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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发展路径探索

益言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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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捐赠和救助都会强大。 慈善组织可以从横向、纵向和多向三个层面来加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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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的多向组织主要是指慈善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南通市慈善总会副会长

叶沈良 /文

� � 一、明晰慈善组织价值定位
慈善工作的相关内容都需

要慈善组织去推进、 去落实、
去完成。慈善组织是贯彻慈善
法的主要力量，慈善组织能力
的强大直接决定了慈善事业
的发展。

（一）贯彻慈善法规的主导
机构。 慈善法是慈善事业的行
动导向， 慈善法的贯彻实施需
要慈善组织去推进， 慈善组织
是慈善事业发展坚强有力的保
证。 慈善组织的建设、慈善项目
的落实、 慈善志愿服务的推进
等都是需要慈善组织作为行动
单位的。 慈善组织是贯彻慈善
法的第一行动力量， 是贯彻慈
善法的主导机构。

（二）传播慈善理念的主要
组织。 慈善理念是慈善工作的
先导， 是百姓慈善行为的重要
思想引导，传播慈善理念是慈
善组织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慈
善理念传播的范围、力度直接
决定了慈善事业发展的程度。
慈善组织是传播慈善理念的
生力军，也因此，慈善组织在
工作内容的设计上，应把慈善
文化与理念的传播看作是重要
任务。

（三）推行慈善项目的主体
阵营。 慈善项目是慈善组织活
动的重要载体， 也是慈善工作
的重要内容。 慈善项目的调研、
设计、规划、推进、落实，都需要
慈善组织开展相关工作。 有了
慈善组织的行动， 慈善项目才
能够完整的落实到位， 才能把
慈善事业的框架构建得更好。
慈善组织是慈善项目扎根落实
的主体， 只有把这个主体阵营
建设强大， 慈善的影响力也才
更大。

（四）联合慈善志愿力量的
主力单位。 开展慈善活动需要
联合社会上的志愿力量， 只有
把社会力量动员起来， 把志愿
者组织起来， 才能够让慈善工
作的内容落实得更好。 慈善志
愿力量的联合需要慈善组织的
行动， 慈善组织应该也能够承
担起这样的重任。

（五）建设慈善城市的主打
部门。 慈善城市的建设需要有
个主打部门， 这个主打部门应
该是当地的慈善组织。 在慈善
城市建设中， 慈善组织从慈善
城市建设的框架、内容、力量动

员以及建设达成目标， 都需要
慈善组织去努力践行。

二、完善慈善组织培育机制
慈善组织需要培育， 民政

部门是慈善组织培育的主体机
构。 完善慈善组织的培训机制
才能更好地推进慈善组织良性
发展。

（一）培植学习课堂。 慈善
组织的培育需要学习阵地。 慈
善课堂， 不仅仅是理论传授的
课堂，更需要慈善实践的基地。
在慈善实践基地的学习中才能
更好地学习慈善的工作方法和
先进经验。

（二）培训师资力量。 慈善
师资力量更需要慈善实践工作
者去传播在中国慈善实践中获
得的经验体会， 推进中国慈善
事业的发展。

（三）培塑志愿品牌。 从中
国慈善组织培育的实践来看，
良好的慈善服务品牌是慈善工
作者需要的慈善培训内容。

(四）培育公益机构。公益机
构有慈善志愿服务的操作内
容，有慈善项目的具体规划，公
益机构还承担着传播慈善理念
的重大任务。 注意培育这样的
公益机构， 给这些公益机构提
供更多的方便， 能更好地推进
慈善培训工作。

（五）培优激励机制。 优化
慈善培训工作的激励机制，让
慈善组织的培育有更强的生命
力， 应该给予政策的扶持和资
金的支持， 提供更好的培训阵
地及孵化基地。

三、纵向发展基层慈善组织
基层慈善组织是县（区）

以下的各级慈善组织。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县（区）设慈善总
会，乡镇设慈善分会，村、街道
可以建慈善工作站。完善纵向
的基层慈善组织， 能够让慈
善的温暖直接到达老百姓的
身边。

（一）广泛的群众基础。 基
层慈善组织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 老百姓身边的慈善活动使
老百姓能够亲身感受到慈善的
温暖。 基层老百姓能够在慈善
活动中感受慈善的影响， 同时
积极参加慈善活动。

（二）广泛的志愿活动。 基
层慈善组织能够最快捷、 最广

泛地动员志愿者参与志愿活
动。基层慈善活动有广泛的志
愿队伍参与，这也是基层慈善
组织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
保障。

（三）广泛的公益热情。 基
层慈善组织有一个明显的特
点， 即能够最方便地通过具体
的慈善救助内容或者慈善项目
激发公众的慈善热情。 最基层
的慈善组织最能够直接激发起
慈善的力量和热情。 公众的慈
善热情在基层慈善组织的动员
与号召下能够将项目实施到
位， 也能够让慈善事业的工作
范围得到更好的扩展。

（四）广泛的救助内容。 基
层慈善组织最能够发现身边需
要帮助的人和事， 能够广泛地
实施慈善救助， 这个广泛不仅
仅是慈善能力的广泛， 也有志
愿力量的广泛， 更有慈善救助
内容的广泛。 从老百姓生活中
的点点小事到遇到的特大困
难， 基层慈善组织面对面更容
易发现，更容易精准实施救助。
因此， 培育基层慈善组织这方
面的能力也是慈善工作落实到
一线的重要内容。

（五）广泛的慈善文化。 基
层组织在传播慈善文化方面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基层慈善
组织应把传播慈善文化当做是
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贯
穿在慈善工作的日常活动中，
让慈善工作有更大的生命力。

四、横向扩大行业慈善组织
县（区）、市以上的慈善部

门可以更好地发展行业慈善分
会， 行业慈善分会更能体现行
业特色、专业特点和个人特长。
行业分会的建设可以让慈善志
愿服务工作更精准到位。

（一）注重行业特色。 行业
慈善分会更能发挥行业从事慈
善事业的积极性， 更能让慈善
志愿服务有特色。 相对于普遍
性的、群众性的志愿活动，行业
慈善分会可以强化行业工作特
色，强化本行业的工作能力，能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显示自身的
优势， 更能突出自身的服务水
平， 也更能完善志愿服务的各
方面内容。

（二）注重专业特点。 发挥
专业特点能让行业慈善组织有
更大的能动性。

（三）注重创业特长。 行业
慈善分会具有行业自身的特
点，也有行业自身创业、创新、
创造的能力。

五、多向培育社会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目前在中国发展

的还不是很理想。 在全国的社
会组织中， 慈善组织的百分比
还很低，需要加强培育。

（一）多向培育社会慈善组
织。 社会慈善组织与政府慈善
组织的不同在于社会慈善组织
发展的多元性。 因此，应多元化
培育社会慈善组织， 而不是要
求社会组织统一化建造， 这样
才能更好地让社会慈善组织得
到良性发展。

（二）多元强化慈善活动。
社会慈善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是能够让其更好地从多元化的
角度开展志愿活动， 社会化的
慈善组织有自身的特长， 多元
化的开展慈善活动不但能够丰
富慈善工作， 更能够多角度多
方面服务于社会。

（三）多点参与志愿项目。
慈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各
方面的慈善组织参与。 社会慈
善组织有很大的能量， 可以根
据慈善项目特点和受众对象发
挥组织的能动性。 在参与慈善
项目落实的过程中， 慈善组织
的精准性和细致性以及奉献精
神， 是很能体现社会慈善组织
能力的。

（四）多样挖掘服务内容。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及慈善
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慈善服务
的内容应该更加广泛。 因此，在
挖掘慈善服务内容方面更应注
重多样化。

（五）多彩提升慈善组织品
牌。 相对与官方性质的慈善组
织来说， 社会慈善组织的品牌
建设更有特点，更具特色，也更
个性化。 在完善社会慈善大格
局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个性化
的慈善服务。 培育社会慈善组
织的服务品牌， 树立社会慈善
组织的工作典型， 对引导整个
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积
极作用。

六、拓展慈善组织发展路径
慈善组织在省、市、县层面

都具有相应的组织架构， 各级
慈善组织应与民政部门紧密配

合，推进慈善事业发展。 从慈善
事业全局来看， 中国慈善组织
还需要大力完善。

（一）强化慈善运行法律规
范。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来自慈
善组织本身的严格要求， 更是
遵循慈善法律的规范要求。 慈
善法颁布以来， 各级慈善组织
按照慈善法的要求建设慈善组
织，强化慈善能力。 随着慈善事
业的进步， 慈善法也在不断完
善， 慈善组织在遵循法律法规
的过程中， 应严格按照慈善法
所提出的法律规范， 不断提升
慈善事业的社会信誉度。

（二）强化慈善组织工作能
力。 强化慈善组织的工作能力
是一个重要工作内容。 从慈善
组织普遍情况来看， 很多慈善
组织的工作能力还需强化。 而
这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 也需
要各级政府的重视， 更需要慈
善组织本身的能力提升。

（三）强化慈善志愿联通合
作。 慈善服务工作在平时可以
通过个体化的运行和操作完成
志愿服务工作。 在大的困难、大
的风险面前， 需要发挥慈善志
愿的整体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 融合慈善志愿的服务力
量、 加强慈善志愿的沟通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四）强化慈善服务专业水
平。 提高慈善志愿服务组织的
专业水平是慈善组织研究和探
索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一般意
义上的扶老爱幼， 到慈善法扩
展的慈善服务范围， 服务的专
业水平需要不断提升。 这个提
升工程有政府主导的培训，有
慈善组织本身的学习， 有社会
民众的需求。

（五）强化慈善组织政策支
持。 在慈善组织的发展培育上，
相关政策的完善还有很大的空
间。 从政策层面来说，需要各级
政府不断研究推动， 只有把慈
善组织政策落实到位， 慈善组
织的良性发展才会有一个良好
的基础。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健康
发展的一个关键内容， 只有把
慈善组织建设好了， 慈善项目
的实施才能更加深入， 慈善文
化的传播才会更加有力， 慈善
力量才会更加强大。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
《公益时报》平台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