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蔚华：
回顾 2014 年的壹基金，颇

有几件事值得评说。 除了雅安善
款使用去向受关注， 还有新的理
事长马蔚华、 秘书长李劲上任带
来的新变化。

面对质疑，马蔚华表示没有
必要一一进行回复和对峙，理由
是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清者自
清；面对改革，马蔚华说：“制定
战略的过程就是将壹基金的理
念变成现实的过程，所以考核机
制的建立要征求每一个员工的
意见，这样的战略执行起来才有
基础。 ”马蔚华理事长就任以后，
一直强调向商业机构学习企业
化管理，壹基金员工表示他们的

工作模式、做事方式也在变化。

王健林：
2014 年 5 月，“年薪百万招

聘基金会 CEO”的一则微信引起
慈善领域热议，彼时万达集团总
裁助理对媒体透露，重金招聘基
金会掌舵人背后正是即将成立
的“王健林基金会”。

早在几年前， 王健林就向民
政部申报基金会， 不过时机一直
不太成熟被搁置起来， 直接原因
是万达商业地产一直未能上市。
12月 23日上午 9点半，万达集团
旗下的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挂牌上市。

旗下公司上市，但公司还未

上市， 上市与公益如何权衡，
2015 依然值得关注。

何道峰：
2014 年公益领域的声音中

一直有何道峰的见解，从十几年
前他领导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
去“行政化改革”，再到去年领着
社区业主们“闹革命”，他是公益
界最富“先锋”盛名的意见领袖，
在“第三届中国公益论坛”他又
提出了一个现实又不可回避的
问题：中国的公益组织、企业家
要不要到国际上去履行社会责
任？ 对苦难的救助是否有国界的
限制？ 中国扶贫基金会从 2007
年尝试国际化的探索，最大的障

碍还是公众的不理解。
“中国面临着国际形象怎么

改变的问题，也面临着如何在有
点钱以后怎么构建我们的世界
和理想的问题，重新找回精神文
明和真正的物质文明间平衡的
问题，这需要私力介入新公共空
间的构建，这就是现代公益。 ”何
道峰如是说。

秦国英：
秦国英当选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后， 带领
着以“母亲”系列为品牌项目的老
牌基金会 2014年成绩不俗。

2014 年 12 月 30 日，第三届
“中国妇女慈善奖”颁奖大会上，

秦国英以详实的数据向社会公
布了年度公益账单，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在 2013—2014 年度，接
受社会捐赠资金及物资 8.73 亿
元，公益支出约 9 亿元（含跨年
实施项目）， 当年公益支出占上
年度总收入比例均超过 100%。

邓飞：
作为知名公益人，邓飞发起

了免费午餐、大病医保、微博打
拐、 暖流计划等 8 个项目。 3 年
来，一共筹集超过 1.5 亿元，直接
服务超过 100 万名孩子，也拿到
中国公益领域诸多奖项。 2014 年
邓飞烹制的“公益大餐”中又增
加了“e 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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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我们期待过的大咖

刘洲鸿：
公益高管何去何从？

关注理由：
2014 年各家基金会换届、

换帅、换高层好不热闹。 刘洲鸿
离开南都公益基金会，在公益领
域人才稀缺、高层管理人员更缺
少的时候， 刘洲鸿将何去何从
呢？ 会和哪一家基金会联手，又
会有怎样的举动？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银杏伙
伴计划” 是当前我国公益机构领
导人的一个培训基地。“银杏伙伴
计划” 主要资助对象为基层公益
机构的领导人或创始人，被资助者
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公益创新者。

2015 年， 我们不妨一起来
关注公益领域高层管理人员的
人才状况和动向。

语录：
“我认为好多公益 、慈善一

开始都是一种志愿行为，就像我
自己，到了西部看到贫穷的地方
需要助学，后来觉得一个人做可
能做不过来，就有了自己的组织
专业来做，时间长了又因为纯志
愿者的模式满足不了公益需求，
效率也低，所以慢慢就有了职业
公益人，职业公益人就是靠做公
益来生活、养家糊口。 ”

范冰冰：
明星公益在坚持

关注理由：
2015 年开年， 娱乐圈的最

热话题非范冰冰主演的《武媚
娘传奇》莫属。 然而，除了演艺
事业，范冰冰一直坚持的还有她
的公益之路。

2014 年 6 月 20 日，由北京
麦特文化娱乐传媒 CEO 陈砺
志、 范冰冰工作室工作人员及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医疗组组成
的“爱里的心”公益小分队第五
次飞赴西藏阿里， 启程展开历
时 9 天的探访，并深入扎达和普
兰两个县区进行筛查与回访。
2010 年 8 月， 范冰冰与其工作
室人员亲赴西藏阿里实地探
访，并正式开启“爱里的心”救治
之行，5 年来走遍了西藏阿里地
区的七个县区。

语录：
救一个是一个 ， 这样最实

际。

马云：
能否敲响慈善的钟？

关注理由：
2014 年 9 月 19 日， 阿里巴

巴集团在美国上市，马云将“敲
钟人”的身份拱手相让给 8 位名
不见经传的普通人。

而在马云心中，很长一段时
间以来最想敲的钟也在慈善领
域，2014 年 4 月 24 日，阿里巴巴
集团创始人马云、 蔡崇信宣布，
将捐资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
规模估计 30 至 40 亿美元，这是
目前为止国内个人捐资成立公
益信托基金案例中规模最大的。
资金来源是个人在阿里巴巴拥
有的期权，占集团总股本 2%。 基
金着力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
化领域， 地域涉及中国内地、中
国香港和海外。

2015 年，马云将在慈善领域
将掀起怎样的波澜，值得期待。

语录：
“这件事情（公益信托基金）

我想了很多年了，去年做出的决
定，选择现在宣布 ，是因为我们
花了大量精力做方向规划、设立
架构等等，现在终于做得差不多
了。 我感觉到自己已经 50 岁了，
公益的事情要赶紧做起来，不能
再拖了。 ”

王行最：
中和农信怎样惠及四方？

关注理由：
从 1996 年起，中国扶贫基

金会就开始在农村贫困地区实
施小额信贷项目。 2008 年，中
国扶贫基金会经历项目改制，
将小额贷款部独立成为中国农
信公司， 实现小额贷款机构的
专业化和企业化的管理。 2014
年 1 月至 11 月，中国扶贫基金
会共向逾 25 万农户发放贷款，
放款规模近 20 亿元。

从 2001 年初到扶贫基金
会，王行最“临危受命”接下小
额信贷项目至今，通过“五户联
保”、“整贷零还”、“上门服务”、
“涵养能力” 等方法，18 年来，
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实现了
不超过 2%的风险率，这不得不
说是民间力量在构筑民间信用
体系、 探索扶贫济困模式的有
效尝试和突破。

语录：
“我们的计划是到 2020 年，实

现双百的梦想。 可以帮助的贫
困户能达到 100 万户，年度放款
规模达到 100 个亿。也希望这套
模式能跟其他有志于做帮助穷
人的小额信贷的机构分享。 ”

师曾志：
跨界联手如何安天下？

关注理由：
2014 年，第二届安平奖落

下帷幕，50 多位获奖者获得了
本次最终决出的 11 个奖项，共
收到参评作品近 500 件。 相比
第一届安平奖，奖金翻倍自然是
对于媒体人最实惠的褒奖，除此
之外，公益媒体人的奖项也参考
了时下流行的评奖方式，参选者
拉票、公众网络投票造势，原来
公益人可以这么玩儿。

回想 2010 年师曾志走出
书房， 从一个学者转身为行动
者，创办安平空间，做跨界公益
培训；再到 2012 年北京大学公
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
立；再到如今的安平奖。师曾志
希望安平成为一个跨界平台。

2015 年伊始，安平奖要联
手《公益时报》与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七届中国
公益新闻年会， 届时媒体与公
益的联手将激发更大的能量。

语录：
“传统公益要关注更大的

社会问题， 具有组织性和行业
性的。 而互联网思维下的公益
是每个人都可以公益， 互联网
的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
来越短， 但它要求速度越来越
快，影响规模越来越大。 ”

2015年，公益领域值得关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