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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基金会将成为现代慈善一个亮点

11
２０12．10.23 星期二 责编：刘丽波 美编：王坚

Topic专题

家和基金：从助学开始公益之旅
专访家和基金秘书长徐嘉庆

今年 8 月，致力于服务婚姻
家庭领域、 助力“家和工程”的

“家和基金”在京成立，并对山西
芮城 100 名贫困生实施了资助。
为此，本报对家和基金秘书长徐
嘉庆进行了专访。

《公益时报》：您为什么会发
起成立一支公益基金呢？

徐嘉庆：其实在我事业成功
以后就一直在从事公益慈善活
动，只是现在成立了基金，做的
更加专注和专业，是以一个发起
人和领头人的身份，去号召一些
成功人士跟我一起从事这项事
业，而不仅仅是单一地参与了。

我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结
识了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姻家
庭工作委员会的总干事顾秀琴，
在交谈中，她介绍了她们正做的
如火如荼的社工服务项目———

“家和工程”。 我国正在构建和谐
社会，而“家和工程”的理念就是
通过社工人的服务，实现“人人

和善，婚姻和美，家庭和乐，邻里
和睦，社会和谐”。 我觉得这个理
念非常好，而“家和”这个名字也
非常符合社会所需、所求，加上
顾总干事之前做过孤残儿童救
助基金，在做基金方面也非常有
经验， 于是与顾总干事一拍即
合，有了成立“家和基金”的想
法。 在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
领导支持下，“家和基金”迅速启
动起来。

《公益时报》：为什么这支基
金从贫困生助学开始呢？

徐嘉庆：“家和基金”将是服
务于婚姻家庭领域的一支基金，
之后我们肯定会让基金涉足更
多的救助面，比如说助老、助医、
助残等， 但是现在基金刚刚成
立，我们的能力有限，而“国之发
展，教育为先”，所以基金首先会
以助学为主。

这次救助与我以前的救助
完全不同，以前我也捐款资助贫

困生，但是都没有能直接接触到
受救助人。 这次在顾总干事的努
力和山西省民政厅的支持下，我
见到了我所资助的 100 名孩子，
鼓励他们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那
一刻， 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
这对于我来说是人生的另一种
成就。

《公益时报》：您好像对助学
有特别深的感触？

徐嘉庆：是的。 因为我曾经
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 如果当
时，我因为贫困而辍学了，那么
或许，我现在也会是一个贫困的
人。 可是，我通过念书，通过学
习，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贫
困的状况，获得了成功。 所以我
希望我能尽我之力帮助穷人家
的孩子， 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给他们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而
不会因为没钱读书使自己一辈
子受穷。 我也希望通过“家和基
金”的救助，让他们学会感恩，将

来如果能够成功，也能够回馈社
会，帮助他人。

《公益时报 》：据了解 ，这次
在您的带动下，现场还有八位企
业家慷慨解囊 ， 出资捐助贫困
生。

徐嘉庆：是的。 这些企业家
都是我的朋友或是学生，他们在
听说我成立了一支助学的基金
并在山西有捐助仪式后，都纷纷
赶来。 他们其中不乏穷人家长大
的孩子，所以到达现场后，看见
那些可爱的贫困生同学们，在我
的带动下， 都献出了自己的爱
心。

《公益时报》：接下来，“家和
基金”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徐嘉庆：这次山西救助是我
们“家和基金”开始发挥它作用
的一个良好开端，接下来，我们
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贫困生
救助， 初步计划在青海救助 100

名贫困生。 我们也在筹划在贫困
地区建立“爱心电教室”、“阳光
浴室”等公益设施。

附：
徐嘉庆简介

广州巅峰对决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董事长，卓越团队训练创
始人 ，中国潜能激励大师———被
誉为中国“走火”（一种潜能培训
课程）第一人，陈安之弟子，国内
实力派讲师。

在日前举办的首届中国（南
京）公益事业发展论坛上，中国
社会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会
长、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
之就家族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经过 30 多年
的改革开放， 经济社会发展迅
猛， 特别是以民营企业为代表
的财富阶层逐渐发展壮大。 而
慈善被喻为财富的第三次分
配， 富人群体自愿把财富捐出
来与社会共享，解决社会问题，
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
实现社会的财富共享。 民营企
业家作为中国财富阶层的主要
组成部分， 将成为现代慈善发
展的一个重点和亮点。 未来十
年， 中国的家族基金会将有一
个大的发展， 甚至出现爆发式
增长。 在经济建设上， 我们用
30 年时间走过了西方社会一百
多年的路， 经过 10 至 30 年的
努力， 我们的家族基金会也很
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
国家的水平， 家族基金会也将
对我国的慈善事业和社会发展
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家族基金会是指基金会的
资金来自某个家族（庭） 的成
员，或以某个家族（庭）的成员
为主体，吸纳其他人参与；家族
对该基金会的管理和发展起着
重要作用， 至少有一个家族成
员在基金会的决策层或管理层
担任职务， 但一般不从基金会
领取薪酬。

家族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特

征就是创办人要有崇高的财富
观和优雅的生活观。 我前些年提
出了一个概念叫“资本精神”。 在
我看来，所谓崇高的财富观和优
雅的生活观， 就是要有资本精
神，要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和慈善
理念。 不仅如此，家族基金会的
特征还包括业务领域相对固定；
管理与服务专业化；基金能够保
值增值、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
化的视野与服务；家族成员不同
形式地参与到基金会里头来。 同
时，这样的基金会很多都具有对
社会的开放性。

家族基金会起源于欧洲，它
真正的兴起是在 19 世纪末期的
美国，那时候，美国不少大的财
团都成立了自己的家族基金会，
甚至一个家族成立了多个家族
基金会。 现在特别有名的基金会
大都在美国。 从中国的情况来
看，在古代我们也有家族基金会
的雏形，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家族基金会。 我们所理解的现代
社会与家族基金会相关联的一
些项目， 比如说北京的协和医
院、长沙的湘雅医院等等，是洛
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率先资助
的。 这也是中国社会最早和家族
基金会的接触。 2004 年我国修订
了《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了一
种新的基金会形式，叫做非公募
基金会。 在非公募基金会里，有
很多具有家族基金会部分的特
征或者说是雏形，包括曹德旺先
生捐资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
也包括华民慈善基金会。

家族慈善基金会凝聚了家

族的道德力量，是家族发展的一
个道德平台；能推动基金会行业
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引领社
会创新，拯救社会病痛，推动社
会改良与发展； 要扶弱济贫，增
进社会交流与互动，重塑社会价
值和共识。

在当下，我国的家族基金会
在发展中有两个障碍。 一个是文
化理念的障碍。 中华民族有很好
的道德传统，有很多的道德因子
有利于我们发展慈善事业。 但
是，也有很多不利于慈善事业的
道德因子，特别是不利于家族基
金会发展的因素。 比如说大家都
说社会有“仇富”情绪，“仇富”是
仇什么富呢？ 我认为主要是仇两
种富。 一种富是不正当的富；还

有一种富，是富了以后去做不正
当的事。 我们的“仇富”主要是这
两种，我用一个词叫“邪富”。 真
正勤劳勇敢致富的人，大众是认
同的。 但是，我们成立家族基金
会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到底做好
还是不做好？ 成立基金会就会
“露富”， 老百姓有可能就“仇
你”。第二个是制度障碍。这几年
基金会发展得很快，我们已经取
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非公募基
金会的发展推动到今天这个地
步很不容易！ 但是也确实遇到了
很多问题，比如说股捐，曹德旺
捐的几十个亿，虽然最后政府批
了，但也仅仅是个特例，政策在
这个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华
民慈善基金会在这个方面也遇

到类似的问题，我相信有不少想
做家族基金会的人也会有这样
的顾虑。 类似股权捐赠、物权捐
赠都很难找到政策的支持，还有
就是注册资金免税的问题也很
难解决，这很不利于非公募基金
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成立和发展家族基
金会一定要有至高无上的大善
精神。 第一，慈善就是共享，是财
富的第三次分配，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第二，慈善创造未
来， 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第
三，慈善统一世界，慈善是人类
文明的共同目标，统一世界不是
靠武力，也不是靠经济，而是人
类至高无上的慈善精神和至善
文化。 （张晓芳）

� �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姻
家庭工作委员会所推出的
“家和工程”社工服务项目自
立项以来，积极推出了“家和
工程试点工作基地”、“全国
统一家和关爱热线 4000�
-81-4000”等项目对社会公
众进行了服务。

链接 >>>

� � 卢德之，湖南桃江人 ，哲学博士，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 现任国家批
准的中国大陆地区目前原始出资规模
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华民慈善基
金会的理事长、 中外企业诚信联盟副
理事长、 中国跨国公司促进会副理事
长，兼任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北
京工业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大
学、湘潭大学等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著
有《交易伦理论》和《资本精神》。

近年来， 卢德之博士辞去了所有
企业的法人代表和高管职务， 全身心
投入华民慈善基金会的建设与发展 ，
力倡纯粹慈善是伟大企业家的必然归
宿， 致力于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的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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