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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公益扫描

公益项目设计要让需求最大化尊严最大化
——专访西南大学副教授、西南大学志愿服务与社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林波

本报记者 余虎

在重庆，有这样一个基金会，
成立13年来，一笔笔救命款项，
庇护了上千名白血病儿童。

“重庆日报2018年度公益盛
典评选”启动后，市红十字会将

“重庆市儿童医疗救助基金会白
血病救助项目”申报为年度公益
项目。

这个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就是
以资助本市0-18岁以下白血病
儿童为主要工作，至今对白血病
儿童的救助项目已实施13年。

确保白血病患儿前
期基本治疗经费

记者了解到，重庆市儿童医
疗救助基金会成立于2005年 8
月（原名为重庆市白血病儿童救
助基金会，于2012年经市民政局
同意更名，以下简称基金会）。

“基金会成立的初衷就是针
对我市18岁以下白血病儿童进
行资助。”市儿童医疗救助基金会
负责人告诉了记者一组数据：根
据我市儿童医院提供的资料，
2004年9月至2005年8月，该院
诊断的白血病儿童因经济原因放
弃治疗的高达85%，即90名儿童
中就有76人放弃；而2005年9月
至2006年8月，基金会成立的第
一年，110名白血病儿童中放弃
治疗的大约在40%至50%之间，
首次出现下降。

该负责人介绍，自2005年8
月至2018年9月，基金会共计受
理本市贫困家庭白血病儿童资助
申请1219名，经基金会办公室初
审，报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并对
外公示，共计实施白血病资助计
划59期，对1183人（1621人次）
的白血病儿童进行了救助。

基金会资助标准按市政府
《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试点工
作实施意见》规定执行。除此之
外，以化疗方式治疗的患者资助3
万元，以干细胞移植方式治疗的
患者资助 6 万元（不含自体移
植），计 划 发 放 救 助 款 共 计
3732.21万元。

让人欣慰的是，基金会成立

之后，基本上确保了白血病患儿
前期基本治疗经费，据基金会成
立10周年统计数据，白血病儿童
放弃治疗的比例已下降至不到
20%。

基金会运行公开、透明

市儿童医疗救助基金会负责
人表示，基金会成立之初就是重
庆市唯一一个儿童白血病救助专
业基金，对全市困难家庭白血病
儿童的救助实行了全覆盖。在全
国儿童大病救助工作中，基金会
已走在同行业的前列，并对其他
省市开展此项救助工作提供了可

借鉴的经验。
为保证基金会资助项目实施

的“公平、公开、公正”，基金会制
定了资助项目“救助申请、评审程
序和资助标准”，并在市内各定点
医院进行张贴。基金会先后成立
了专家委员会（由市内各三甲医
院血液科主任组成）、评审委员会
（由基金会理事、监事、主要捐赠
人、三甲医院血液科主任组成），
对经基金会办公室初审通过的患
儿申请进行评审，决定其资助金
额和治疗方式，并将通过的资助
名单在基金会网站公示5个工作
日后，再与患儿家长签订资助协
议。

同时，基金会每年均聘请第
三方评估机构对基金会财务状况
情况进行审计，并将年度报告全
文、摘要在重庆市红十字会网站、
基金会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
各界的监督、检查。

救助让一个个孩子
跨越死亡线

近日，基金会工作人员来到
涪陵区受助儿童小罗家中回访。

当年身患白血病的小姑娘，
现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健
康活泼。小罗的奶奶告诉大家，

由于基金会的救助，小罗的白血
病治疗很成功，恢复也好，7年没
有复发，孩子现已上初中一年级
了。

救助一段时间后，基金会会
联合我市几大救治白血病患儿的
医院开展后期回访。根据回访记
录，得到救助的白血病患儿存活
率达到60%以上，当年获得救助
的孩子有的已经恢复健康重返校
园、有的参军、有的考上公务员、
有的已成家为人父母……一个个
孩子通过救助治疗从死亡线上跨
越过来，获得重生，也增强了患者
家长坚持给孩子治病的信心。

这个基金会守护重庆白血病儿童13年
本报记者 张莎

■近日，重庆医科大学欧美同
学会走进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开展

“健康服务进基层”义诊活动。活
动现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
科、神经外科、心血管内科、肝胆外
科、骨科、泌尿外科和口腔科的 9
名专家教授为五百多名群众提供
了现场诊断、健康咨询。

■11月1日，渝中区乐此公益
携手重庆儿童医院病案室志愿者
来到巫溪县沙渔村小学，为孩子们
送去崭新的彩色图文书籍，并开展
活动普及健康安全知识。

■11月2日，重庆市渝中区静
水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来到渝中区
大坪街道金银湾社区，组织辖区
亲子家庭开展“生态文明进社区”
活动，通过“粒粒皆辛苦”夹米粒、
一棵筷子树等游戏，提升小朋友
的环保意识，并带领亲子家庭为
社区餐馆送环保卡，发出环保倡
议。

■11月3日，大渡口区春晖路
街道古渡社区开展“旧书换绿植”
公益活动，居民用3本旧书可换一
盆绿色植物。这项公益活动深受
居民欢迎，不到两天时间社区已换
出50盆绿植、换回近200本书籍，
这些书籍将统一捐赠给贫困山区
小朋友。

■11 月 5 日，由团市委、市公
租房管理局共同主办的“和谐社
区 青春同行”重庆市公租房社区
市民学校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两
江新区康庄美地社区举行。全市
已建成的 9 所公租房社区市民学
校，将开展科普文化类、家庭教育
类、就业技能类、传统文化教育类、
爱心便民帮扶类、文体娱乐类等六
大类技能提升公益活动。

■11月6日上午，重庆五洲世
纪集团向九龙坡区人和小学两千
多名师生赠送了价值30万元的阅
读教室一间，助力孩子们健康成
长、广泛阅读。

■11月6日，渝北区龙溪街道
金紫山社区市民学校和新鸥鹏学
多多教育机构联合启动青少年儿
童安全知识公益课堂系列活动。
该活动针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问
题，设计了一系列丰富的安全实践
模拟游戏，让孩子们同父母一起体
验，以此增强青少年儿童的安全意
识，提高自救互救技能。

■11月6日，由重庆市生态环
保志愿服务总队、渝中区巴渝公益
事业发展中心、长寿区环保局、龙
河镇主办的“百镇千村万户”生态
环保宣传教育活动暨乡村生态振
兴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活动
通过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方式，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环保普法、生活方式绿色化、
环境污染投诉等内容，深入开展环
保知识宣传。

■11月7日，大渡口区九宫庙
街道锦霞社区开展民族政策法规
进社区公益活动。志愿者针对少
数民族居民较为关心的热点问题
进行讲解，法理通俗易懂，讲解深
入浅出，案例贴合实际，受到居民
欢迎。

“我们做这个项目是为了让他
们感到骄傲，而不是感恩。”10月31
日，在分享“来自大山——民族传
童”公益项目时，西南大学副教授、
西南大学志愿服务与社工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周林波指出，公益产品设
计，从有形化到无形化是个趋势，最
终提供的是一种志愿服务理念，需
落脚到人的需求上，让人的需求最
大化、人的尊严最大化。

周林波说，我们习惯了志愿者
穿着服装去做服务，其实，我们不用
穿戴任何标志去做志愿服务。志愿
服务的本源，应该是生活化了的奉
献行为。

在周林波看来，公益产品按照
价值分类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最
传统的公益产品，周林波称之为正
向产品，就是捐钱捐物这种慈善。
这种公益产品，把物权进行一个转
移，强调价值的正向转移。它的优
势明显——快速简单，可复制，效率

高。但劣势也很突出——双方地位
不平等，高高在上的是恩人，而接受
的一方就是弱者。相对捐赠者来
说，接受的一方显得过于被动，往往
会被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或者低价
值。比如留守儿童，事实上没有任
何一个孩子愿意被人家称为留守儿
童，这种产品标签化很明显，缺乏很
好的持续。

第二类是平行的公益产品，它
关注的是接受帮助的人能不能够自
力更生地去创造价值。比如“5·
12”汶川地震后，志愿者去帮助那
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找到一些生活
的希望，给他们一些技术的传递。
这种公益产品的优点比较明显，就
是双方地位比较平等，它的持续性
比较长。

周林波最看重的是第三类翻
转式的公益产品，这也是未来公益
产品的走向。他以去帮扶山区儿
童为例，形象区别了3类公益产品

的不同——。
比如去山区捐赠物品，包括书、

电脑、文具等等，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捐赠仪式现场：主持赠品交接后，孩
子们会唱起《感恩的心》。而实际

上，你会发现很多孩子唱着《感恩的
心》，但是他并没有感恩的感觉。所
以对正向的产品来说，它会有这样
的缺点。

平行产品的操作，就是派一些

支教的老师，或者是志愿者到山区
给孩子们上英语课，教他们英文，让
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而翻转式的公益产品设计，不
是去教孩子们英文这些东西，而是
把寨子里的老艺人请出来组建一些
社团，让老艺人把最喜欢的歌唱、舞
蹈技艺，或者手工、文字、历史，传承
给孩子们，然后让孩子们到大城市
去演出。让孩子们站在大都市的舞
台展示自己民族的文化，这才是他
最骄傲的。很显然，这种公益产品
最终指向的是让他骄傲，而不是让
他感恩。这就是翻转公益产品理念
上的设计不同。

同理，我们还可以设计类似的
公益产品，比如把视障人士培养成
舞蹈的老师，然后再让他们去培训
都市白领。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
个都市白领，当你走进专门的培训
学校学习舞蹈时，发现教你跳舞的
人居然是一位盲人，你会是什么样

的感受？通过这种公益产品，对于
视障人士无疑将是巨大的提升。

重庆两江新区逸航青少年发展
中心有个公租房社区青少年“137”
关爱计划，这个公益项目不去辅导
公租房社区孩子们的作业，也不去
给他们物质支持，相反，让他们自
己组建志愿者服务队，服务辖区居
民，甚至参加了智博会的相关服
务。在奉献和志愿过程中收获成长
和自我感悟。相信这些孩子对于快
乐是来自给予还是接受，更有直观
的感受。

“翻转公益产品和平行公益产
品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彻底放下
自己是优势主体的一种姿态，而转
为欣赏那些原本是弱势一方的优势
价值。”周林波说，产品设计时，要尽
量给他们一个让他们骄傲的场景，
让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来获得更多
的掌声。“这才是我理解的帮助这群
人的一个根本的要义。”

点击公益项目

公益在社区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日，
渝北区委政法委机关党支部与两路
街道同兴社区党委联合挂牌“包青
天巡回调解工作室”，开始公益调解
进社区的新尝试。

记者了解到，工作室成员均由
调解专家、法官、律师、社区干部、综
治干部等组成，他们参与邻里纠纷、
物业纠纷、家庭内部纠纷等的调解
公益志愿服务，联合打通司法服务
基层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1月6日，“包青天巡回调解工

作室”就召集30多名居民来到社区
座谈。这些居民都是汉渝路125号
原活塞厂家属院的居民，他们的住
房修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
年久失修、缺乏资金，大部分居民以
物业管理差、停车难为由拒缴物业
费，导致物业公司入不敷出，准备撤

场。
调解志愿者包志华、王婉莉等耐

心倾听居民诉求，又逐条沟通和讲解
物业法，达成初步的处理方案后，又
与物业公司一起商议，要求物业公司
对居民提出的意见逐一进行整改落
实。最终，调解志愿者形成了初步的

物业管理协议，并将在近日公示在每
个单元楼，征求业主意见。

记者了解到，公益调解进社区
一周时间，志愿者已完成调解 3
件。为保障公益项目顺利进行，渝
北区政法委将在今后为调解室提供
业务咨询和业务培训。

渝北区设立社区“包青天巡回调解工作室”

重庆市儿童医疗救助基金会供图▲受基金救助的白血病儿童。

周
林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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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重庆市儿童医疗救助基金会工作人员看望受助白血病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