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坊有困难 一起伸把手

“情义广州”是这座城市十
年前已经有的一个重要标签。

2011 年，当时广州最大的保
障性住房小区———金沙洲新社
区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
如何为保障性住房社区中的困
难群体提供关怀和帮助，成为了
社区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那一
年，金沙街也已引入了社工角色
参与社区工作，为居民提供一站
式综合服务和支持。 而在当时的
一线社工看来，“社工不仅是服
务提供者，更是对接公益慈善资
源的桥梁。 金沙街是一座岛，大
家彼此熟悉，其实都愿意为困难
邻里伸把手。 当公益慈善的力量
发挥出来，困难居民的生活也会
从中得到改变的希望”。

令当地社工印象深刻的是，
在金沙街的保障性住房小区有
一位单亲妈妈，这位街坊不仅要
独自照看还没上幼儿园的女儿，
而且要照顾已经上了年纪的母
亲，“我们有时跟她聊起来，听到

的都是丧气话”。 社工回忆道，这
位单亲妈妈肩负着一老一少的
衣食住行， 面对巨大的经济压
力，也只能一个人扛下来，可有
一次，家人遇到重症，突如其来
的手术费用让她彻底陷入了绝
望，向外求助，“很多街坊和社会
人士站了出来，成功众筹手术费
用，还给这位妈妈买了不少生活
必需品，顺利渡过一次难关。 ”

广州社区独有的“人情味”
不仅仅体现在金沙街。 更早前，
2007 年年初， 荔湾花市人来人
往，来自耀华小学的一群学生志
愿者自制手工艺品，自发摆摊义
卖，筹到了 4000 多元，悉数用来
帮助学校里的贫困同学。 而在越
秀区北京街，困难家庭的需求同
样需要回应，为了给社区困难家
庭筹集善款，后来，北京街社工
也向西湖花市指挥办申请了义
卖摊位， 善款用于帮助困难街
坊，购置物资，给予帮扶，为每一
个困难街坊尽绵薄之力。

这些细小而温暖的瞬间发
生在城市的各个社区角落，彰显
了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 不
过， 随着社会服务愈来愈深入，
不少社会工作者发现，那时的社
区慈善主要源于民间的自发行
动，往往发生在街坊遇到困难的
紧急时刻，形式和手段也较为单
一，难以成为社区长期良性发展
的支撑力量。 为了推动社区慈善
助力社区治理，到了 2012 年 5 月
1 日，《广州市募捐条例》 开始实
施，扩大公开募捐主体，放开公
募权，而“社区慈善”也被明确写
入条例中，社区慈善发展，从这
一年开始全面启动。

慈善正成为 社区的一部分

社区慈善既需要稳定的募捐
渠道，也需要优质的慈善项目。

钱从哪里来， 项目又从哪里
来？彼时，《广州市募捐条例》便提
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
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志愿服务

组织、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
组织等单位合作， 采取在社区依
法设立慈善捐赠站点和社区慈善
基金、 组织社区居民参与互助互
济活动等方式， 开展社区慈善活
动；鼓励城乡社区组织、单位在本
社区、 单位内部开展群众性互助
互济活动。 社区慈善不再是一件
应急的情义、偶发的善举，而是助
力社区治理的常态机制， 通过撬
动慈善资源下沉社区， 营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从 2013 年开始，广州连续三
年举办了慈善项目推介会，“社
区” 依然是这个慈善资源对接平
台上最为显眼的主题。 其中，2015
年， 广州市举办第三届慈善项目
推介会，以“社区慈善、人人可为”
为主题，推动“慈善回归民间”。该
届推介会吸引了 130 个慈善组织
参与，共推出 509 个慈善项目，对
接资金超过 4.5 亿元。 主办方表
示，90%以上围绕社区居民特别是
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的最迫切需
求进行量身设计。那些年间，广州
还将发展社区慈善列入政府文件
中，提出了扶持发展社区互助型、
服务型慈善组织， 支持社区社会
组织发展等意见。

那些年， 广州各社区开始培
育社区社会组织， 尝试解决休戚
相关的公共痛点。 2014 年，在广
州市天河区前进街， 退休后从湖
南沅陵来到广州扎根的陈海碧听
到街道的号召，组织 30 多名街坊
组成志愿队，自己担任队长。那时
候， 她给社区的初老志愿者一个
个“电话”过去，邀请大家一同探
望街道孤寡老人，筹款救急，捡拾
社区垃圾，甚至关爱街边露宿者，
一干就是八年，风雨不改。在海珠
区江海街， 同样退休了的江海英
在社工引导下成立了海伦环保公
益团队， 用各种方法宣传垃圾分
类，保护社区环境。

在志愿者掀起社区服务风
潮的同时，社区慈善的主体也逐
渐清晰。 2019 年，广州市民政局
发布《广州市实施“社工+慈善”

战略工作方案》， 提出在全市社
工站设立慈善捐赠站点，鼓励镇
街设立发展社区慈善基金（会），
社区慈善基金由街坊、 社工、街
道、社区企业、居委等组成管委
会，决定善款用途。

“过去，虽然也能通过和公募
机构合作筹款， 但始终与居民存
在距离感。 ”一位社工分享道，“现
在，居民愿意为社区捐款，因为大
家都知道， 这些都是用来帮助身
边的街坊的。 ”2021年 8月，善城
广州发起的广州社区慈善线上调
研亦显示， 逾 73%市民愿意向社
区慈善基金捐赠， 期待社区慈善
活动内容可以更丰富， 更贴合不
同群体的服务需求和捐赠意向。

为社区培育 优质慈善项目

在广州， 街坊愿意捐时间，
也愿意捐善款，最重要的是———
能帮到身边的人。

开发设计出街坊认同的慈善
项目，尤为重要。 近年来，围绕聚
焦民生保障需求、 助力乡村振兴
建设、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
广州开始打造“长者饭堂”、羊城
“幸福家园”“微心愿”等一系列社
区慈善品牌项目， 由各个社区慈
善基金筹集善款， 根据街坊实际
情况灵活调整方案，在社区落地，
拓宽街坊助力乡村振兴、 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途径。其中，在越秀区
光塔街，“圆梦光塔” 党建公益项
目可谓家喻户晓。

在光塔街繁华闹市的转角
小巷， 藏着不少超过 30 年楼龄
的老旧楼房， 住着一些贫困家
庭， 这些家庭的孩子学习环境
差，有的光线暗，有的就在客厅
餐桌上学习，甚至是在自己的床
上搭一个小木板当课桌，一直渴
求能有一个可以读书的小书房。
这些年，通过广州市慈善会圆梦
光塔社区慈善基金，社区企业家
纷纷参与认领微心愿，为生活在
同一片土地上的孩子们优化居
家学习环境。 这一社区慈善项

目，也被社会各界奉为美谈。
在海珠区素社街，生活在这

里的 60 岁以上老人占常住人口
比例超过 20%，又因为有大片不
适合加装电梯的旧式楼梯房，容
易导致社区内长者上下楼梯不
便，甚至发生跌倒的事故。 彼时，
社工们想到通过筹集社会资源
为长者居住集中的老旧楼房加
装扶手，并将项目上线到广益联
募上———“每筹集 95 元，我们就
可以为长者配置一米扶手”，并
开展了“慈善登高”———为阿公
阿婆加扶手爬楼体验等活动，在
社区里掀起不小的慈善热潮。

与此同时，为培育社区优质
慈善项目，广州市慈善会、广州
市善城社区公益基金会连续三
年开展广州市社区公益微创投，
鼓励和培育优质社区慈善项目，
成为广州社区公益慈善的重要
支持力量之一。 正是在社会多方
支持下，截至目前，全市共设立
社区慈善基金 447 个，基本实现
社区慈善基金全市街镇全覆盖，
筹集善款 4525.36 万元， 以小资
金撬动大服务，有效增强了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值得关注的是，创投资金只
是“加速器”，社区慈善的关键还
在于社区全动员。 2021 年 9 月，
广州正式实施《广州市慈善促进
条例》，同时废止《广州市募捐条
例》，同年 12 月，广州市民政局
印发实施《广州市推动社区慈善
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3 年）》，
明确到 2023 年底实现社区慈善
（志愿服务）工作站在社区 100%
全覆盖，并对社区慈善发展提出
了更明晰的方向，在原有社工站
的基础上搭建集慈善、 社工、志
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慈
善载体，将社区居委、街道、社区
企业、街坊悉数动员起来。 不少
社区工作者对此颇为期待，“希
望慈善作为社区治理的一部分
融入各个社区工作中， 这样一
来，社区慈善在社区中将有更强
的存在感。 ” （据善城广州）

社区，一直是广州慈善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年来， 从居民自发参与 ，
到公益慈善组织回应社区需求，
汇聚慈善力量，实施各类慈善项
目， 再到各类支持政策出台，资
助或创投活动持续开展，社区慈
善基金与社区慈善 （志愿服务）
工作站实现全覆盖……充满温
暖与善意的社区慈善，正成为无
数广州人生活的一部分。

十年前，社区慈善已在这座
城市的“人情味”中悄然萌芽，街
坊之间守望相助， 谁遇到困难，
大家就伸手帮一把； 十年后，广
州实施 “社工+慈善 ”战略 ，每个
镇街逐渐搭建出完善的社区慈
善综合服务平台，社区慈善从一
种情义逐渐转化为一种机制，成
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

■ 苏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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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慈善：

温暖与善意，在善城广州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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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羊城慈善月，广州多个公益慈善组织参与线上线下募捐 公益机构在义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