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1 年 ， 她 有
133 天都是为了基金
会的公益项目在各地
奔波考察、走访、洽谈。
她不爱接受采访，也不
喜欢在人前摆出领导
的架子。

她说， 春节前她给
基金会的每位工作人员
留了作业， 就是回家跟
给父母讲讲， 在基金会
工作的这一年里自己有
哪些成长和收获， 还要
给父母准备一个小礼物
或者红包。

作为一家老牌基
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在她的带领下，
相信基金会将继续脚
踏实地的稳步前行。

“集善工程”七大行动

■ 本报记者 吴燕辛

品牌 +自律 +监管 三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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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善工程”为 8300 万残疾人谋福祉
� � 三个半小时的飞行，四个小
时的汽车，2 月 24 日， 在中国残
联副主席、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理事长汤小泉的带领下，“集善工
程” 项目督导组来到了广西百
色，对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改扩
建工程进行最后的验收工作。

汤小泉告诉记者：“这次基
金会财务法律部的部长、副部长
和项目主管来参加凌云县特殊
教育学校改扩建工程落成仪式，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来监督这个
项目， 看看基金会投入的这 100
万是否落到了实处。 ”

与地方携手
改扩建特教学校

凌云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西北部， 是百色市所辖县。
2010 年 5 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下基层调研组在广西调研
时得知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面
临师资短缺、 校舍老化等困难。
基金会理事会研究决定，为凌云
县特殊教育学校改扩建工程专
项资助 100 万元并请自治区予
以配套财政支持。

2010年底，国家下拨资金 401
万元，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从

“集善工程”项目中出资 100万元，
凌云县自筹 30.82万元，推倒旧房，
建新教学楼、综合楼、宿舍楼、食堂
各一栋。 改扩建工程于 2011年 12
月底竣工， 学校原占地面积为
1200平方米， 校舍原建筑面积为
960平方米， 现建筑面积为 3916
平方米， 可满足 12个班 160名残
疾学生的学习、康复训练和生活要
求，学校教学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改扩建
工程是“集善工程”助学行动的项
目之一，中国残联副主席、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汤小泉告
诉记者， 做好公益项目是基金会
的核心工作。为打造一个过得硬、
叫得响的品牌，理事会研究确定
了基金会的理念为“集善”，涵义
是“集合人道爱心，善待天下生
命”；品牌是“集善工程”，意为

“集天下之善心， 谋残疾人之福
祉”，邓朴方会长对此予以充分肯
定，并专门为“集善工程”题词。

品牌叫得响， 项目要落实。
围绕此品牌设立了集善嘉年华、

启明、助听、助行、助学、助困、信
息无障碍等七大行动，下设近百
个公益项目。

在品牌项目的带动下，2011
年全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的募款总额达到三亿三千四百
八十三万余元。

加强监管
方可高效透明

对于 2011 年慈善领域出现
的“郭美美”、“卢美美”等一系列
事件，汤小泉认为，这些事件虽
然对公益领域有一些影响，但是
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反思中国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模式，反思
基金会在发展中可能存在的不
足，还有哪些该发布的信息没有
发布，还有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到
位。“虽然我们跟各地的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并不是上下级的关
系，但是，大家都叫‘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任何一家出了问题，我

们都脱不了干系。 ” 汤小泉说，
“因此，在 2011 年我们提出了管
理指导意见，即《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行为规范》， 要求大家都自
律。 ”

“同时，我们还发现一直以来
在工作中更重视募款， 对于善款
使用的监督做得还不够。 ”汤小泉
说，“为加强对项目的监管力度，
增强基金会公信力， 提升公益项
目执行的品质和力度， 促进残疾
人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健康发
展， 理事会除了设立监事会负责
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 还在财务
法律部增设岗位和人员， 专门成
立公益项目监管小组， 制定并出
台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项
目监管工作实施方案》。通过程序
监管、效果评估、廉政监督等三个
环节对所有的公益项目实施立项
评估、事中监管、事后评价等严格
的监督和管理。 ”

2011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 基金会相关工作人员赴江
西九江检查 2010 年集善嘉年华
活动“集善之家”项目执行情况；12
月 5日至 6日，赴山西太原、临汾
监管明门轮椅项目执行情况；12
月 7日至 9日， 赴广西凌云县监
管资助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新
建教学楼项目进展情况……

“虽然我们不可能每个项目
都抽查到，但是重要项目肯定都
要监管到位。 以部门自查自管和
我们抽查主管相结合。 ”汤小泉
说，“公益项目监管小组也会对
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程序不
规范、忽视使用培训细节等问题
提出整改意见。 我们必须要让捐
款人的善款切实有效地被使用，

还得让捐款人知道每一分钱花
到了哪里。 ”

为 8300 万残疾人
争取更多福利

作为中国残联副主席，汤小
泉一心扑在为残疾人谋求福利
上；作为人大代表，她的所有建
议都是为了残疾人能够生活的
更美好。

汤小泉说，残疾人是最困难
的群体， 残疾人最需要关怀，所
以让他们坚强起来并且有尊严
地活着，就要尊重他们、爱他们，
让他们感到温暖。 因此，我们的
项目设计首先必须考虑残疾人
的需求，其次是为捐赠方量身定
做他们所希望的、能够支付得起
的和充分反映他们意愿的项目，
把捐赠方和受赠方联结起来，搭
建受助方和捐赠方的平台。 要是
做得到位，就能使这个平台的作
用最大化，从项目的金额、项目
的效果到受益人群的受益程度、
捐赠者的满意程度， 都一定是最
好的。

为了保证公益项目科学、
高效地执行， 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进一步规范项目执行、
运作流程，汤小泉介绍说，在项
目运作上， 每个项目都要提交
《项目建议书》， 报理事长办公
会审议。 基金会与捐赠方、受赠
方共同组成项目执行小组和项
目监管小组。 在项目执行过程
中， 项目监管小组对项目执行
情况进行跟踪审查。 项目执行
完成后，执行小组还要提交《项
目报告书》。

� � ■集善嘉年华
一项旨在募集专项主题

善款 的公 益 演 出 和 慈 善 活
动，以“助无助者 ”为目标 ，自
2004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7 年
来，共募集善款 2 亿多元。

■信息无障碍论坛
自 2004 年起与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
中国互联网协会共同主办的
一年一届活动， 已成功制定
信息无障碍标准、 开展网页
无障碍行动 、启动 “网络牵手
信息助残”行动。

■启明行动
2006 年 6 月发起的公益

项目，目标是 ：力争用 5 年时
间，让已入档全国贫困白内障
盲人重见光明。 目前已为 11
个省市的数万名贫困白内障
盲人免费实施了复明手术。

■助听行动
2005 年， 台塑集团董事

长王永庆捐赠人工耳蜗启动
“听力重建 启聪行动”项目，
截至 2008 年已捐赠总价值约
1.28 亿元的人工耳蜗 985 套，
惠及全国 29 个省市区的近
千名聋儿 。 自 2006 年起 ，基
金会与瑞声达听力技术有限
公司合作执行为期 3 年的助
听器捐赠计划，3 年共向听障
人士捐赠助听器 11250 台，价
值 2450 万元。

■助行行动
宗旨是关注贫困肢体残

疾人的生活状态与健康状况，
广泛动员国内外社会资源，募
集资金和物资，帮助他们重新
走出家门，回归社会。

■助学行动
2002 年发起 “扶残助学

春雨行动”大型公益行动。 宗
旨是向社会募集资金，重点用
于资助中西部地区贫困残疾
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助困行动及人才培养
我国有 5000 多万残疾人

和 7000 多万老年人需要康复
服务，每年因车祸、疾病等原因
致残的残疾人有 100 多万，预
计到 2015 年康复人才需求量
约为 35 万，但全国专业康复人
才仅 5000 人，从事康复专业的
工作人员仅 2 万人， 因此加快
康复人才培养迫在眉睫。

� � 2 月 24 日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代表向中国残联副主席、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汤小泉赠送手工艺品

� �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残联副主席、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理事长汤小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