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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新闻

� � 《环球时报》准备成立公益
基金会的时候 ，就是希望除了
我们的报道以外 ，能对社会进
步再作出一些贡献。 但具体该
怎么做 ， 该把钱投向什么方
向，我们不清楚。 现在国内的
公益基金会数量也很多 ，大家
的公益热情很高涨 ，好像关心
什么领域的都有。

《环球时报》 这张报纸很
关心国家利益 ， 关心国家未
来，关心整个社会的团结和凝
聚力， 这是我们的报道重点 ，
也是我们平时思考的主要方
向。 我们的公益项目应该和报
道宗旨保持一致 、 有机结合 、
相互促进。

成立基金会之前 ，我们也

做过一些项目。 为了增强民族
团结和凝聚力 ，增强内地与边
疆的联系，做了一些围绕边疆
的系列活动；同时也在做中外
媒体间的交流 ，像中德媒体交
流， 马上要做中印媒体交流 。
但还没有纯内地的 ，（“希望英
才 ”青年学者培养计划 ）这是
第一项。

这个项目的设立是北京大
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提的。 在
一次聚会中我们聊到环球时报
公益基金会在公益项目的选择
时，他提出这样的建议，说应该
支持中国的年轻学者， 让年轻
人安心地从事学术研究。

项目进行的同时也在促
使我们思考公益的含义。 公益

究竟该怎么做？ 这个国家最需
要什么？ 在这个国家里，哪些
方面是政府没有做到或者做
的不足，需要我们民间力量补
充的？ 我们在公益领域还是新
兵，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和国
家改革的大目标一致。

我们希望青年学者能够
成长起来，具备自己独立思考
的能力，能坦然面对当下所处
时代的复杂性。 给他们一定的
帮助，让他们既能专心于学术
研究，也能够抬眼看世界 。 青
年学者能够在社会上起到一
定带动作用 ，也希望通过他们
的成长来带动整个中国青年
学界的进步 ，进而带动社会的
进步。

媒体该如何选择公益项目
孙传旺是厦门大学能源经

济学的一名青年学者，2012 年
获得博士学位后, 他选择留校
任教。“别人看来学历高工作
好，但实际上，我压力很大。 ”孙
传旺坦言, 同本科毕业就走向
工作岗位的同学相比， 自己在
经济实力上差距不小。

7 月 22 日，首届环球时报
“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
评选结果揭晓， 孙传旺同来自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等重点高
校的 10 名青年学者获得支持：
主办方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提
供经济资助共计 30 万元，每人
获奖金 3 万元。

有调查显示， 国内大学及
科研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的
收入差距日益悬殊。相较而言，
人文社科类的青年学者处在最
底层。

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兼秘书长吴杰介绍，“希
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是
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于 2012
年发起的一项评选活动，主要
面对全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
35 岁以下、已取得博士学位但
尚未获得正高职称的教师。 活
动以“为国家养士”为宗旨，目
的是在青年学者人生和学术
生涯的关键时期对其进行资
助，以保持其专注精神和恬淡
之气。

“更重要是一种精神上的
鼓励，内心会更平和安静。 ”孙
传旺说， 他也参与过教育部组
织的一些评选活动， 但由民间
主办的这种项目还是第一次。

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 2012
年 11 月正式成立，“希望英才”
青年学者资助计划是其推出的
第一个公益项目， 也是媒体与
公益的一次碰撞。

时至今日， 有不少媒体开
始不满足于做旁观者、监督者、
谏言者的角色， 而是开始操起
公益实务， 在媒体与公益结合

日益紧密的趋势下， 媒体如何
参与公益、 如何对公益项目做
出选择，当天，在场嘉宾也进行
了深入探讨。

作为媒体建立的公益基
金会 ，在我们国家 ，实际上是
在所有国家，都首先要有国家
意识，把国家放在第一位。 “希
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的
目的是“为国家养士”，很好。

我们现在大多数奖励人
才的项目都是“锦上添花”，尤
其是给一些 “大家 ”的奖励有
的上百万 ， 还有就是总结性
的 ，像最高的科技奖 ，获奖的
都是七八十岁的人。 但其实到
了我这个年纪很明白，我最缺
房的时候没有房，最缺钱的时
候没有钱，最需要表扬的时候
没有表扬……现在的年轻学
者需要的是“雪中送炭”，哪怕

数字不大，但能起到精神上的
鼓励作用。

这个奖项面对的不是一
般人 ，而是知识分子 、青年英
才。 希望通过鼓励的作用来支
持他们对真正学术的独立追
求。 现在的生活压力迫使一些
年轻学者去讲课、 去办班，他
们很难独立 。 我知道我的学
生， 他十年前能留在复旦，好
像都能买起房 ， 学校还给优
惠。现在呢？不行，租学校的房
子也有各种规定。 在这样的情
况下，你要他学术研究不受影
响很难，这是实事求是。 有了
这些钱 ，虽然不多 ，但至少可
以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不受

到拘束，自由地去追求学术理
念，在这个没有利益考量基础
上得出的成果 、结论 ，才是真
正独立的判断 、 经得起考验
的。

所以现阶段的基金会，还
是应该以“雪中送炭”为主，鼓
励这些学术界真正需要帮助
的青年，尤其是人文社科方面
的。

刚才说的独立，还要跟年
轻人说一点，我们作为国家公
民 ，不能违背宪法 、不能违反
法律，你可以有思想、有思考，
但这个前提是要坚守的。 在这
个前提下， 才有真正的自由，
绝对不能突破底线。

基金会中心网常务副总裁
耿和荪：

前瞻性很重要
众所周知， 媒体参与公益的力

度越来越大， 对公益行业的改变也
很大。 除了传播上的功能，在公益项
目本身的参与上也有着特殊的影响
力和作用。

另一方面， 从传统慈善到现代
公益的发展，是一个转变的过程。 我
们国家有三千多家基金会， 大多数
做的都是传统慈善项目， 主要以救
助为主。 但事实上社会在不断进步
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那么
媒体就是一个很好的推动现代公益
理念的介质。

“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
项目虽然没有直接解决某个社会问
题，但它对于现代公益理念的推广、
诠释，对于促进社会未来的发展，意
义很大。

说实话， 当初给我介绍这个项
目时，我都不是很理解，这些高等人
才为什么也需要公益方面的帮助 ？
现在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设计很有远
见，给年轻人提供鼓励和条件，在未
来会转化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 ，对
推动社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在过去， 大学刚开始扩招的时
候，我在基金会工作，有人提出过一
个项目，关于大学生就业。 当时我们
很痛快把这个项目给否了， 觉得那
么多人需要帮助， 大学生还算什么
弱势群体？ 现在看来，大学生就业是
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
题解决不好， 对国家的发展会有很
严重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想，媒体参与公益，
本身就有特殊性， 它应该具有前瞻
性， 对社会上的其他人参与公益有
一种启迪和借鉴。 当然不一定照做，
但会引导大家意识到某个问题的存
在，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最后，我提一个细节上的建议。
大家都在讲这个项目该怎么扩大影
响、补充资源。 其实全国有很多大学
基金会， 他们在非公募基金会里的
比例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在
报名、 招募等环节可以借助这样一
个渠道。 因为他们很了解学校各行
政部门的情况，资源也很多。 做公益
讲杠杆力量，《环球时报》 可以通过
本身的影响力来撬动更多资源 ，有
助于项目更快发展。

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环球时报社总编辑胡锡进：

与报道宗旨保持一致

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葛剑雄：

要有国家意识，要雪中送炭

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颁奖礼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