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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沈良/文

南通市慈善总会副会长

为什么要建设慈善之城？

慈善是根植于中华民族文
化基因的优良传统，在帮助困难
群体 、助推社会全面发展 ，尤其
是实施精准扶贫方面具有积极
的意义。 慈善之城的建设，不仅
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更是突破
和创新； 同时在弘扬先进文化，
鼓励个人和企业担当社会责任，
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将
产生更加强大的作用力。

现代中国，慈善之城的建设
在引领整个社会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 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引导社会向上、向善，凝聚人
心 、稳定社会等方面 ，也将发挥
积极而强大的作用，是文明建设
的有力抓手与切入点。 建设慈善
之城， 不仅让城市生活有温度，
更让城市发展有高度。 一方面，
可增强城市吸引力，促进经济发
展，尤其对旅游休闲产业更有感
召力 ；另一方面 ，也让市民感受
到社会的温暖与和谐，从而安居
乐业，增强归属感和向心力。

慈善之城的 8 个建设标准

从慈善的实践来说，慈善之
城的建设可从八个方面入手，一
级指标体系为八个，再进一步延
伸出二、三级指标体系。

1.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体现慈善的社会

参与度和慈善的救助能力，是评
价一个慈善城市建设的重要指
标。 在慈善捐赠的指标体系上，
可设置捐赠对象和捐赠方法这
两个二级指标，进而各自设置三
级指标，比如捐赠对象可以分为
企业、机关、学校、社会、个人等；
捐赠方法可以分为大额捐赠、大
额冠名基金、 小额冠名基金、一
日捐、随意捐、网络捐等。

2.慈善救助
慈善救助体现了对社会的

关心程度和对困难群体的补偿
程度， 这也是慈善的本来意义。
慈善救助可根据 《慈善法 》的有
关内容设置八个二级指标，比如
助医、助老、助困、助孤、助残、助
学、助文、助创。

3.慈善宣传
慈善宣传对于慈善理念的

传播 ，慈善文化的弘扬 ，慈善实
践的推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 在慈善的实践活动中，慈善
宣传做好了，慈善的理念根植在
市民心中， 慈善捐赠就有效力，
慈善救助就有成果。 慈善宣传的
二级指标体系，可以从慈善宣传
的形式 、慈善宣传的队伍 、慈善
宣传的保障等方面进行设置。

4.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是

慈善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内容，
慈善组织强大了， 慈善的捐赠和
救助都会强大。 在慈善组织的二
级指标体系上，可以从横向、纵向
和立体三个层面来设置指标体

系， 慈善的纵向组织主要是指各
级向基层延伸的慈善组织， 慈善
的横向组织主要指各级慈善分会
的发展， 慈善的立体组织主要是
指慈善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5.慈善志愿
慈善志愿是慈善工作的一

个重要范畴，有了慈善志愿者队
伍 ，慈善的力量才会强大 ，慈善
对困难群体的帮扶，才有现实的
载体和力量。 慈善志愿者队伍需
要培育与发展，通过慈善组织的
建设来让慈善志愿者队伍更强
大、更专业、更有活力。 慈善志愿
的二级指标可以从志愿者队伍、
服务内容、服务平台三个方面去
设置指标体系。

6.慈善保障
慈善保障是慈善工作得以

持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慈
善保障的二级指标体系可以从
政府的支持力度、政策的保障力
度、 社会的监督力度三个方面，
来设置指标体系。

7.慈善设施
慈善设施是市民接受慈善教

育的一个重要载体。 慈善设施既
是开展慈善工作的阵地， 又是市
民参与慈善的场所。 慈善保障的
二级指标体系， 可以分为慈善工
作阵地、慈善标志建筑等方面。

8.慈善平台
慈善平台可提供更多的机

会让慈善工作者与社会互动，慈
善平台的建设具有很多创新性
的内容。 在实践中，慈善平台的

二级指标体系可以从服务平台、
捐赠平台、慈善创新发布平台等
多个方面考虑。

慈善之城如何落地？

慈善之城建设是一个崭新
的课题，这个活动的开展需要有
力的指导和专家们的帮助，以及
相关部门的参与 。 建立主管部
门 ，健全专家队伍 ，完善指标体
系，便是一项重要任务。

明确主管部门。 慈善之城的
建设，在探讨、建设、推进过程中，
应有一个主管部门进行系统性的
指导和推动， 相关部门也应该担
起职责，主动作为，相互沟通，把
慈善之城建设落实到位。宣传、民
政、工商等部门，把群众的力量凝
聚起来，把部门作用发挥起来，落
实相关任务，达到相关要求，检查
督促工作的顺利进行。

慈善之城在建设过程中 ，应

重视理论研究， 建立专家团队，
进而更好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
广州慈善会以及很多城市的慈
善总会联合进行“善城”研究，是
个很好的办法，期望能够在专家
队伍建设上发挥强大作用。

慈善之城的建设，确实需要建
立系统规范的体系，目前各地都在
积极探索中，希望相互之间能够积
极交流、沟通，一起贡献智慧，推出
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建设体系，
引领慈善之城健康发展。

有效的激励机制，对慈善之
城的建设也是重要的助推力量。
积极开展慈善宣传加以奖励，慈
善捐赠到位进行表彰，慈善志愿
有为给予鼓励。 同时对各种违反
《慈善法》的行为也应加以惩戒。

慈善之城建设是一个功德
无量的大好事 ， 全社会共同参
与 ，全民众共同努力 ，让慈善之
光照亮我们的生活。

（据《善城》杂志）

建设慈善之城的八个标准

“我们最开始服务的时候，
都是我们的员工设计好活动，看
上去非常丰富非常好。 ”但青年
们并不买账，他们不愿意进活动
室、满院子跑，有外出活动也不
好好跟随。

后来，冯璐放手让他们自己
设计活动，工作人员只做必要的
支持。“你就发现没有人在（活动
室）外面瞎跑了。 当他的生活掌
控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他没那么
焦虑了，情绪也更加稳定了。 ”

“你不能因为他是一个障碍
者，就剥夺他的这些权利，然后
美其名曰我是为了你好。 ”回顾
支持心智障碍青年的经历，冯璐
这样总结。“权利一旦还给他，他
是最容易一下就能领会的，因为
他得到自由了。 ”

【融合】

“谁的成长没有伤害啊？ ”李
红感叹，当监护者选择放下过度
保护和过度替代的“重担”，将选
择的权利归还给孩子，并坚定地
维护他们的权利，社会中也将有
更多人开始选择正视和接纳。

十六年前，在广州，曾有一
位名叫戴榕的母亲带着她的儿
子， 一个典型的中度自闭症儿
童，给学校的校长、老师、班里每
个同学的家长、社区保安和公交
车司机都派了一封信。

在信中，这位母亲向所有人

解释了儿子作为自闭症的特点
与困难：“我很希望他能够被学
校和班级接纳。 如果我儿子影响
和打扰了您的孩子，不管在什么
时间，请第一时间联系我，我一
定积极介入， 但同时我也希望，
您愿意引导您的孩子去接纳我
的孩子。 ”

她的儿子一直从普通小学
读到了职业高中， 今年已经 23
岁，依然是典型自闭症。 他在社
区中生活，有时会无偿帮面包店
送面包，帮花店送花。 他的同学
还与他保持着联系，小学聚会也
不忘邀请他。

类似的尝试也正在全国各
地落地。 在北京南边的丰台区，
冯璐和同事们自 2013 年开始，
协助了一批又一批心智障碍者
青年去往普通社区中自主生活。
故事通常从一处合租房开始，几
位青年拥有各自的房间，他们平
时去上班或去利智活动，晚上又
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通常周末
回一次父母家。

“我们一般都是先由智力障
碍的青年人‘入场’，建立良好的
社区关系，自闭症青年才慢慢进
入。 很多智力障碍的青年人情商
很高。 ”

“第一次带青年人进入社
区，我们的社工除了支持青年人
去做社区、物业、楼门长、保安、
邻居的拜访外，还会和青年人讨
论在社区里看到其他人怎么打

招呼。 后来，我们去社区的青年
人，哪怕是没有语言的，也会微
笑着和他人点头。 ”

入住的青年还在冯璐和同
事们的协助下开始在社区里做
志愿者，主动清扫老小区的卫生
死角，在不同的节日邀请社区党
员和居民一起做月饼、 包粽子，
还做了环保手工皂免费送给居
民，邀请他们一起参与制作。

“渐渐地，社区的人就看到，
这些青年人其实很厉害，有自己
擅长的事情。 ”邻居们开始放弃
偏见，青年人则开始独自去社区
里买菜、买米面，去下馆子顺便
学习用餐礼仪， 与社区的人说
话、来往，学会自己管理钱，学会
敲开邻居家的门请他们帮忙修
东西。

“自主生活并不是独立生
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独立
生活，都需要别人的支持。 ”冯璐
解释。

多年来，她通过自主生活的
试验，看到了心智障碍青年身上
的可能性：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
参与空间，学着如何掌控自己的
生活，他们也将不断学习如何与
社会相处，拓展和建立自己的社
会资源网。 他们可以拥有更高品
质的生活和人生。

【同一个世界】

李红不经意间踏入残障支

持领域，12 年来转战了不同职能
和机构，始终感受着这个领域的
艰辛和挑战，却再也没离开。

留住她的不仅是因亲近而
产生的感情。“残障看上去像是
比较特殊化的领域，但实际上它
所倡导的价值观都是主流的，都
是关于你怎么去看待生命的尊
严， 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怎么理解什么是平等，什么
是融合，什么是多元。 ”

她说起戴榕给校长、 老师、
家长的那封信，信的最后有这样
一句话：“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生
活长大，您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
更完美的人。 ”

那所小学的校长曾在毕业
晚会上特别提到戴榕的儿子。
“我们学校因为有了张峻绮同
学，我们这些孩子可以成为更优
秀的人。 他们将来无论成为市
长、成为医生、成为律师、成为记
者，他们都因为从小接触过这样
的一个人，相比那些没有接触过
的人，将来会对这个群体有更多
认识，他们会更懂得去爱别人。 ”

“其实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群
体。 残障议题特别能放大人性的
善，也容易放大人性的恶，特别
能彰显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
李红这样总结。

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些儿
童他进到普通学校是他的权利
还是是他的错？ 如果是他的权
利，这个权利的保障又如何不伤

害到其他儿童的受教育权利？ 学
校的资源配置和机制有什么问
题？ 这就反射到我们国家的资源
配置，普通学校里没有懂特殊教
育的老师。 ”

那次关于集体活动的争论
最后， 李红给儿子提了一个建
议：“下次集体活动分组的时候，
能不能你主动跟老师举手，说你
可以跟他一组？ ”她明白，无论是
资源配置还是权利意识倡导，都
不是一天或一年就能达成，但她
想至少先让自己的儿子真正意
识到， 那位智力障碍的同学，与
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

冯璐则谈起了自己的“职业
倦怠”。 去年 10 月，她曾一度因
觉得自己阻碍了机构的发展而
烦恼，可没多久后，她就收到了
那张索赔 15 万元的律师函，为
此忙碌了近半年，目前仍在努力
推进。

“越是这样越要带障碍者出
行。 ”冯璐想让更多人知道，尊重
应该是互相的，“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需要， 有这样的群体在，你
就是不应该在公共场所那么大
声讲话。 ”

“我要感谢士明，他就是天
使！ 他让我觉得当下有太多事情
要做，我一定要留在机构。 ”她变
得更坚定，“这根本就不是个体
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障碍。 我们
要改变的，是这个环境。 ”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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