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工作之前，秦国英曾在西藏工作了近两年，期间“几乎把整个
西藏的边远地区跑遍了”，也让她有机会接触到了最基层的妇女群众。 到基金会工作后，更
是经常走近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母亲们。她经常遇到那些权益受到侵害的女性,在无奈之
下见到她就扑通跪下了。

秦国英在回忆一次妇女培训项目时说：“开始给她们的教材都是简易读本，结果我们发
现当地 30 到 40 岁的女性基本都不识字，所以我们又把教材改成看图说话，培训才能正常
进行。 ”

这样的故事在她工作的这些年里太多了，她意识到，在社会中，贫困、疾病、灾害、风俗
等等，能将一个女人击倒的因素太多了，“妇女在各种灾难面前是非常脆弱的群体”。

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这几年，“母亲水窖”、“母亲邮包”、“健康快车”等一个个针对女
性的公益项目良性运转，曾经是军人的秦国英将一丝不苟、踏实认真的军人风格融入到工
作中。 妇基会是为数不多的几家在十几年前就做信息披露的基金会之一，也是目前信息披
露最详尽完备的基金会之一。“工作再繁重也一定要一点一滴、一丝不苟地去做。 ”她对《公
益时报》记者说。 陈了军人作风，她也将女性的独特魅力展现在工作中，只有 30几人的组织
却能运转起庞大繁重的项目，整合协调社会资源必不可缺，她明白一家公益组织的“四两拨
千斤”之道。

秦国英在采访结束前对记者说，希望能在文章中强调性别意识。“别的方面大家都会讲
到，但是我想为更多的妇女说点话。 ”

专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秦国英：对女性的帮扶效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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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益时报》：有人说中国的
公益慈善不够有人文关怀和性
别意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秦国英：我感觉国内的公益
领域在性别意识方面的确存在
问题有待提升，人文关怀上需要
更细腻。 比如我看过一些关于减
灾救灾方面的报告，从战略层面
都有对女性的特殊安排，但是真
正落实到具体时应该说是非常
薄弱的。

作为女性公益组织，我们很
希望看到捐赠者和公益组织都
不断在公益行动的选择方面增
强性别意识，而且要推动性别意
识纳入主流，这也是我们公益领
域是否成熟的一个表现。 这么多
年我们体会到，对于女性的帮扶
是效益最高的帮扶，帮助一个妇
女也是帮助了一个家庭，帮助若
干个家庭就是帮助了一个社区，
乃至一个社会。

《公益时报》：通过你这么多
年从事妇女帮扶工作的体会，你
觉得在女性帮扶上还有哪些是
目前政策或公益领域依然覆盖
不到的？

秦国英 ： 妇女在社会当中
不论是获取资源、生活技能，还
是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的歧视女
性观念， 都使妇女处于一个相
当弱势的地位。 法律体系虽不
断健全，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法
律对女性的保护尚未得到充分
实施， 政策落实到终端力度不
够。 比如现在频频发生的女童
性侵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农村
地区对妇女资源分配、 福利分
享不均问题， 流动留守妇女问
题， 还有文化程度低、 就业歧
视、贫困等问题。

在社会组织参与妇女权益
保护方面，我们基金会也做了很
多调查研究。 与妇女整个的需求
相比，公益组织目前做的还是太
少，社会组织在参与妇女问题的

解决上还有很大可以作为的空
间，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社会组
织来配合政府来解决。 比如老年
妇女的生存问题，老年人当中妇
女高于男性， 整体规模能达到
5130 万左右，65 岁以上的占到一
半，这其中又有大约 56%生活在
农村，她们经济独立性差、自身
养老资源不足，家庭及社会养老
社会支持度低， 加之文化低、丧
偶、失独、大病、失能等问题，需
要更多的照顾。 在社区照料服务
方面，社会组织的参与空间还是
很大的。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的
女童性侵等问题近期社会关注
度比较高，公益组织能做什么？

秦国英：女童是弱势中的弱
势，分辨能力、防范意识很差，它
折射出在社会管理方面我们还
是有很大缺失、有漏洞，也说明
我们在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方
面存在问题。 我在美国看到，一
个新泽西州深入社区对儿童监
管的专职工作人员有 7000 多
人， 同时还动员了很多社会力
量，可见我们的差距。 现在政府
对社会组织管理政策逐步放宽，
最终的落脚点其实还是在社区，
但是公益组织真正立足于社区
管理的还是很少，目前与政府还
不能形成可持续的高效的合作
互动。

公益组织必须适应多样化
的社会需求的变化，把目光更多
的投向那些政府暂时还顾及不
到的，反而公益组织能做的事情
上，从这里寻找我们的工作和发
展空间。 比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针对灾区母亲、 单亲母亲、自
闭症家庭、失独母亲等项目的开
展， 表现出项目设计的人性化，
项目实施也更精细化，以满足不
同妇女的需求。

《公益时报》：芦山地震中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不论是筹款

还是行动表现得都很抢眼，这次
筹款的高效快速依托于什么？

秦国英：最大的一个特点就
是长期以来与合作伙伴建立了
很好的信任关系，很多伙伴是主
动与我们取得联系，地震发生第
一天，我们收到的承诺捐款就超
过一千万了。 这次还有公众的参
与，因为这次他们对于基金会是
有选择的。

还有我们和社会各方面的
协作很密切，比如我们和各级妇
女组织、部队、草根组织、志愿
者。 地震第二天就有心理救助和
儿童救助的小分队进驻雅安了，
比如物资的运送，前方的妇女组
织就会告知我们哪里最需要救
助，哪条路是通的，帮助我们协
调通行证等。

其实这次的表现也是一个
长期积累的结果，例如我们应急
救灾机制比较完备，并且坚持做
尽量细致的信息披露，将公信力
和透明化的建设贯穿始终，平时
扎实工作，用点点滴滴来取得社
会的信任，所以你的感召自然就
会有人积极响应、与你同行。

《公益时报》：你提到这次芦
山地震公众可以自由选择捐款
机构，也是近些年政策对于社会
组织逐步开放的成效，在这种形
势下，社会组织发展会有哪些挑
战和潜在问题？

秦国英：政府现在对于社会
组织的管理越来越开放，管理方
式也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公益组
织的准入门槛儿低了，这会使公
益组织增量加大，会加速公益组
织的竞争， 现在非公募基金会、
家族基金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公募基金会，筹资资源的竞争是
一方面，另一方面公益组织自身
的管理挑战也是非常大的，比如
自我管理能力、 组织的筹资能
力、公信力的保证、项目运作的
能力、宣传倡导能力等。

我认为公益组织的管理，将
会是按照企业化的方向来发展，
首先是要有符合社会需求的公
益产品。 要想有人来购买产品，
就需要做好传播，同时更要建立
公信力，产品要能最大限度地解
决社会问题，能和企业、公民社
会责任结合，可见基金会运转的
每一个要素都和运作一个企业
是相通的， 这应该是一个趋势。
另外，税收和慈善法就都是老生
常谈了。

《公益时报》：你也提到了公
益组织的品牌，妇基会的一个品
牌就是“母亲水窖”，你对于品牌
项目的设立、运作及保持生命力
方面有什么体会吗？

秦国英：在社会转型与体制
变革当中，其实需要建立健全一
个政府主导、市场协调和社会参
与的机制，三者各司其职又相互
补充、 协同作用的综合机制，母
亲水窖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它
和这个大的政策机制是协调的。
另外它也是一个有社会需求又
有很有成效的项目， 从 2001 年
到现在，它的资金总体规模已经

达到了 8 个亿，这还不算一些地
方配套的资源，救助的人口达到
近 190 万人，这个数字的背后其
实是长期非常艰苦繁重的工作。
第三是项目能够撬动各方资源，
如与政府 、 地方妇女组织 、
NGO、 专家、 志愿者来协同作
战。还有它之所以有生命力的一
个最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有长期
需求，又能让受益的妇女可持续
地发展。

要说公益品牌，其实它既是
一个筹资的平台，也是基金会的
核心竞争力之一。 公益组织没有
品牌就没有核心竞争力，但是一
个品牌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
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这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在项目设计之初
的论证， 比如社会需求是否存
在，项目和整个大局的关系是不
是吻合的，运作模式是不是适合
于这个项目的发展，在项目发展
过程中能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
它的公信力， 比如母亲水窖，一
口水窖一千块钱，很明白。 有些
项目设计很含糊是不利于进行
社会动员的。

� � 1984 年以前在部队服役，1984 年 2 月至 2000 年 10
月先后在全国妇联组织部、办公厅工作，期间参加援藏并
担任西藏自治区妇联副主席。 2000 年 10 月至今，先后担
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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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