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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 月， 一场特大
暴雨侵袭河南，扰

乱了中原地区人们的平静生
活。 即使有着较为成熟的应
急救灾方案， 但突如其来的
洪灾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措手
不及。 灾害发生后，受灾群体
需求的摸排和救援资源的精
准匹配成为重中之重。

鸿鹄计划：
公益社群灾害救援的非典型试验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面对一些重大自然灾害，仅
靠外部机构提供支持远远不够，
一些公益社群在灾害救援中的
探索正逐渐成为有益补充。 然
而，组建社群相对容易，社群活
化并非一朝一夕。如何保证公益
社群的专业运作、增强社群成员
黏性，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眼下，一个为提升基金会新
任 和 后 备 秘 书 长 能 力 的 项
目———“鸿鹄计划”，正通过非典
型试验让社群效益凸显，优化组
织资源，降低沟通成本，解决社
会问题。

公益社群优化资源组织分配

2015 年，支持性社会组织恩
派公益发起设立上海浦东新区
恩派公益基金会（简称“恩派基
金会”），致力于推动社区建设及
社会创新创业。

2021 年 7 月，突如其来的河
南洪灾让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基
本单元、人们生活触点最多的区
域，成为最重要的防线之一。 洪
灾发生后，恩派基金会秘书长李
雪春和团队赶赴一线，在河南新
乡搭建起“河南公益伙伴救灾网
络”，用于协调救灾资源，并连接
了多家基金会、百余家河南社会
组织及救援队伍、 志愿组织，搭
建起 1100 余人的线上灾情信息
志愿社群， 共计发放物资 12 万
余件，价值 1500 余万元。 之后，
恩派基金会发起“幸福社区重建
计划———幸福豫栈”项目，支持
灾后重建。

李雪春是“鸿鹄计划”的首
期学员之一。 该计划由国强公益
基金会、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
书处注册机构北京基业长青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共同发起，聚焦
秘书长任期内最关键的前三年
的核心痛点和需求。

救灾网络的建立很快在“鸿
鹄计划”学员群中传开。 上海市
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姚亮亮与李雪春是“鸿鹄计划”
同批学员，两人迅速开展对接信
息。 华侨基金会通过网络将大量
侨胞、 侨企的爱心物资（水、纸
巾、 自热食品等食品及日用品）
对接给救灾网络，由该网络进行
供需匹配及发放，及时跟踪救援
需求，反馈捐赠物资信息。 随后，
同为“鸿鹄计划”成员的沈阳市

华易伤害预防公益基金会与天
津市凯尔翎公益基金会合作，资
助红狼救援队 5 万元，用于抗洪
救援。

公益社群吸引的不仅仅是
社会组织， 一些企业也纷纷加
入，这让社群的力量逐步放大。

早期，李雪春通过拍摄短视
频介绍社会组织水灾救援情况，
播放量超过几十万。 一些短视频
如“民间救援进行时”“面对灾
害，社会组织如何做”还获得短
视频平台快手推荐，让更多用户
看到了公益救援的进展，也吸纳
了更多社会资源参与。

传播平台的推荐和展现让
李雪春看到了短视频平台的力
量。 李雪春找到快手企业社会责
任总监杨洪跃，得知快手公益团
队正在进行灾害救援时，两人一
拍即合。 杨洪跃也是“鸿鹄计划”
2021 级学员，据他介绍，快手公
益团队希望将自身平台商家爱
心物资对接给大量在快手求助
的受灾用户。

平台爱心物资如何尽早抵
达？ 几番观察后李雪春发现，快
手平台求助信息多为个案，且需
求多点分散，相关物资在运力等
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很难满
足对个案求助的大面积响应。 因
此， 快手携手恩派核实求助需
求，将平台爱心商家与个案需求

信息无缝对接，通过当地快手达
人、 爱心网友及志愿者联动，为
个案求助者及时送去紧缺的生
活物资。

“除了官方发布、谣言证伪
等信息外，新媒体还让社会看见
了更多公益力量在行动，也让更
多公众有了参与公益行动的可
能。 ”李雪春说。

社群活化成关键挑战

在赶赴一线组建协调中心
前，恩派基金会就对曾经资助和
孵化过的河南属地相关组织发
起动员，通过线上协调支持一线
救灾，同时联合河南属地相关组
织组建起“河南公益伙伴救灾网
络”社群，用以沟通救灾需求、对
接省内外救援资源及分发救灾
物资。

李雪春介绍说，河南公益伙
伴救灾网络吸纳了河南省内外
百余家基金会、 社会服务机构、
救援队、志愿组织、爱心企业共
同参与，多方展开协作并快速对
接救灾需求信息，开展了有效及
时的资源匹配。

然而，即便有社群氛围与参
与热情，但公益社群的活化需要
培养，突然组队开展应急救灾也
难免遇到一些挑战。

据记者了解，“河南公益伙

伴救灾网络”社群组建后，在灾
害救援中遇到两个棘手问题：一
是河南当地社会组织缺乏救灾
经验，缺少枢纽组织；二是社群
在接收捐赠物资后，如何精准发
放到最有需要的受灾乡村、如何
评估需求及确认优先级，也是一
大挑战。

“当时求助的受灾乡村非常
多，很多乡村还处于断电、断网、
断路的情况。 上千个乡村都缺物
资， 有限的公益资源应该发给
谁、发放多少物资、如何发到最
后一公里的乡村？ 社区灾情及需
求评估、供需对接、物资发放成
了协调中心最重要的工作。 ”李
雪春谈道。

河南水灾救援中社会组织
面临的困境，逐步让恩派基金会
从后端支持走向前端实践，邀约
熟悉机构、合作伙伴参与，组建
社群维护运营，线上学习到线下
协同同步开弓，让社群稳定效果
最佳。

国强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曾雄表示，“鸿鹄计划” 不止为
新任和后备基金会秘书长提供
课程支持， 更搭建了一个联系
紧密的社群学习网络， 让学员
们不仅可以链接志同道合的伙
伴，还可以获得专业导师、资深
秘书长的陪伴学习， 同时为个
人和基金会发展拓展所需资
源，推动项目合作。

构建起社会支持网络

“鸿鹄计划”定位为支持基
金会新任秘书长或三年内有望
成为秘书长的人才，帮助其增进
知识，提升能力。 当然，仅仅依靠
几次课程不能解决每位秘书长
遇到的难点、痛点和困惑，还需
要其他努力。

据介绍，2021 年“鸿鹄计划”
已经结业，毕业学员提出一项期
望：希望开展更多课程活动及课
后活动设计， 促进学员间的交

流、互动、合作。
李雪春说，每一位参与学习

的新任秘书长心中都揣着难点、
痛点和困惑，都希望在学习中找
到答案，但课堂时间有限，需要
构建出更多非课程场景，通过聚
会、论坛、同伴分享来释疑解惑、
获得支持，“社群将覆盖课上和
课下不同阶段，这也是社群养成
的环节”。

“非课程环节，更多的设计
活动让学员敞开心扉，这种社群
状态让学员之间产生信任，构建
起这些新任秘书长的社会支持
网络， 更有利于互动合作的形
成，强强联手，少走弯路。 ”李雪
春说，受“鸿鹄计划”影响，大家
沟通合作非常顺畅，很多时候一
拍即合。

2021 年，首期“鸿鹄计划”的
数据显示， 共有近 500 人报名，
经过资料审核，有 292 名来基金
会的新任或后备秘书长入选，成
为首期学员。 其中，近 30 人经过
电话考察、专家评审面试后最终
入选成为“系统学员”（即可以获
得线下学习的机会）， 录取比例
约为 11%。

2021 年，项目学员自组织在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八座城
市举办了 14 场交流活动， 吸引
了 200 余位学员参与，也带动了
周边地区基金会从业者参与，而

“鸿鹄计划” 的社群网络也直接
或间接促成了学员间的合作。 比
如，安徽国祯慈善基金会与广东
省麦田教育基金会合作开展“麦
苗班”； 国强公益基金会和湖北
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等机构
共同发起“鲟梦中华，守护长江”
项目。

除项目合作外，在 2021 年的
重大突发事件中，“鸿鹄计划”学
员互相帮助，共同行动，如搭建
河南洪灾救援网络、向西安市上
善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抗疫物
资等。

“不同领域、类型、功能的机
构协同，让复杂问题的解决变得
更加高效。 ”李雪春说，通过社群
自己与其中一半以上的秘书长
有着深度交流，社群的培育让大
家彼此信任， 降低了沟通成本，
也增强了资源合作，让社会问题
更容易解决。

记者了解到， 今年 7 月 30
日，第二期“鸿鹄计划”线下课
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30 位
学员参加。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
助力 564 名来自不同的基金会
新任或后备秘书长成长， 逾 50
位公益慈善行业知名专家参与
授课。

“鸿鹄计划的初衷是为公益
行业培养一批优秀的专业化的
高层管理人才，帮助新人更好更
快地成长，从而提升我国基金会
行业的服务质量。 ”“鸿鹄计划”
导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
院长邓国胜表示。

2022 年”鸿鹄计划“第二期昆明线下课互动交流

� � 河南 7·20 水灾后， 恩派基金会调研走访被遗忘的重灾区浚县，
为受灾村民及时送去各方支持的救灾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