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坤叔“转正”记
本报记者 张亚男

从 2005 年开始，广东东莞的坤叔就一直在为他的助学团队争“名分”。
这个助学 23 年、资助学生数千的公益团队，因为数不清的理由，被注册部门拒之门外，一

直在做“黑户”。
直到 9 月 29 日，一篇《坤叔公益团队“转正”受挫背后》的报道给事情带来转机。国庆节有

关部门加班，两小时内给坤叔助学团队正了“名分”。
“峰回路转的戏剧，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65 岁的坤叔总结说。

坤叔拿到东莞市民政局的批准通知书后笑了。（受访者本人提供）

公益“黑户”的苦恼

从“坤叔助学团队”成立那天
起，坤叔就一直想着“正名”的事
情。
“坤叔”是大家对 65岁的张坤

的尊称。从 1998年开始，这个东莞
企业家就卖掉自己的建材，开始专
职义务助学。而在此前十年，坤叔
已经开始个人捐资助学。

不断有热心成员参与到他的
助学行动中去，有的是慕名而来，
有的是请他牵线搭桥。到 2000 年
左右，坤叔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团
队，近千名成员加入进来。
2000年，还没有“坤叔助学团

队”这个名词。那年，团中央在湖南
颁发了一个奖，对一些助学公益组
织和个人进行奖励，但是到坤叔这
里，事情就难办了。
“其他人都是某某公司、某某

团体，只有我们没有名字。”坤叔和
他的助学志愿者队伍不知道该用
什么字眼代表自己。

主办方领导只好临时沟通商
定，“坤叔助学团队”被火线命名。

第一次，他体会到“名不正则
言不顺”的尴尬。
没有名分，就不敢大张旗鼓地

宣传自己的理念，怕遭到别人的攻
击。团队成员讨论时，不敢留开会
记录，只能偷偷地聚会。
而更让他着急的，是团队运作

和“接班”的问题。
助学团队的维护和运作几乎

全靠坤叔个人的道德魅力。到目前
为止，大多数助学者都需要靠坤叔
牵线搭桥，完成自己的善举，而两
头是数以千计的捐助者和受助者。
团队中的人各有事业，没有人可以
像他这样“专职助学”。
已中过风、做过两次心脏手术

的坤叔越来越着急，许多现实问题
就摆在眼前。
“大家总说坤叔如何如何，如

果有一天，坤叔不在了，这个团队
不能就这么散了。”他拿起一根香
烟，慢慢点着，吸一口，“所以急着
注册，就是考虑这一点。”

坤叔参加过希望工程最早启
动工作的调研，对于民间公益，他
看得多，也想得远。“从希望工程开
始，我知道很多助学组织，很多民
间团队，他们都是昙花一现，坚持
不了三年两年。没有注册，没有组
织，没有人管，它就散了。”

“挂靠”的难题

从 2005 年开始，坤叔抓紧办
“转正”的事，开始以“助学者协会”
的名义申请登记。
当时的情况是，像助学团队这

样的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必须先
找到一个主管单位，才能向有关部
门提出注册申请。于是坤叔开始

“找婆婆”。
接踵而至的就是一连串的碰

壁、尴尬和笑话。
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教育局、残联、妇联、团委、政
协、个体协会……找过多少个部
门，坤叔记不得了。但答复是一致
的：我们管不着你。

关工委的人瞅着当时还没退
休的坤叔一脸惊讶：“我们这里都
是老干部的组合，你们团队里什么
人都有，做生意的、民主党派的、工
人农民解放军……你们怎么是归
我们管呢？”
为了找到“婆婆”，“擦边球”也

打过不少。坤叔找到妇联，试图用
“助学——— 孩子——— 妇女儿童工
作”的关系说服妇联接收下他们这
个队伍。
当时被拒绝的情形，至今想来

让人哭笑不得。“被笑话，被人家赶
跑，好丢脸。”坤叔说。
2008年左右，民间组织注册的

口子松了些。吉林、深圳等地开始
放宽政策，不时有某某团体注册成
功的消息见诸传媒，助学团队的一
个深圳成员跟坤叔打了包票：“来
深圳注册吧，一定能成。”

坤叔兴致勃勃地抱着一堆材
料，登了深圳民间组织管理部门的
门。没想到对方一句话把他打回了
原形：“助学也算是个行业吗？”
“美容美发的、拉二胡吹口琴

的、冶金行业、做饮食的都有协会，
助学也算是一个团队吧？都是爱
好，和吹口琴拉手风琴有什么区
别？”他想不通。
2011年 4月，广东省民间组织

管理部门的一位科长明确告诉坤
叔：“政策已经放开了，你完全可以
在东莞注册，马上就可以注册。”
“我说我不想再去找了，就算

去也是揣着炸药包去。那位科长半
开玩笑地说，‘你什么时候去，可以
算我一份’。”

“这次不一样啦，

去试试吧”
2011年 8月 5日，东莞明确宣

布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松
绑”——— 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可直
接申请登记，不必再寻找业务主管

单位做“婆婆”。
但折腾了六七年的坤叔有些

折腾不动了。
“说不定又是雷声大雨点小，

每次去我都要发火，不想再去找
啦。不注册不找他，我们也走了 23
年了。”看着媒体上吵嚷得厉害的
消息，这个 65 岁的大叔边说边摇
脑袋，“真是怕了哟。”
“这次不一样啦，去试试吧。”

当地一位媒体记者鼓动他。
8 月 9 日，坤叔第 7 年、第 N

次提出注册申请。
这次的态度确实不一样。一番

沟通之后，气氛好得不行。对方甚
至表示，即使坤叔团队达不到登记
条件，也可以先备案，取得合法身
份。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注册的事

儿准成了。坤叔欢天喜地地提交了
材料，回家等通知。
三天后，有消息了。
对方的答复是：请示过省民间

组织管理部门的领导，名称不对。
坤叔申请的团队名称为“东莞

千分一公益协会”。于是这个名字
被拆分成三部分，对方不厌其烦，
逐一说明“问题”所在。
第一，“千分一”有可能会让公

众误解为“硬性摊派”、“强迫捐
款”，违背了慈善自愿的原则；

第二，“公益”二字涵盖太广，
而坤叔助学团队目前的业务范围
仅限于助学；

第三，“协会”涉及的面更广，
总不能以后有助学的都要加入到
你这里来。

一二三，条理分明，坤叔一下
子被说愣了。

东莞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经办
官员笃定地跟他说：“千分一”的说
法，一定不能用。
“也就是说，一个名字 7个字，

全都有问题？”坤叔反问。
团队之所以坚持“千分一”的

名称，是因为团队人员 20 多年形
成的一个共同理念——— 拿出合法
收入的千分之一做公益。不接受任
何社会捐款，一对一地直接捐助，
团队成员公开透明地花自己的钱，
资助贫困学生上学。
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数以

千计成员的集体行为，有目共睹，
怎么就成了“硬性摊派”？

“说我们有摊派之嫌，这很荒
唐。我们就是个民间组织，我们有
什么权力去摊派？我叫你给我 5分
钱你给吗？叫民政厅每人给我 5分
钱他们给吗？我们这么多年不接受
社会捐款，一直坚持到现在。怎么
就有摊派之嫌了？”

气急了的坤叔不想再解释什
么，喘口气，只说了一句：“算了，
‘千分一’不能用那就不用，我不注
册了，我们放弃。”

对方不吭声。注册的事再次
“黄”了。

又有9 家社会组织

递交了“转正”申请
事情就此搁浅，一晃又是一个

多月。
10月 1日清早，一个电话打到

坤叔手机上，正是东莞民间组织管
理局这位官员的电话。
对方通知他开一个协调会：假

如有空，麻烦您下午 3点到市政府
来一趟，有点事要商量。
毫无由头的一句话，让坤叔猜

了半天。
坤叔甚至想到了“看下午是进

牢房还是拘留所”。因为此前，他跟
相关主管部门吵得实在厉害，拍过
桌子、吵过架。
一个当地媒体记者打来电话：

“坤叔你不知道呀，省里主要领导
关注你这个事啦。”
“完了，可能要被抓起来判个

一年半年。”坤叔心里闪过这么个
念头。
9月 29日一篇《坤叔公益团队

“转正”受挫背后》的报道，引起有
关领导的重视，给事情带来转机。
10月 1日下午 3点，广东省民

政厅副厅长王长胜带队，十余人在
东莞市政府开了协调会。

下午 4 点，会谈结束，一行人
来到助学团队办公所在地天海大

厦，考察资金、场地等问题。
下午 5点左右，坤叔拿到盖有

东莞市民政局公章的《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批准通知书》。注册名称
“东莞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
“千分一”的提法维持不变。
7年寻求注册的“坤叔助学团

队”，终于修成正果。
从 10月 1日下午 3点协调会

开始，到坤叔拿到那张薄薄的《批
准通知书》，时间不过两个钟头。
坤叔有些晕，有些惊，但他说，

他没有喜，真的没有。“热情都耗没
了，也就只有惊，没有喜了。”

直到获得登记批准，坤叔还
是想不明白，他们搞助学、搞公益
都 23 年了，公益团队所做的一切
都可以放到桌上用放大镜来看，
“到底还有什么好提防的？”

“注册成功了，可能更会得罪
人。”坤叔的顾虑很现实，因为经
此一事，和当地主管部门之间的
尴尬是免不了的。“以后见面要怎
么说话？只怕大家会很难相处。”

根据统计，东莞市目前已有
3000多个民间组织在册，而刚刚添
上去的“千分一”公益组织，无疑是
其中最曲折和最有故事的一个。
“坤叔事件”后，广东省民政

部门表态，今后除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需行政许可外，其他公益服
务类社会组织均施行直接登记
制，各地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或
拖延执行。

广东省《关于进一步培育和
发展行业协会和商会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社
会组织的方案》两个政策性文件
已经草拟。

截至 10 月 13 日，东莞 3 家
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已经正式登
记，9 家社会组织递交了“转正”
申请。
“峰回路转的戏剧，终于有了

一个比较好的结局。”65 岁的坤
叔总结说。

B03
2011年 10月 17日 星期一

编辑：张洪波 美编：马晓迪 组版：秦川

深读·观察


坤
叔
和
被
资
助
的
孩
子
在
一
起


︵
受
访
者
本
人
提
供
︶

（上接 B01 版）

在设计风格上，布正伟将这
座校门定位为“古典音乐”，直
线条设计，棱角分明，向上取金
字塔收束之势。整体呈纯灰色
调，威严凝重。在布正伟看来，
校门不是表现气势和外表，更重
要的是要体现学校的底蕴和历史
文化根脉。北洋大学堂诞生的
1895 年，正是甲午海战惨败、洋
务运动宣告失败之年，怀着“自
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理
念的盛宣怀，力促北洋大学堂的

创办。“这个新校门，是否担得
起百年沧桑”，在布正伟心中，
这正是天津大学校门设计成败的
关键。

云南师范大学高教所的冯用
军对大学重建校门的看法比较激
进，他说，几乎很少听到有国外
名校重建校门、重建教学楼等情
况，而中国高校现在就像是一个
大工地。

冯用军就职的云南师范大
学，是西南联大旧址所在地。这
个“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
最完好的教育形式，培养了最优

秀的人才”的大学的校门，只是
用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
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
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
学”。如今，在云南师范大学校
园中央，还保留着一间铁皮顶、
泥巴墙、木格窗的房子，这是目
前仅存的一处西南联大教室。

这间 60 平方米的教室里有
讲台和椅子，却没有书桌。别看
教室这么简陋，这却是建筑设计
大师梁思成设计的。”抗战时
期，联大经费严重不足，即便是
建筑大师，也难为无米之炊。

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
却被誉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涌现
出一批大师级人物。 23 位“两
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 6
位是联大校友； 2000 年以来国
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有 3 位
是联大毕业生；解放后的两院院
士中，有联大学生 90 人；联大
学生杨振宁、李政道是本土培养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如今，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一
个象征。北大教授陈平原看了西
南联大的老照片特别感动，他
说，现在很多大学过于注重经

费、排名、获奖，而忽视了大学
的精神。联大精神，体现在政治
情怀、学术抱负、远大志向上。
“他们的那种精神是写在脸上
的，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一
个个站在那儿都很精神，比我们
大学的合照好看多了。大学精神
要谈论，不谈论它就会消失。”

所以，“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与
积淀，对一所大学是很重要的。如
果校门追求华丽和宏大，反而与
大学精神不相称。如果变来变去，
那你说，未来要留给后人哪张面
孔呢？”布正伟反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