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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资金保障不足
是工作中的突出困难

作为我省志愿者的标杆人物，
郑兴杰也常常感到很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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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台风期间，我省志愿者组织爆发式出现，在救灾力量中格外引人注目，但是要实现全民志愿还有很长的路——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很多志愿者把今年称作“海南志愿者元年”，可实际上省志愿者协会早在1995年就已成立。这是为什么？

从“威马逊”到“海鸥”，短短2个月，我省民间志愿者们迅速成规模走上前台，以亲历者的角色参与了这期间我省的“灾害大事件”，恰如汶川地震的2008年被称为“中国志

愿者元年”一样。这种民间志愿者组织的爆发式出现，加上已有的志愿者基础，正共同快速推动我省志愿者事业发展。

目前全省已有注册志愿者约24.77万人，在文明交通、社区服务、关爱农民工子女、助残助老等方面做了很多值得称道的事情。

“从更多官办到更多民间，这是海南走向‘全民志愿者’的一个良好迹象。”我省志愿者标杆式人物、网名“龙哥哥”的郑兴杰认为，但要真正实现全民志愿，还需更多努力。

什么是全民志愿者？志愿者们描
述了这样一幅令人激动的场景：人人都
是志愿者，从高龄长者到稚龄学童，人
人都能献出爱心；志愿者无时不在，无
处不在——从图书馆、医院到居民社
区，再到车站、码头、景区景点，志愿服
务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绝对的每个人都是志愿者
的理想社会不可能存在，但是形成一种
受到全社会普遍认可并积极参与的志
愿者文化，志愿者占到全民总数的比例
相当高，让志愿者服务成为社会运行的
支柱力量，这或许就可称为全民志愿者
了。”省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周卉说。

作为省会城市，海口已经开始了这
方面的尝试。

9月18日，海口市发出号召，仅两
天后就召集5000多名志愿者，上至市
长，下到普通民众，一起到西海岸为遭
受“海鸥”重创的西海岸志愿清障清
污。这是海口防御强台风应急总预案
首次演练社会总动员的一部分，让人看
到了海口走向“全民志愿者”的希望。

“两次台风孕育的众多民间志愿者
组织，为这次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省
汽车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李俊龙表示，这
次活动中有众多诸如阳光义工社等在

“威马逊”中壮大的志愿者组织参与。
作为一个早已参与我省志愿者活动的
人，他对两次台风后我省民间志愿者的
蓬勃兴起印象深刻——

7月18日，是后来名气很大的“民
间义务救援队”成立的日子，短短几天
时间，这个救援队就发展到300多人。

在台风“威马逊”后组建的志愿者组
织还有很多，包括海南巾帼志愿者服务
队、海南省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联合会、
文昌紫贝侬家慈善会等，海南阳光义工
社、德行天下海南管委会等数十家社会
组织，并联合成立海南义工联合会。

这些民间志愿者组织的能量究竟
有多大，可以从“民间义务救援队”队长

“石头”提供给记者的救援物资清单中看
出：“威马逊”台风后的12天里，他们走到
了以自然村为计量单位的88%的受灾地
区，送达的物资价值总额超过300万元。

“全民志愿者是每个志愿者的最美
好希望。”我省志愿者标杆式人物、网名

“龙哥哥”的郑兴杰说，因为这不仅是推
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促进经济
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香港，超9成政府提供的社会福
利，都依托于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所属的
320多个各类型社团。2009年香港志
愿者的总服务时数为8700万小时，逾
50%受访者从事超过30小时的义务工
作。以经济价值计算，这些服务的价值
达55亿港元。

“海南实现全民志愿者的空间还很
大。”周卉说，美国参加志愿服务的民众
占人口比率38%，香港地区是20%。哪
怕达到香港的比例，海南志愿者也能从
目前的20多万增加到近200万。然而，
要实现这样的美好愿景，面临着太多的
困难。

“我现在每个月忙得晕头转向，连节假日
都没空休息陪家人，偶尔难免也有退出的想
法。”

“龙哥哥”郑兴杰说出这样的话，让很多
人很吃惊，因为他是我省志愿者服务的标杆
人物。他记得，几年前他整天忙日忙夜，也
没有收入，老爸看不过去，说他是“四不像”：
官不像官、商人不像商人、工人不像工人、个
体户不像个体户。

郑兴杰是“龙哥哥爱心社”的负责人，也
是全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每个月工资
不到3000元，下了班还去做志愿者，相当一
部分收入都花在组织建设和帮助他人上
了。幸亏家境比较好，他的车、房都能靠“啃
老”来实现。在2006年全身心投入志愿者
工作前，他其实是比较成功的商人，如果再

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的事业会做得更
大。这也是他父亲寄予的厚望。

“志愿者做久了没有朋友。”他开玩笑
说，这主要是募捐多了惹人烦。“威马逊”台
风中他发起募捐，很多人群起响应，而“海
鸥”台风中再募捐，很多人就不再响应了。

“在微信圈里发个笑话很多人回，但发起募
捐却很难再有人点赞。”

也许正是看到了他的困境，很多单位向
他伸出了“橄榄枝”，包括一些民间志愿者组
织。但他还是舍不得现在的岗位：“毕竟现
在任省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调动社会资源
能力肯定远大于普通民间志愿者组织，而志
愿者工作最需要的就是社会资源。”

虽然做志愿者工作有很多现实压力，但
他仍然觉得自己做志愿者工作是幸福的。

在采访时，他不停地接到各种寻求帮助
与感谢的电话。其中一个是文昌翁田镇上
苑村主任谢晋广打来的，向他报告由郑兴杰
发起募捐并刚修完的晒谷坪每天都在浇水
养护，情况良好。

那是今年7月23日，他带着团队到上
苑村救援灾情时，想让自己创办的椰风海韵
农民工艺术团为灾民们进行慰问演出，却发
现该村连个活动场所都没有，于是决定为之
修建晒谷坪。他通过腾讯的“人人公益”发
起募捐，几天内就收到捐款9万多元，为周
边3个村子都各修了一个晒谷坪。“看得出
来，村民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他说。

志愿者活动的带动效应，也是让他为之
振奋的一个因素。

2010年我省遭遇大洪灾，万宁龙滚镇

端熙村道路被冲毁。他发起募捐，为村民修
建了100米的新路。当地政府知道后，马上
答应为之配套修了一座对接主要干线的桥
梁。

近年，他常带志愿者们去海口新华北路
孤寡老人谢春蓉家拜年。老人在自己的日
历画册上，每个月中都有两天被划上了圈
圈。这两个圈圈是志愿者来探望她的日
子。她已经习惯把志愿者探望当成了自己
生活的一部分。老人的一个远房亲戚看到
电视报道后，也跟着到老人家拜年，送去
100元礼金，并说：“连志愿者都来看您还送
礼物，我们作为亲戚更加应该多关心您！”

“我们志愿者的一点小付出，能够带来
一点社会的进步，带来人心的一点净化，这
是我个人最大的满足！”郑兴杰笑着说。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是很多
志愿者的共同感受。

“我们不是廉价劳动力。”刘华威曾经是
海职院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他发现很多时
候志愿者被当成“打杂”的。2008年，他带
30名同校志愿者参与了某市一个自行车赛
事的服务工作。期间他们被拉到乡下负责
赛道守护，在阳光下暴晒了一整天，都晒伤
了主办方却无动于衷，赛事结束时还把1个
志愿者忘在偏远的乡下，后者不得不自己找
车回城。为节省赛事成本，主办方还将赛后
回收隔离铁栅栏的工作让志愿者干，“而这
本应是出钱请工人干的活。栅栏很重还很
锋利，有志愿者就被刮伤了。”

“志愿者是抱着爱心来参与活动，却未得
到应有尊重。”刘华威说，很多志愿者承担了很
多原本应该是政府或企业自身应承担的工作。

郑兴杰讲了自己的一个尴尬事。海口
某企业为替自己作宣传，搞了个送书下乡活
动，让郑兴杰垫付活动经费，活动后却赖账，
至今未付这笔钱。经费本就捉襟见肘的他，
也只好自认倒霉，而缺少经费正是志愿者组
织面临的最大瓶颈。据报道，深圳有63.8%
的义工曾面临资金紧张问题。

“募捐不到是个问题，募捐到了也是个问
题。”郑兴杰说，因为捐资人普遍不愿出工作
经费，认为这笔经费应由志愿者组织自己出，
但志愿者自身并非营利组织，工作经费同样
必须通过募捐。例如，最近有商家准备捐50
台热水器，这让他很发愁。因为要找仓库存
储，找车拉到灾区，还要调研发放对象、请人
安装，平均每台至少要工作经费上百元，“仅
安装费就要50元，这些钱从哪里来，我至今
没有找到。”

专业技能人才紧缺、专业装备不足也是
个问题。

由于看到了专业救援力量在救灾中的
重要作用，“石头”等人曾想在台风后建一个
专业救援队伍。但算了笔账之后不得不放
弃：1支专业救援队至少需二三十人，每人光
服装和小型救援装备就需一两千元，加上必
须的冲锋舟等较大专业设备，起码要三四十
万元。“对志愿者组织而言这是天文数字。”

我省66.7%志愿者组织反映资金保障不
足是工作中的突出困难。周卉认为，活动经
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尚未形成制度
化的政府财政支持。二是志愿者组织影响力
不够，资金和项目筹划能力不足，很难募集
到足够的社会资金。三是社会的筹集渠道
不畅。

志愿者组织缺乏发展的战略意识、短期

行为明显也是个大问题。
“台风中建立的很多微信群有时几天都

没有人发言。”郑兴杰苦笑着说，很多民间志
愿组织“威马逊”后很活跃，但到了后来就默
默无闻了；即使是继续活跃的组织，也有很
多成员“失联”了。

“志愿者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初衷是什
么？对此许多志愿者组织自身其实尚不明
确。”长期关注志愿者组织发展的中山大学
管理学博士徐柳认为，夹杂在企业、政府之
间的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正是因为没有明确
的目标而左右不定。同时，由于社会缺乏对
志愿者组织事业长期发展的支持，使得志愿
者组织的领导和成员较多考虑短期的服务
效果，而不愿意考虑长期的服务计划。

此外，我省的志愿者还面临着流动性
强、制度化建设组织性不强等诸多问题。

面对蓬勃发展的义务服务，政府是支持
还是支配，是培育还是滥用，是合作还是管
制，这都是值得深入探讨实践的。由于政府
在社会转型中的主导性影响，政府如何认识
志愿者组织，如何确认自身在志愿者服务发
展中的角色定位，直接影响到志愿者组织发
展的外部制度环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
题。

制约志愿者组织发展的难题中有一个
是注册难，一个重要原因是很难找到业务主
管单位，而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中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注册必须有
业务主管单位。但这种情况在我省已得到
显著改变。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伸出援手，在这么
短时间就帮我们重建家园！”17岁的文昌翁
田镇女孩符春霞今年中考被文昌中学录取，
但无情的“威马逊”摧毁了她家房屋，看着村
庄转眼成废墟，家人暂栖帐篷中，她几乎丧

失了继续求学的信心。8月1日，台风中筹
建的文昌紫贝侬家慈善会发起众筹救灾重
建的“筑巢计划”，首个项目就是为符春霞重
建家园。在文昌市民政局支持下，他们用了
不到1个月时间就走完了注册全程。而在
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离不开省民政厅正
在力推的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

省民政厅厅长苗建中说，该厅今年2
月下发通知，对4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
记，涵盖了志愿者组织的公益慈善组织是
其中之一。这意味着志愿者组织注册不再
需要“婆婆”。此项改革成为我省台风过后
志愿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一个重要
原因。

“地方政府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是民间志
愿者组织发展最好的助力。”紫贝侬家会长
陈仕楫说，过去全国大部分义工都没有注
册，然而这些处境十分尴尬的“非法组织”却
在用爱心做着一件又一件的善事，我省的改

革改变了这种尴尬局面。
将志愿者服务深入到社区，是团省委扶

持志愿者组织初见成效的一个尝试。
修理电器、健康咨询、法律援助、关爱老

人……今年6月，由团省委、省民政厅主要投
资支持的全省社区志愿服务站试点——海口
万福社区志愿服务站正式投用，居民不出社
区，通过“志愿菜单”就能获得包括这些内容
在内的13大类社区志愿服务。

尝到甜头的社区居民，志愿服务意识也
不断提升。16名老教授自发成立志愿讲师
团，辖区企业、热心居民、社会组织联合创办
爱心超市，退休医学专家自发成立万恒医疗
保健服务队，有效缓解了公共服务供给压力。

在各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省志愿者协
会在全省各地推行注册志愿者制度，迄今全
省成立志愿者协会46个，各类志愿者服务
队2200多支，注册志愿者约24.77万人。

然而，政府部门的大量介入，也引发了新

的质疑，即“官方”痕迹和“组织”动员可能影
响“志愿精神纯度”。对此，广东青年志愿者
协会研究中心主任谭建光认为需要客观评
价。因为在国内，如果没有政府介入，事情很
难做大。不过一旦介入过度，往往就会出现
陷入僵化、官僚化的矛盾，“这是中国国情”。

“要统筹而不干预。”谭建光觉得，官方
背景浓厚的全民志愿行动并不是坏事，因为
可以借力行政化，形成全社会的志愿者意
识，依托传统发力，但又能摆脱传统的桎梏。

“全民志愿者完全可以实现。”虽然遭遇
了诸多困难，但郑兴杰还是对志愿者活动未
来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志愿者人
人皆可为：一句话、一个动作，一元钱、一个
笑容，都是志愿行为。例如，省残联今年初
发起的“大家都来为残疾人捐助一元钱”倡
议，一时间爱心在琼州大地奔流传递，截至
8月已募集到捐款2400多万元。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

志愿者的热心与尴尬

“威马逊”后全省涌现出数十
家民间志愿者组织，仅其中一家
就走访了88%灾区，送去300万
元救灾物资

志愿者组织
爆发式涌现

志愿者做久了有烦恼
志愿者做久了有远亲

“龙哥哥”偶尔萌生退意：募捐多了惹人烦，月工资不到3000元，靠
“啃老”买车买房，下班后还去做志愿工作，没时间照顾家里

帮助别人又让他觉得幸福：募捐帮村民修晒谷坪，村民时常打来感
谢电话，更重要的是，志愿者活动引起了更多力量参与

募捐不到是个问题
募捐到了也是问题

募捐不到，志愿者组织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但很多捐资人只愿出
爱心物资，不愿出工作经费

例如一商家捐50台热水器，但志愿者需要找仓库存储，还要调研
发放对象、请人安装，钱从哪儿来

政府不管“长不大”
政府管多了变畸形

面对蓬勃发展的义务服务，政府是支持还是支配，是培育还是滥
用，是合作还是管制，值得深入探讨

官方痕迹过重会使组织陷入官僚化的僵局，但如果没有政府介入，
事情很难做大，很多资源调不动

我省环保志愿者在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带动作用。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