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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十年：

羊城的温暖底色，来自每一个小小善举

每个人都能带来改变

2012 年的春天，白血病女孩
刘碧心的名字永远留在了这座
城市的集体记忆里。

2010 年，这个平凡的小女孩
确诊了难治性急性单细胞白血
病，大家说这种病至少要 100 万
元救命。 刘碧心的父亲刘任
能———一位发型师开始“卖艺救
女”，每天为街坊理发攒救命钱，
一次 60 元，多给不收，想着剪够
一万个，东拼西凑，碧心就有救
了。 他想有尊严地为女儿筹集医
疗费，却不曾想，撬动了一场牵
动全城的公益行动。

经权威媒体报道， 社交网络
交叉传播后， 各界公益人物相继
前来理发。 数年后， 国外兴起了

“冰桶挑战”， 因撬动了全社会参
与公益而广受称赞。殊不知，2010
年后，广州已有一场“理发挑战”
传递爱心。那时，距离百万救命钱
还远远不够，2012年，在数名公益
人士、媒体记者推动下，近 200 名
发型师齐聚刘碧心母校举办了一
场“爱从头开始 十万火急救碧
心”的全城义剪筹款活动，吸引了
2800 余名热心市民前来支持，现
场筹款 39万余元。

尽管义举未能拯救重病的
刘碧心，但这座城市已在不知不
觉中播下了“全民慈善”的种子。
事后，仍背负债务的刘任能没有
留下剩余的近 10 万元善款，而
是拿出来交给专业人士并成立

“碧心基金”，以帮助更多重病的
孩子。 日后，这座城市的慈善医
疗救助体系不断完善，并搭建了
珠珠慈善医疗救助平台，但这些
都是后话。

广州市民释放出的善意，成
为了那个时代“情义广州”的生
动注脚。 碧心的故事并非孤例，
后来，还有“全城义载”等一系列
民间救助行动相继开展，而它们
的出现和当年的政策息息相关。

2012 年，是广东省委省政府
印发《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
定》的第二年，也是正式实施《广
州市募捐条例》的第一年。 彼时，
广州大力扶持公益慈善组织发

展，鼓励市民捐献爱心，公募权
放开了、募捐主体扩大到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和非营利事业单
位，广州有了独具城市特色的募
捐制度。

市民愿意捐款， 同时也知道
可以捐给谁， 捐款有了更多的选
择，广州的慈善活力悄然激活。也
是那一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自
己也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慈
善”的影响力正在拓展，大声势、
大规模的集中募捐活动， 在那些
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2012
年 6月， 是那一年的又一场慈善
高潮———广东扶贫济困日暨广州
慈善日活动通过大型慈善募捐晚
会、慈善一日捐、上街贴旗筹款等
活动， 筹集社会各界捐赠善款 2
亿多元， 数额远超广州市历年主
题募捐活动。

政府搭台，社会参与

大规模的公开募捐，固然可
以在短期带来显著的效果，但大
多局限在救助和兜底工作。 与此
同时，很多慈善项目依然筹款困
难。 公益慈善组织或建设社区、
振兴乡村，或保护儿童、为老助
残，致力于营造更加平等、包容
的社会环境，挖掘每个个体的价
值， 回应和推动某个社会议题。
在这些行动中，不仅服务对象需
要必要的支持，公益慈善组织本
身也需要持续和稳定的支持。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这一
切都无以为继。 但是，谁来提供
持续、稳定的支持？

2013年 3月， 广州举办首届
广州市慈善项目推介会。按“政府
搭建平台、慈善组织运作、社会参
与” 的思路， 为公益慈善组织募
款。 至 2016 年， 该推介会已为
1200多个项目对接善款 12亿元。

颇有意思的是，针对筹款难
题， 广州给出了“政府搭建平
台—社会参与”的答案。 2014 年
初，广州启动首届“社会组织公
益创投活动”，采取“政府资助+
组织自筹”的方式，挑选优秀的
公益项目予以资助，同时引导公
益慈善组织提升自身“造血能
力”。 迄今，该活动已开展至第 9

届， 累计投入超过了 1 亿元，帮
助一批优秀的本土公益慈善组
织成长起来。

以广州金丝带特殊儿童家
长互助中心为例，这家由患儿家
长发起，在成立多年后依然受困
于资金问题的民间公益慈善组
织， 自 2014 年起连续三年获得
广州公益创投的资助。 2017 年，
已初具品牌的金丝带在淘宝网
上线了公益宝贝筹款计划，并在
半年时间里成功筹得了 150 多
万元。 机构负责人说：“资金已经
够用了，所以没有再参加创投。 ”

如今， 公益创投已成为不少
公益慈善组织寻求资金支持的重
要选择之一。 广州市妇联以及各
区民政局也陆续在所属领域或辖
区开展了类似的公益创投活动，
惠及更多初创期公益慈善组织。

除政府资助外，广州也在搭
建多元慈善平台。 2014 年，广州
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台上线，公
益慈善组织可以在平台上发起
线上募捐。 两年后，《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
法”）实施前夕，民政部公布了首
批 13 家全国慈善组织互联网公
开募捐信息平台，广州市慈善会
慈善信息平台入选，成为全国唯
一的慈善会信息平台。 后来，该
平台更名为广益联募平台，借助
99 公益日等慈善节点，开展了多
次大型全民募捐活动。 彼时，虽
然《广州市募捐条例》退出历史
舞台，但公益慈善组织在互联网
上找到了更广阔的劝募舞台。

只要人和人之间建立了连
接，善意便能获得释放。 截至目
前，广益联募已累计入驻 435 家
公益慈善组织， 上线 1057 个慈
善项目，筹款近 5.59 亿元，参与
捐赠逾 75 万人次。

涓涓细流，亦能汇成江河大
海， 而确保善意持续流动的方
法，只有阳光透明。 就在不断探
索慈善“造血”模式的同时，广州
还成立了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
员会，作为全国首个地区性独立
第三方慈善组织社会专业监督
机构，被媒体誉为盯住慈善组织
的“第三只眼”，见证每一笔善款
是否带来改变。

慈善是生活的一部分

2016年 3月， 慈善法正式出
台， 被誉为慈善领域划时代的标
志。而广州作为中国慈善领域的活
跃地，4个月后，即以贯彻落实慈善
法为契机，按照“政府搭建平台、社
会运作、公众参与、全民共享”的理
念，组织开展“羊城慈善为民”系列
活动，带动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参
与和支持慈善事业，让慈善成为每
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广州城市
文化的一部分。 2017年，广州提出
要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创建
全国“慈善之城”，率先将慈善纳入
城市发展战略，把创建“慈善之城”
写进市政府工作报告。

“善城广州”成为了这个时期
的关键词，慈善开始深度融入这座
城市的经济、文化、生活中。慈善不
再是富商巨贾或达官贵人的行为。
2018年的春节，和往年一样，迎春
花市和广府庙会是广州传统的民
俗节目。不一样的是，这一年，现代
慈善的理念融入市民喜闻乐见的
民俗活动中。 一些摊位上，有学生
为社区困难街坊义演筹款，有慈善
组织为路过街坊展示来自帮扶乡
村的农产品，还有残障伙伴在晚上
的庙会即兴起舞，引来路人拍掌称
好。传统民俗与现代慈善在广州碰
撞出亮眼的火花。

人们不仅能在百年花市感
受“善城广州”的温暖，也能在千
年古道上传递慈善温度。 而在更
早前，广州也成为国内首个将大
型商业步行街打造成“慈善一条
街”的城市，连续多年在千年古
道、繁华商业步行街举办大型公
益慈善活动。 在人来人往中，慈
善也通过一系列互动游戏和义
卖展示，融入到步行街的繁华当
中。 有市民带着孩子成为公益摊
位的志愿者，有长者特意前来帮
衬义卖，还赠上自己“拿手”的书
法。 而在步行街之外，这座城市
也巧妙地以“慈善+”为理念，通
过“慈善+运动”“慈善+艺术”“慈
善+文化”“慈善+消费”……让慈
善成为了社会爱心的连接器。

但“慈善+”仍只是慈善融入生
活的第一步。当慈善越来越频繁地
出现在每一个人生活的日常时，人
们也需要更深入的慈善体验，了解
汇集善意所能带来的改变。关心身
边的人，参与身边的事，社区同样
是市民参与慈善的大舞台。

2019年 4月 30日，广州印发
《广州市实施“社工+慈善”战略工
作方案》，打造具有特色的“社工+
慈善”制度体系，市区两级慈善资
源也逐渐下沉社区，截至目前，已
鼓励支持全市设立社区慈善基金
共 447个， 每个市民家门口有了
参与慈善的平台，其中，在市慈善
会设立的社区慈善基金已支持近
百个社区慈善惠民项目。

社区街坊守望相助，让这座城
市的慈善有了十足的“烟火气”。随
手慈善，街坊便能帮困难邻里实现

一个微心愿，或是为老人加装一把
扶手，甚至在社区建立一家困境群
体就业帮扶基地，授人以渔，助人
自立；在一些社区，由街坊组成的
志愿者为社区慈善项目筹款募捐
成为了常态。有街道社工表示：“当
看到一些居民自发地为社区里的
困难街坊卖力筹款时，这样的场景
往往触动人心，因为这正是我们一
直在社区里想做成的事情———让
社区产生互助的力量，一起建设幸
福社区。 ”

未来仍需多方支持

过去十年，广州作为国家中
心城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守望
相助、 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积
极践行“人人慈善为人人”理念，
以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创
建“慈善之城”为抓手，推动政策
体系不断完善、惠民实效不断增
强、社区慈善不断深入。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社会发
展，民生需求日益多元化、复杂
化， 如何进一步撬动社会资源，
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仍是
摆在广州慈善事业面前的重要
课题。 对此，《广州市民政事业发
展“十四五” 规划（2021-2025
年）》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着手
构建慈善主体多元化、参与渠道
便民化、人才队伍专业化、志愿
服务多样化、慈善理念全民化的
慈善事业发展体系。

2021 年正式实施的《广州市
慈善促进条例》， 则结合广州实
际，以问题为导向，总结特色经
验，将广州在慈善领域中的多项
探索成果以立法形式予以确立，
为广州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广州市
民政局召开的 2022 年全市民政
系统慈善社工和志愿服务工作
会议指出，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
讲究爱心氛围， 也需要机制保
障，接下来还将出台《广州市慈
善促进条例》系列配套措施。

在“壮大慈善主体，扩大慈善
覆盖面”方面，广州不仅需要加大
对慈善组织的支持力度，加强枢纽
型慈善组织建设；还需要丰富参与
形式，拓宽慈善参与渠道，包括开
展“慈善全民捐”活动，倡导以多种
形式参与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切
实将慈善融入群众的生活中。而在
社区慈善方面，则需要全面建立起
符合社区实际的“五社联动”机制，
实现“五社联动”机制在社区全覆
盖， 提升社区慈善基金运营能力，
推动社区慈善发展， 形成社区、社
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
社区慈善资源融合发展、 运转有
效、各具特色的“五社联动”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 无论是慈善
氛围还是社区慈善发展，助力“慈
善之城” 建设， 正如过去十年一
样， 最终仍需要每一个市民参与
其中，一同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
美，成就这座城市的温暖底色。

（据善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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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至 2022 年， 广州市
通过“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共筹集款物超 40 亿元， 慈善捐赠和
慈善活动的年增长率均超过 10%，全市慈
善组织 238 个， 设立社区慈善基金 447
个，筹集善款 4525.36 万元，全市注册志
愿者 431 万人， 志愿者数量居全省第一。
一连串温暖数据背后，是一座城市的温暖
底色，由过去十年广州慈善事业的每一步
探索足迹悄然写就，承前启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