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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和众泽益创始人、主任王忠平：

推动“五社联动”，志愿者大有可为

２０22．8.30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创立于 2010 年的和众泽益
十二年来持续为企业、 政府、社
会组织等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志
愿服务、公益慈善、新时代文明
实践咨询服务。

王忠平认为，“五社联动”的
提出对志愿服务的发展是一个
很大的利好消息。 志愿者组织起
来有目标、 有导向性地开展活
动，通过“五社联动”深入参与社
会治理， 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社会效果也会更好。

志愿服务的历史机遇

《公益时报》：从“三社联动 ”
为什么会变为“五社联动”，为什
么会增加“志愿者”？

王忠平：“五社联动”是基于
社会发展的需求提出的，2020 年
以来的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 一
方面是“三社联动”提出后，地方
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民政部及时
进行了总结推广； 另一方面，由
于部分地方购买服务资金有限，
社会组织数量和质量相对不足，
开始探索在社会治理中引入志
愿者等其他社会力量。 2020 年疫
情发生后，大量的志愿服务组织
冲在了社工机构之前，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实践证明，社区
志愿者是基层社会治理非常重
要的力量。

《公益时报》：“五社联动”的
提出，对志愿服务的发展具有怎
样的影响？

王忠平：我认为对中国的志
愿服务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大的
利好消息。 第一，这是对志愿服
务在社会治理中地位的肯定，充
分认可志愿服务的价值； 第二，
这为志愿服务发展提出了明确
方向，作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有
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的
指导，我们就可以去探索、去实
践；第三，这给了志愿服务一个
很大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 我
感觉“五社联动”提出来以后，志
愿服务领域还是比较振奋的。

《公益时报 》：志愿者在 “五
社联动 ”中的定位是什么 ，怎样

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忠平 ： 从我们的调研来

看，“五社联动”的各个主体都有
可能成为驱动主体，也可以共同
发挥力量。 志愿者更多是以个体
的方式参与， 但如果能组织起
来，有目标性、有导向性地开展
活动，价值会更大，社会效果也
会更好，单个志愿者资源比较有
限，所以要鼓励志愿者的组织化
行为。 但这也不影响志愿者个体
性的发挥， 他们可以成为带头
人，带动一批志愿者来做事。

《公益时报》：志愿者组织和
社区社会组织之间是什么关系，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什么优势？

王忠平： 我认为很多社区社
会组织其实具有志愿服务组织的
属性， 志愿者的参与可以让它们
低成本运作， 同时它们能够扎根
社区，不轻易流动，对社区更加熟
悉， 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社区治
理的各种问题。相对来讲，它们比
较符合基层社会治理的要求。

《公益时报》： 和众泽益在
“五社联动”方面是怎么做的？

王忠平： 在使命驱动下，我
们一直在推动中国志愿服务的
发展， 也积极探索创新的模式。
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志愿服
务在“五社联动”方面的成功经
验了。 比如一般社区志愿者的来
源有两部分， 一个是社区内生
（当地）的志愿者，一个是外部引
入的志愿者。 和众泽益在企业志
愿服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
资源，因此我们一直在引入志愿
者，而且我们引入的时候一般都
是匹配资源的———通过企业志
愿者动员社会慈善资源参与社
区治理，这是我们的优势。

例如， 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外
街道北郎东社区， 我们引入企业
为社区捐赠了厨余垃圾处理设
备，打造了“无废空间”，企业员工
也作为志愿者在社区开展环保宣
传； 我们还孵化了当地的社区社
会组织， 让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参
与，实现了“政府引导、社区协调、
居民参与、社会组织运营、企业支
持”的社区“无废”运营模式。

我们还和北京市朝阳团区

委共同打造了“CVSC 计划”暨社
企融合志愿服务项目，搭建了一
个企业和社区直接对接的平台；
在很多地方推动社区创享计划，
动员社区居民作为志愿者提出
解决方案，组织团队共同解决社
会问题。

下一步，我们希望借助“五
社联动”提出的新方向，做出更
多探索，形成更多经验和模式。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公益时报 》：目前 ，志愿者
在 “五社联动 ”中的作用发挥存
在哪些问题？

王忠平：“五社联动” 的落地
要通过社会化动员的逻辑把志愿
者动员起来，才能长期可持续。现
在所面临的问题， 一是志愿服务
组织的数量和资源肯定是不够
的，无法匹配在“五社联动”中对
志愿者的要求； 二是部分地方缺
乏“五社联动”的平台和机制；三
是社区缺少组织志愿者、 组建志
愿者队伍的方法和能力。

《公益时报》：如何才能解决
这些问题？

王忠平：首先是要搭建平台
和机制。 一是社区志愿者参与的
平台，能够调动各方资源；二是
构建五社平等、 共同议事的机
制；三是在社区建设实体化阵地
和平台。

其次是要培育社区的内生
性力量，基本方向是两个：一个
是建立机制、平台，内部孵化；第
二个是外部的引入，无论是下沉
还是对接、 结对等都要做实，形
成机制性的动员体系。

《公益时报》：哪些力量在尝
试解决这些问题 ，推动 “五社联
动”的发展？

王忠平 ： 首先是政府在推
动。《意见》发布后，好多地方都
出台了实施措施。 但不能仅仅是
发文，还要有保障，使文件能够
落地。

其次是基金会和企业。 民政

部协调全国性慈善组织筹集了
8000 余万元，支持湖北省和武汉
市实施“五社联动”项目，但还需
要更多的基金会在社会治理、志
愿服务方面投入资金。

第三是社工机构。 其实很多
社工机构在招募志愿者做事，我
们希望能把它机制化，这是我们
探索的一个方向。

第四是志愿服务组织。我觉得
要借助这个机会，迅速提升专业能
力，和社工机构联动起来，再和外
部的社会慈善资源结合起来。

《公益时报》：从各地的情况
来看，目前“五社联动”推进的情
况是怎样的？

王忠平：现阶段各地的差异
还是比较大的。 北京、 上海、成
都、广州等地相对来讲社会治理
基础比较好，在“五社联动”方面
推动速度比较快。 从实践角度来
看，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经验可
以总结和提炼。 例如，在成都一
个社区的院落，居委会、业委会、
物业公司等管理工作已经完全
由志愿者来承担，形成了非常好
的自治机制。

但也有些地方只是在社区
弄个房子贴上标语， 有物理空
间，没有多元治理的机制，离《意
见》提出的目标差距还比较大。

《公益时报》：城市社区已经
有比较好的实践了，那么农村社
区情况如何？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
下，“五社联动”应该怎么做？

王忠平：农村的志愿服务一
直是中国志愿服务相对薄弱的
地方，但在一些发展较好的地方
也有很多相关的经验。 例如，山
东荣成市建立了志愿服务积分
制度，大家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
就比较高。 积分多，奖励多，变福
利为激励，村里的很多事情都由
志愿者解决，有效提升了村民的
精神风貌，推动了乡村振兴。

推动志愿者发挥更大作用

《公益时报》： 疫情发生以

来 ， 志愿者发挥了很重要的作
用，但在志愿服务领域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如何才能避免这些问
题的出现？

王忠平： 我们要客观认识志
愿服务行业发展中目前还是存在
一些问题和不足， 甚至会带来一
些负面舆情。 志愿者参与社区建
设是自愿参与， 因此独立性和自
主性较强。 如果社区服务做得不
到位，志愿者用脚投票，直接不参
加了。此外，我们也要加强对志愿
服务组织的监管， 要避免志愿服
务组织出问题， 建立志愿服务组
织的认定和淘汰机制， 做得不好
就可以淘汰；同时在推进“五社联
动”的过程中，要建立评估机制，
要评估最终的效果。

《公益时报》：下一步 ，“五社
联动”的发展会有怎样的趋势，尤
其是志愿者的作用将如何发挥？

王忠平：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 我们
已经认识到政府解决不了所有的
社会需求， 未来多元主体平等参
与基层治理、 真正发挥作用的趋
势是必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动员
的形式和内容会发生很大变化，
会出现非常多的创新做法。 志愿
服务组织的数量和质量会逐步提
升， 可能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性
作用方面会更强一些， 但一定要
加强平时的孵化、培育、积累、培
训、氛围营造等工作。中国的志愿
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数量庞大，可
以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力量，特
别是在一些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的
地方，作用更大。

《公益时报》：推动志愿者发
挥更大的作用，需要提供什么样
的支持？

王忠平：一是要有制度化的
保障，为志愿服务的发展创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现在志愿服务的
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远远不够；
二是为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培
育创造好的条件；三是建立良好
的志愿服务文化和激励环境，提
倡多元化的志愿服务精神。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
明确提出要 '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
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 '。

'五社联动 '与 '三社联动 '相比，增加了社区志愿者和社
会慈善资源。 新增的这两部分，尤其是社区志愿者，在联动中扮
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与其他 '三社 '究竟应该如何联动？《意见》
发布已经过去一年，目前进展如何？《公益时报》记者就此采访
了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和众泽益创始人、主任
王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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