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股捐
2010 年 6 月 7 日，福耀玻璃

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出资 2000 万
元， 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河仁
慈善基金会， 该基金会为日后以
捐赠股票方式的公益创业新模式
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1 年 4 月 13 日 ，福耀玻
璃发布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和
第二大股东与河仁慈善基金会
签署了《捐赠协议书》，两大股东
将福耀玻璃的 3 亿股捐赠给河
仁慈善基金会， 用于慈善用途。
2011 年 5 月 5 日， 由曹德旺发
起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在北京
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以捐赠股
票形式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的基金会，基金会的资产规模逾
30 亿元， 是中国目前资产规模
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

百度百科显示 ，“中国第一

家以捐赠股票形式支持社会公
益慈善事业的基金会开创了中
国基金会资金注入方式、运作模
式和管理规则的多个第一”。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
院长王振耀认为，河仁慈善基金
会的成立，对于拓展慈善资金的
来源渠道，增强公益基金会的工
作活力和发展基础影响深远，也
传递了政府对待慈善事业积极
的政策信号———做慈善可突破
部分限制。 （张明敏）

早在 2004 年， 美国作家戴
维·伯恩斯坦出版《如何改变世
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
威力》一书，在“社会企业家及组
织全球分布图”上，他标注出了
全球 34 个社会企业的位置，而
遗憾的是中国版图上一片空
白。 时隔 5 年，这种尴尬情况正
悄然发生着改变。 而这样一种
改变同样标志着一种新的公益
模式的兴起———公益创业。

公益创业是指个人、社会组
织或者网络等，面向社会需要建
立新的组织、或向公众提供产品
或服务的社会活动。公益创业主
要包括创建非营利性组织、兼顾
社会效益的盈利性企业等形式。

在中国，公益创业事业方兴
未艾，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面向
社会需要，以建立新的组织、向
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为目标进
行公益创业。

民间人士安猪创办“多背一
公斤”组织号召驴友们出行时多
背 1kg 书籍为沿途乡村孩子普
及知识；刘润创建“捐献时间”组
织利用互联网力量把志愿者和
需求者联系起来等， 这些公益
创业中的民间组织正以自己的
方式影响着公益界。

除了个人创建公益组织的
形式外， 大型企业也在公益创
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2009 年 10 月，联想举办“青
年公益创业计划”， 投入 300 万
元的创业支持资金在全国范围
内面向大学生、 年轻白领等青
年群体公开征集选拔优秀的公
益创业团队，并和上海浦东非营
利组织发展中心等机构合作，为

部分处于初创阶段的公益组织
提供入驻位于北京的“公益孵化
器”的机会。 到 2009 年 6 月，共
有超过 20 家公益组织入驻，其
中“多背一公斤”、“山水自然”等
机构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目前在国内已经有的公益创
业，可以粗略地分为五个类型。

一是媒体派， 如 CCTV—2
《赢在中国》、《爱心总动员》、上
海东方卫视的《创智大赢家》。

二是政府派，团中央的“中
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 劳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失
业人群中开展的再就业公益培
训和公益创业培训。

三是学院派，教育部公布政
策，大学生可以休学创业，以及
随之而来的高校创业教育。

四是民间派，此类主要是一
些国外的基金会引进，如光华基
金会的“大学生创业接力计划”、
新富平学校针对弱势人群和民
间组织的能力建设培训、 上海
NPI 公益组织孵化器、北京惠泽
人等。

五是民间+学术派，如上海
慈善教育培训中心与光华基金
会合作的培训项目、上海杨浦区
知识创新区大学生创业指导中
心的培训、 湖南众悦·滴水恩公
益创业项目。

2009 年， 公益圈内另一个
与“公益创业”同样热的词语闯
进大家的视野———“股捐”。遥想
在 2005 年的时候， 蒙牛的牛根
生一跃成为“中国股捐第一人”。
不久之后，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
曹德旺又将之发扬光大，他也被
授予“中国首善”的荣誉。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
特中国之行、“中国首善”陈光
标高调行善、“网络慈善”兴
起，2010 年中国慈善走过不
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富豪
们慈善激情被点燃。

2010 年 9 月 29 日晚，盖
茨和巴菲特慈善晚宴在北京
昌平拉斐特城堡庄园举行，当
天共有企业家等 50 多人出
席。晚会现场并未出现之前有
媒体猜测的“巴比”二人会劝
捐，而是俩人各自畅谈了对于
慈善捐赠的看法，而陈光标大
谈“裸捐”成为慈善晚宴上最
热议的话题。

晚宴结束后，相比“巴比”
俩人的中国行，陈光标本人显
然吸引了更多公众的目光。从
西南抗旱到舟曲救灾，从在网
上公布自己的“慈善成绩”到
宣布“裸捐”，从四川盈江“暴
力慈善”到台湾之行“感恩之
旅”，2010 年，陈光标要把“高
调慈善”进行到底。 他的行为
一方面有人叫好，另一方面也
着实引发不小的争议。

跟陈光标不同，曹德旺要
把慈善做得更专业更透明。
2010 年 5 月，曹德旺、曹晖父
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
基金会向云南、广西、贵州、重
庆和四川五省区市贫困家庭
捐赠善款 2 亿元，创下国内一

次性个人捐赠最高纪录。 5 月
4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曹德
旺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
包括： 资助 92510 户灾民，每
户 2000 元， 在当年 11 月 30
日前，分布在五省区市的农户
要足额收到善款，否则曹氏父
子将收回这笔捐助。被称为史
上“最苛刻”捐赠，亦被称为中
国慈善“问责第一单”。

与中国富人阶层庞大的
且在持续增长的数字相比，当
下的中国富人显然尚未学会
如何与其巨额的财富和平自
处， 而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显
然也尚未学会如何平和对待
这一群体———近十多年来，他
们被高度关注、频繁提及却整
体性面目暧昧、 定论摇摆；他
们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域的
财富持有者都不尽相同，他们
完成财富积累的时间，多不超
过十年。

围绕着财富和慈善，中国
的富豪们言行各异， 有高调

“裸捐”者，有谨慎迂回者，也
有闷声回避者。 在当下的中
国，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就如
同任何事物的量变到质变都
需要时间的积淀，国内的富豪
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就拥有巴
比的心态和哲学。与“巴比”相
比，中国富豪们既需要财富的
积累，也需要人生阅历的积淀

和内心世界的升华。
富豪们的慈善界高调亮

相，不得不说一定程度上汇聚
了足够多的关注，在聚光灯之
下一切都被放大延展，可不论
是出于何种目的的关注，“公
益”与“慈善”开始伴随着名人
效应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论话
题，开始以一种迈进“娱乐”化
的形式成为更多人茶余饭后
的谈资。

其实，富豪的行动只是一
种引导和身先士卒，就像中国
社科院学者杨团此前曾表示，
现代慈善的主角是公民以及
由公民自己组织起来自治独
立的各类社会组织，其实质是
民间社会自发从事的公益事
业。

也正如《比尔·盖茨和沃
伦·巴菲特回应新华社记者采
访的一封信》 中他们说的那
样，“慈行善举并非仅限于富
裕阶层。 在整个中国社会，我
们都看到了慈善的力量！邻里
之间的互助行为并不亚于一
个富裕的人捐赠大笔财产，两
者同样值得赞赏。我们每个人
都有责任，尽己所能，回馈社
会。正如中国那句古老的名言
所述 ，‘施惠勿念 ， 受恩莫
忘’。 ”不管怎样，“巴比”倒是
不吝惜溢美之词，先学会了如
何入乡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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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创业悄然兴起

2010 富豪的慈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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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巴比”的晚餐

“巴比慈善晚宴” 如一面
镜子，媒体和公众透过它审视
着中国慈善的进步与不足。

2010 年 9 月 29 日晚 ，美
国两位富豪盖茨和巴菲特在
中国举行慈善晚宴。 这恐怕是
2010 年中国最受人瞩目的一
顿饭局， 其实，“巴比中国行”
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 “沸腾 ”
网络 ，媒体 、公众对慈善事业
的关注达到空前的热度。

此前的公开信中 “巴比”
二人强调此次中国之行的主
要目的是学习 、倾听 ，以及与
那些对慈善活动感兴趣的人
分享经验，但鉴于两人此前在
美国曾成功说服 40 名富豪捐

出一半财产用于
慈善事业 ， 此次
盖茨与巴菲特的
中国之行仍不免
被 外 界 贴 上 了
“劝捐”的标签。

当天赴宴企
业家和家属合计
约五 、六十人 ，这
些企业家中既有
此前高调确认出

席的王石、陈光标 、余彭年、牛
根生、冯仑、曹德旺，也有之前
媒体猜测的柳传志、 张朝阳、
马云，还有“壹基金”创始人李
连杰以及几位部委官员。 并未
像此前预测的“一半富豪拒绝
出席”。

巴菲特、盖茨未借助慈善
晚宴对中国富豪“劝捐”。 与会
人士讨论的话题包括对待财
富和捐赠的态度，捐赠如何更
有效 ， 以及慈善对家庭的影
响，但现场讨论最热烈的是关
于“裸捐”的话题。 但发言的多
数人表示做慈善应该保持理
性 ， 富人做慈善也要循序渐
进。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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