩减。
如何把社会组织的工作纳入到国家
当前“六保六稳“的政策中去？ 比如
社会组织能不能成为解决就业问题
的另外一个渠道？

此外，对公益组织自身而言。在
疫情常态化之下， 如何能够找到解
决问题的独特办法， 能不能研发出
一些在新常态下的独特项目， 然后
再去通过众筹、企业筹款，基金会 、
政府的资助去筹款。 这也是当前必
须去思考和转型的一个推动契机。

建立联动防御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 社会组
织、企业、公众应建立一个联动防御
机制。 首先，在合作和联动过程中，
需要放下分歧和争议， 放下每家机
构的小算盘， 建立一个 “命运共用
体”的合作关系。

从社会组织本身来讲， 要聚焦
好自己的服务人群， 服务对象在哪
里，他们的特殊需求是什么？从这次
抗疫中发现， 如果各社会组织有自
己的服务人群数据库， 即使疫情发
生到不了现场， 也可以随时取得联
系，及时提供他们所需服务。

在这次疫情中， 真正在社区发
挥作用的往往是志愿者和当地社会
组织，因为他们最了解社区需求，所
以， 枢纽型机构赋权赋能当地社会
组织这一点也很重要。

后疫情时代， 公益组织面临的
困境不言而喻。然而挑战背后，社会
组织同样嗅到一些新的发展空间 。
政府在满足普遍需求的同时， 谁来
满足个性化特殊需求？ 比如监护人
缺失，老人谁来照顾？需要各种不同
类别的社会组织提供特殊服务。 所
以，当社会需求出现空隙时，恰恰是
社会组织争取政府购买特殊人群服
务的时机。 （据中国发展简报）

后疫情时代
执行型公益组织的困境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
要》，提到“通过开展公益活动
实施爱国主义教育”。 一句话
虽短，但意义深长。《慈善法》规
定的扶助贫困老孤病残、救助
灾害灾难、促进科教文卫体事
业、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等慈善
活动（亦即公益活动），桩桩件
件都是创造和谐所需、改善民
生所系 、持续发展所关 ，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必要补充。 《纲
要 》强调 “坚持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相统一”， 而公益事业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不可或缺的，这和爱
国主义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公益活动的实施者、 受益
者。 作为投入公益的实施方，不
论是捐助者、 志愿者， 作为国
家、民族发展成果的获得者，本
着对国家、 民族的一种积极和
支持的态度， 同时具备了付出
物质、时间、精力等能力，积极
担当社会责任， 为社会和谐发
展出力， 展现了真诚奉献共浴
荣光的家国情怀； 作为公益的
受益人群， 分享了社会发展进
步的成果， 体验了和谐友善的
时代新风， 感受了社会主义大
家庭的温暖。 通过公益活动的
实施，显现了政治向心力、民族
凝聚力， 增强了爱国主义教育
的感染力、影响力。

公益活动的实施内容。 济
困救灾体现了社会大爱，贫困
受灾人群、老少边穷地区，一直
没被忘记，始终得到关怀，一个
不能少，一处不能丢。 无数受
助者在接受帮助的同时，信赖
国家，感恩社会，发奋励志，脱
贫脱困。 国家有爱、人民有情，
必然激发人们热爱国家、心系
人民的情愫，这是再自然不过
的递转过程了；支持科教文卫
体事业体现共促社会发展，仅
就教育和文化而言，教育使人
成才 ，成才回报家国 ，是一个
人、家、国互爱互动的正循环。
宣传促进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进而增强道路、理
论、制度自信，从而建立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
决心，这正是深刻的爱国主义
主题；防治污染保护环境体现

了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切关注。
只有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高
质量的发展，才能实现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发
展的是国家， 受益的是人民，
公益活动实施内容本身就是
爱国爱民。

公益活动中的典型。英雄值
得学习，但同样具有英雄品质的
公益践行者同样值得学习。 在公
益活动开展过程中，无数企业家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无
数捐助者以勿以善小而不为的
仁爱情怀， 无数志愿者以公益
从我做起的行动理念， 无数媒
体人以激扬正气引领风尚的职
业操守， 无数受助者以奋发图
强的成长故事， 创造了千千万
万的感人事迹， 谱写了新时代
公益的壮丽篇章。 一颗家国心，
满满正能量， 公益活动中的典
型就是爱国主义典型。

公益中的爱国主义

� � 随着信息时代的持续推
进和时代环境的深刻变化，新
时代的青年群体已呈现出一
系列新特点，他们也更加注重
和强调个人价值、新鲜感和体
验感，同时思想特征和行为特
征也显得较为多元化、复杂化
和个性化。如何更好地联系青
年、 服务青年和引导青年，更
是新时代青年工作和共青团
改革所直接面临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
相关党政部门的通力协作，也
需要全方位的改革措施。从服
务体系建设角度来看，就是要
推动和实现共青团基层组织
形态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具体
体现在两个实现路径上 ：其
一 ，纵向上的自我革新 ，更新
和改革当前共青团开展青年
工作的方式方法，真正走进青
年群体的内心 ；其二 ，横向的
深入拓展，培育和凝聚青年社
会组织力量，切实丰富共青团
基层组织形态，延展青年工作
的触角和力量，展现共青团组
织工作的新样态。

培育发展和积极引导青
年社会组织是丰富共青团基
层组织形态的重要路径，也是
共青团改革的新发力点。青年
社会组织是新时代共青团组
织形态的新力量，其对于推动
实现共青团基层组织形态多

样化有重要价值，也是新时期
共青团工作可以依托的重要
社会力量。青年社会组织具有
其明显的优势：一是相对较为
松散的组织，青年社会组织作
为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单位，
其具有一定的组织规范性，且
其内部党组织和团组织也得
到一定发展，确保了正确的发
展方向；二是它们具有明显的
社会性和服务性，注重以需求
导向为原则向其提供社会服
务，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参与感
和获得感， 它们在扶贫攻坚、
环境保护和社区治理等方面
发挥着积极作用；三是具有显
著的公益性，这一属性对于培
养青年群体的家国情怀和社
会责任感都有突出的作用和
价值，能够以此对青年群体的
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加以

正确引导；四是较好的专业性
和灵活性，专业的事情要由专
业的人来做，青年社会组织能
够根据青年群体的不同需求
提供相应的服务方案，充满着
灵活性和创新性；五是青年社
会组织的类型多样化也直接
促使了共青团基层组织形态
的多样化，这不仅有助于扩大
青年工作和共青团工作的服
务范围，而且增强了青年工作
的组织性和组织化程度。

总之，培育发展青年社会
组织是青年工作和共青团改
革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
实现共青团基层组织形态多
样化的重要路径。青年社会组
织亦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在新
时代担当大任，为青年工作和
共青团工作注入新的动力和
活力。

发展青年社会组织
是共青团改革的重要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