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 � 由 韩 红
本人发起，于
2012 年 5 月
9 日 在 北 京
市民政局注
册成立韩红
爱心慈善 基
金会，是持续
了 4 年的“韩
红爱心行动”
的专业化、规
模化升级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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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不同 道路不同

随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进
步，越来越多的明星热衷于这一领
域，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拥有了自
己的专项慈善基金。 但注册成立
慈善基金会的， 目前来看屈指可
数。 李连杰的壹基金、北京成龙慈
善基金会、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杨澜的阳光文化基金会，最新的一
个， 是 5 月 27 日李亚鹏王菲夫妇
的嫣然天使基金在香港宣布成立
了“嫣然天使基金会·香港”，开通
了海外募捐平台。 这些基金会成
立的初衷不同，定位不同，在公益
慈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关廉明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当初
成立这个基金会有些机缘巧合。
“我这个团队搞百人援藏工作，工
作量大、队伍大、事项大。 做完后
韩红觉得效果好， 想实现三部
曲———百人援藏、百人援蒙、百人
援疆，做成系列的活动。 可如果仅
仅按照那时团队的管理和执行能
力，是很难把这个持续下去的。 当
时李健（现任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理事长）有个提议，说干脆我们成
立个基金会吧。 韩红说，我们能不
能成立基金会？结果一打听，可以。
可以就成立了。 ”

事实上，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的成立也是发展需求所致。5.12 汶
川地震时， 韩红前往灾区救援、慰
问, 亲眼目睹了自然灾害的残酷，
更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
暖。 为了持久有效的参与救援，由
她主持，多名志愿者参加的“韩红
爱心行动”在那时成立了。 之后的
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灾
害、云南盈江地震，每次灾后第一
时间“韩红爱心行动”都立即响应，
为抗震救援和灾后重建捐款捐物。

随着“韩红爱心行动”的不断
进行，积极响应要求捐赠的个人和
企业也日益增多。 在这种情况下，
怎样使自发性的群众公益活动得
到规范，怎样更加专业、有效地履
行“韩红爱心行动”的使命，怎样依
法公正地使用捐赠资金、落实社会
各界捐赠者的意愿便成了需要解
决的问题。 于是，2012 年 5 月 9 日

由韩红发起，17 名社会各界理事
响应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在
北京宣布成立。

关廉明告诉记者，能在北京注
册成为非公募基金会也是赶上了
好时候，尽管法律没变但政府转变
了管理方式，北京民政局既是我们
的主管单位也是我们的登记单位，
如果在以前是不会这样办的。 而
且以韩红个人名义注册的基金会，
有名誉担保，相对来说民政局是放
心的。“目前基金会比较受诟病的
还是信任程度，以名字命名的基金
会有利有弊，基金会做好了名人形
象更好， 但受损也会牵连到她个
人，所以会特别小心谨慎。 ”

与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不同，
阳光文化基金会、“嫣然天使基金
会·香港” 这两个明星基金会都是
在香港注册的。

阳光文化基金会是由吴征、杨
澜夫妇捐资，于 2005 年注册。基金
会以传播慈善文化为目的，以机构
对机构的模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慈善活动。“在香港注册基金会，一
开始是要注册一个公司，如果你所
做的都是非营利的，再去申请一个
税收豁免状态，每年香港税务署都

会公布数据。 在香港，每年都要接
受专业的审计师审计， 而在这一
块， 我们是购买了专业的行政、财
务、人力服务的。 ”在接受《公益时
报》记者采访时，阳光文化基金会
副秘书长高广深如是说。

同是在香港注册的“嫣然天使
基金会·香港” 可以说是明星基金
会里最年轻的一个。 5 月 27 日，嫣
然天使 2013 慈善晚宴在香港举
行，晚宴的主旨是庆祝“嫣然天使
基金会·香港”正式成立，以及北京
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成立一周年。
嫣然天使将在香港开通海外募捐
平台，为关注中国出生缺陷患儿生
存现状、期望帮助中国儿童的海外
爱心人士和机构开拓一条国际募
捐通道，让海外捐赠者能够方便快
捷地帮助嫣然天使，让更多的孩子
能够拥有微笑的权利。 当天的嫣
然慈善晚宴总共募得 5619.6 万港
币,创下香港慈善晚宴拍卖最高纪
录，而募集到的所有善款将全额用
于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建设
和运营。

不论是在北京注册，还是在香
港注册，成龙、韩红、杨澜、李亚鹏
似乎都没有像李连杰那样为基金
会的身份犯愁过。

2005 年 1 月，经历了印尼 8.9
级大地震，劫后余生的李连杰在为
拯救东南亚海啸灾民发起的筹款
活动中，决定发起成立“壹基金”，
倡导每人每月捐款一元钱。 从那
时起到 2007 年 4 月， 把壹基金挂
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
专项基金， 再到 2008 年 10 月，非
公募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
金会”成立。身份，曾是一心想做公
募基金会的李连杰最头疼的问题。

直到 2010 年 11 月 25 日，时
任深圳民政局局长的刘润华向壹
基金抛出了橄榄枝。 整个注册手
续只花了 7 天时间，12 月 3 日，深
圳市民政局正式批准公募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立。这
其中曲折、个中滋味，除了李连杰
自己，也许别人并不能体会。

项目和决策 理事会拍板

圆梦“公募”的李连杰，已然不
插手壹基金的具体事务，他更像是
一位精神领袖。 在接受媒体访问
时，他自己也强调，走向公募就要

“去李连杰化”。“我最希望看到的
结果是， 谁是李连杰并不重要，壹
基金永远传承下去，这样才是可持
续发展模式。 ”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理
事会是三年一届，民主选举，而且
必须是个人意愿。 基金会希望经
历磨合期后，将来能够形成一种机
制。 在这种机制下，谁来都可以继
续承担责任。

与李连杰一样，成龙也将基金
会的项目选择、决策等事务交给理
事会。

“我不会参与决策， 大概他们
会跟我讲一讲， 我们会捐给谁谁
谁。 我说，哦，知道了，不够钱，我
给。 就这么简单。 ”成龙告诉《公益
时报》记者。而对于基金会的募款，

成龙也曾经历过跟朋友开口的过
程：“有时候我出去很难，怎么开口
说？ 你捐一万块给我成龙基金？ 会
很奇怪。 这就形成了我不好意思，
所以算了，自己捐。 ”

相比成龙的放手式管理理念，
在基金会项目的决策上，杨澜参与

得很深。 据高广深介绍，阳光文化
基金会的项目杨澜都会参与。 此
外， 她还会参与一些其他的公益，
比如联合国世界儿童基金会的中
国形象大使，特殊奥林匹克的全球
形象大使等。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在刚刚过
去的五月迎来了一周岁生日。 作为
发起人，韩红也许对成立基金会后，
自己的身份变化感触更加明显。 尽
管基金会的每一项活动她都会参
加，但现在和以前不同的是，事务性
工作她不再参与。“基金会没有成立
之前，她有很多事务性工作，包括找
朋友募款、买些什么东西等等。 有了
机构后， 这部分工作便由基金会
管。 ”关廉明告诉记者，“现在，当有
事情发生， 韩红首先会发邮件给理
事们，让大家拿意见，但最终决定权
不在韩红那里，我们有立项委员会，
由理事来决定。 ”

成长的烦恼

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
时，关廉明也坦陈了基金会成立后
的“困惑”：第一件就是关于基金会
的业务发展方向以及战略规划。

“起初我们是没有想好的，基
金会的宗旨确定的太大了。 基金
会成立后， 我们接到很多求助电
话，各种各样的。面对这样的状况，
我们开始思索， 究竟要帮哪些人？
怎么帮？ 反思之后，我们把这些年
做过的公益项目重新总结，最后得
出：还是要做专业，考虑更好的公
益效果和自身优势。 作为明星公
益，我们有影响力、号召力，还要有
落脚点。 ”

经过总结经验和探讨，基金会
将未来工作的主要方向定为———
复明工程。 原因是：之前做的项目
积累了经验和资源，并且有这样长
期的项目就可以和想伸出援手的
人建立长期合作。

事实上， 如果不是发生了 4·
20 芦山地震， 基金会的眼角膜捐
献公益合作论坛已然召开。 基金
会计划联合全国 20 家眼库， 搭建
眼角膜捐献公益平台。“我们并不
是设立眼角膜摘取和移植的中心，
而是一个平台， 和医院各有分工。
医院不好劝募，并且劝募也不是他
们擅长的，由公益组织担任这样的
身份会更合适。”关廉明告诉记者，
他们原本想在召开眼角膜捐献公
益合作论坛之后，探讨出合作的模
式方案，就将这个项目推出。当然，
现在虽然项目推迟，但还是会做。

阳光文化基金会在成立之初
也经历了多方面参与、辐射范围庞
大的过程。 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从社会需要的迫切性和本身
的优势经验出发，将项目聚焦在两
大项目：阳光慈善———推动中国的
慈善公益文化，阳光下成长———主
要是为缺乏机会的孩子提供艺术
教育。

高广深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杨澜在国际方面的影响力，让基金
会的国际合作受益很多。 我们做
艺术教育，杨澜的朋友有很多艺术
家， 这方面基金会同样受益很大。
目前，基金会一个资源是手里的资
金，另一个就是杨澜的时间，怎么
让她的时间变得更有效率，是很重
要的事情。

同样是关于效率，理事们给基
金会提出了不少挑战。 高广深说：
“做一个项目，成功，第一是有效，
第二就是有没有效率。 相同的钱
是不是做得更好？ 相同的效果是
不是花钱更少？ 这个问题理事给
我们的压力比较大。 比如做一个
项目要引进专业人才， 理事问：可
不可以用志愿者代替？ 我们就要
解释，有哪些我们尝试过了，为什
么做现在的这种选择。 当然，理事
就是要做这样的挑战，这是治理结
构里比较好的互动。 ”

相比之下，唯一具有地方公募
资质的壹基金在解决了身份问题
后， 也并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了。

4·20 芦山地震发生后， 壹基金收
到总额达 3 亿多元的捐赠。 然而，
当资金池膨胀后， 新的问题来了：
这么多捐款汇聚一家，对壹基金的
运营能力形成重负。政策上 10%的
成本红线和 70%的慈善支出底线，
要求壹基金不得不以最少的成本
完成巨大的慈善项目。

壹基金秘书处秘书长杨鹏曾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壹基金筹款
2.45 亿（当时）的消息被广泛传播

后，很多人担心其消化能力。 但事
实上，按照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
后重建三个阶段的不同分配数额，
壹基金甚至需要筹措更多的钱。

钱花到哪里不是问题，困扰杨
鹏的是没人帮他花钱。秘书处的当
务之急是要在 3 个月内制定出本
年度 8000 万的新增预算并在 3 个
月后执行， 对一家全职员工不到
40 人的基金会来讲， 这是一个关
于内部治理的挑战。

� � 《公益时报》：怎么看待明星
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朱晓红：首先，不仅是明星，
任何组织或个人依法定程序成
立基金会并规范运作，都是有益
于社会的。 我国基金会数量太少
而不是太多。 明星成立基金会，
反映了文化界、艺术界、影视界、
体育界的明星日益关注社会问
题，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趋势，
也反映了公益成为明星本职工
作之外的第二职业，成为一种传
递正能量的生活方式。 公益事业
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因此，明星
成立基金会值得鼓励。

第二，明星成立基金会可以
节省基金会的营销和募款成本。
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同样需要提
高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提高知名
度和美誉度，提升公信力和筹款
能力。 明星有着巨大的广告效
应，传播力强，影响力大，可以藉
由明星的声望提高基金会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明星成立基金会
还可以为基金会撬动更多的社
会资源。 明星可以凭自己的社会
关系网络直接或间接带动更多
圈内圈外好友， 关注基金会、支
持基金会。 同时，明星粉丝众多，
这不仅能为基金会带来资源，也
是向粉丝们传递正能量的方式。

第三，明星成立基金会是明

星慈善方式之一，也是明星慈善
发展的新阶段。 明星直接捐赠、
义演、筹款、做基金会等社会组
织的形象代言人、参与基金会外
围活动、 参与基金会内部治理、
在某基金会下设立自己的专项
基金、 直接成立自己的基金会
……明星参与公益的手段不断
丰富，参与力度不断加强。 当其
所成立的基金会走向专业化运
作创新化发展以后，就成为基金
会中的佼佼者，成为真正的明星
基金会了。

《公益时报》：对明星成立慈
善基金会有怎样的建议？

朱晓红：社会组织的运作管
理是高度专业化的。 明星也需要
掌握基金会运作与管理的专业
知识，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 就
像演员一样，脸蛋漂亮不一定演
技好，公益亦然，有爱心不一定
就能做好事。

明星的知名度是双刃剑。 如
果明星公众形象好，对基金会固
然是好事。 但是一旦明星形象受
损，对基金会而言就是灾难。 目
前由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还没
有解决，如果基金会运作出现了
问题，反过来也会影响明星个人
的形象，有损于其演艺事业。“慈
善有风险，入行需谨慎”。

明星基金会的专业化之路

� � “刚开始做慈善是为了
形象。 到今天，我相信，你们
也相信， 已经不是为形象为
宣传。 我已经做了三十年，到
今天是身后的影迷推着我去
做、朋友推着我去做。 实际上
这个慈善基金会做起来是个
很痛苦的事情，你要承诺，你
要负担，是一辈子的事情。 ”5
月 29 日，在中国传媒大学的
图书馆 ，成龙对 《公益时报 》
记者坦承了在慈善路上走到
今天的心得。

事实上， 作为明星社会
形象经营的不可或缺部分 ，
明星利用出席慈善晚宴 、做
爱心大使、赈灾义演、捐钱捐
物等形式参与公益慈善 ，细
数下来， 形式也不外乎就是
这几种。

不过， 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迹象表明， 明星们早已不
满足在做公益的时候草草了
事。 范冰冰“爱里的心”，陈坤
“行走的力量”，伊能静的“静
心图书基金”，明星们开始在
公益路上亲力亲为， 发起活
动，成立自己的专项基金，再
到完全自己注册成立公益慈
善基金会， 明星们的慈善之
路也世易时移不断发展。 其
中一些对公益工作投入多的
明星， 俨然有跨界公益人之
态势。

随 着 明 星 中 的 越 来 越
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专 项
慈善基金 ，注册成立慈善基
金会的方式也开始出现 ，虽
然目前来看数量屈指可数 ，
但这也可被看做明星公 益
当下的最高级形态 。 李连杰
的壹基金 、北京成龙慈善基
金会 、 韩红爱心慈 善 基 金
会 、 杨澜的阳光文化基 金
会 ， 最 新 的 一 个 刚 刚 诞
生———5 月 27 日 ，李亚鹏王
菲夫妇的嫣然天使基金 也
在香港宣布成立了 “嫣然天
使基金会·香港 ”，开通了海
外募捐平台 。 这些基金会成
立的初衷不同 ， 定位不同 ，
在公益慈善领域发挥 着 各
自的作用 。 日前 ， 《公益时
报 》记者对这些明星公益慈
善基金会进行了广泛的 采
访和调查 ，试图还原这类比
较特殊的公益组织的 运行
现状 ，揭示他们的付出与挑
战 。

� �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成立于 2008 年， 主要方向是资助和开展有
助于弱势群体摆脱困境、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公益活动与项目

� � 李连杰之于壹基金更像一
个精神领袖，在一次活动中他对
《公益时报》记者说，他更喜欢在
活动中动手做点事儿 ， 告诉别
人，看，李连杰也在劳动

明星基金会
是明星慈善新阶段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访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朱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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