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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方军：从博士企业家到全职公益人
2016 年 11 月 8 日至 15 日，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全球善财领
袖计划“公益人文与创新”课程
在印度展开。 在参加学习的企业
家学员中， 有一位特殊的学员，
特殊在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博
士企业家，还在于他在多家公益
机构中任职。

他就是北京东方君公益基
金会会长董方军，同时他还担任
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
事长、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
副会长。 虽然有着众多头衔，但
他最愿意人们称他是全职的公
益人。

董方军出生于山东省沂源
县的一个偏僻山村，他的家族一
直以来都传承着红色基因和血
脉，家中有 9 位烈士为国捐躯。

20 岁时，他放弃协税员这一
铁饭碗，开始自己创业。“当时，
我脑海中的唯一念头就是放弃
这份‘铁饭碗’，要去拼搏创业。 ”
董方军在采访中谈起自己的创
业初衷。

董方军相继出资成立了山
东沂源汇泉矿业有限公司、北京
汇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建起多

个厂矿企业。 2015 年，他旗下的
多家企业已经成功上市。

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之际，
董方军不断给自己“充电”，先后
求学于山东财政学院、上海财经
大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05 年 9 月又考取北京交通大
学博士生。 先后在《经济学家》、
《中国工业经济》、《金融教学研
究》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几十
篇高质量论文。

在企业和个人发展蒸蒸日
上的同时，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
了公益事业。

与公益的结缘，要回到 1998
年。

1998 年，正当董方军的事业
蒸蒸日上时， 却遭遇了一场车
祸，这场灾难不仅使他自己丧失
了斗志，也让他的企业进入了冰
霜期。

“那次交通事故彻底改变
了我，当时，我特别低迷，如果没
有那么多的人一直给我鼓励和
支持，我想就不会有今天的董方
军。 ”回想那段艰辛的岁月时董
方军说，“当时，残疾人组织帮助
了我，扶持了我，打开我心中封

闭许久的门。 ”
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 让他坚强地站了起
来。 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董方
军如涅槃重生，他的社会价值观
有了新的拓展。

“当我从困难中走出来，社
会给予了我很多，现在的我应当
反哺社会，投身到公益慈善事业
中来，这是一种很朴实、很自然
的想法，也是我做人的原则。 ”董
方军表示。

他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扶贫
救困、抗旱救灾、拥军优属、扶残
助残、关爱老兵、捐资助学、修路
架桥等各类公益项目中来。

董方军说：“如果只考虑到
利润最大化， 而忽视社会责任
感，那只能成为企业主。 企业的
社会责任是实现税收、安排更多
的就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
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然后再
贡献给社会，这是一个公司发
展的原则。 ”

2009 年他参与了北京市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设立，并

成为该基金会副理事长。 自那时
开始，董方军就将自己的企业交
给经理人打理，把主要精力和主
要经费用于慈善事业。

2011 年， 董方军出资建设
了全国第一家中华砚文化展览
馆， 为传承中国砚文化向世界
发展与交流奠定了基础；2013
年， 董方军为团长的中华砚文
化发展联合会代表团赴伦敦，
在英国肯辛顿皇宫举办“中华
砚文化展览”，让英国与世界人
民认识中国砚台， 了解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

2014 年 10 月， 金门战役 65
周年之际， 董方军捐助启动资
金，与民进中央开明慈善基金共
同发起成立了“开明慈善基金会
齐鲁公益专项基金”， 基金会专
注于金门战役的捐助和纪念活
动，主要用于帮助金门战役老兵

等项目；由董方军发起捐建的海
峡两岸佛陀舍利世界和平塔已
经奠基，在台湾捐建的金门战役
和平纪念公园、解放军烈士陵园
正在建设中。

2016 年，以“东方大国、君子
之道、为国分忧、助人为乐”为理
念，以关爱英烈、精准帮扶、救助
伤残、 支持中华传统文化为目
标，董方军捐资成立了北京东方
君公益基金会， 并担任会长，真
正地成为了专职公益人。

董方军说：“在公益的道路
上，只有加油站，没有休止符。 公
益不是你捐了多少钱，而是你用
了多少心。 因为公益是一种价
值，一个信仰，一个归属，一种生
活的态度。 ”

“现在，公益就是我的事业，
我将所有时间放在这上面都不
够用。 ”董方军强调。 （王勇）

大学生创业如何在没有专
业团队、没有社会经验、没有创
业经验、 没有成形产品的情况
下， 找到创业的可持续发展路
径， 解决创业之初融资的困难
问题？ 如何在创业路上规避创
业风险？

2016 年 11 月 8 日，由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教育部教育管
理信息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投资协会、智联招聘以及黄晓
明工作室联合发起的“青春启航
计划———大学生就业创业大型
公益项目”创业导师高校巡讲活
动在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启动。首
位创业导师、快看漫画 CEO 陈
安妮走进中国人民大学，与大学
生分享创业故事与历程，分析创
业成功与经验，启发大学生开拓
创业思维，坚定创业梦想，踏实
稳步地走向创业成功。

活动现场，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向陈安妮授予“青春启
航计划创业导师” 荣誉称号，
在随后的分享环节，陈安妮现
场分享了她在大学期间如何
确定创业方向，如何探索并最
终确定走中国原创漫画内容
集合平台这一可持续发展的
创业道路。 她毫不讳言自己在
创业过程中遭受过的沉重打
击和艰苦克难的历程，并实时
提醒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可
能遭遇的创业风险 。 对话环
节，现场大学生和在线网友也
纷纷就大学生如何选择创业
行业、如何实现创业倦怠期过
渡、如何选择和接纳风险投资
等与创业导师进行深入交流。
活动最后， 作为主办方之一，
也对有创业想法的学生给予
专业的指导意见，鼓励大家做
好充分准备，理性创业。

“青春启航计划———大学生

就业创业大型公益项目”是一个
兼顾大学生就业与创业双方面
扶持的全国性公益项目，项目自
2016 年 3 月启动以来， 已经在
四川、山东、浙江、山西、河南、湖
北、陕西、江西等 8 省 259 所高
校落地实施， 已有 45.9 万名大
学生通过该项目享受到个人就
业能力测评与指导、精准的岗位
信息对接等服务。

创业导师高校巡讲活动通
过让大学生近距离接触成功创
业者，用创业者的创业事迹激励
大学生的创业梦想，从专业的视
角启发大学生如何善用自身专
业特长、优势资源走出一条属于
自己的创业道路。 同时，也通过
青春启航就业创业导师们的身
体力行， 号召更多公众关注、关
心和支持大学生顺利完成从校
园到社会的关键过渡。

（徐辉）

开拓大学生创业思维

青春启航计划启动高校巡讲

“大概在六七年前，我们当
时考虑在中国要做一个什么样
的公益事业，可以让员工亲身参
与奉献，并且让项目本身辐射到
中国地区。 最后我们考虑到视力
的损失甚至会影响寿命，也给整
个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我
们觉得奥比斯所做的工作，会给
很多人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 ”
捷成集团董事总经理海宁(Hel－
muth Hennig)表示。

近日，捷成与奥比斯及国家
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所携手，于
中国启动“国家级基层综合眼病
防治网络建设模式探索” 项目，
自 2011 年启动的“晨星计划”一
期，在过去的五年里取得了显著
成绩，捷成集团将继续携手奥比
斯展开更为紧密的合作———“晨
星计划”二期五年项目。

为了响应国家“加快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 的号召，2016 年到
2020 年，捷成集团计划将在大中
华区投入人民币共计 740 万元，
以资助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
研究所(NIHA)与国际非营利组
织奥比斯共同启动的首个“国家
级基层综合眼病防治网络建设模

式” 项目。 该项目将以基层为重
点， 选取 6个典型县级医院作为
试点， 旨在最终改善数千家县级
医院的眼科医疗能力， 帮助偏远
地区县级医院建立全新及可持续
的眼科发展模式， 预计到 2020
年，让超过 100万人从中受益。

在过去这些年中， 中国防盲
治盲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
是仍面临巨大挑战。根据 2014年
中国成人眼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显示，我国眼盲和中、重度视觉损
伤人数高达 2000多万人。

预计到 2020 年， 县级医院
所处地区的眼科医疗能力将得
到全面提高，病人量及手术量增
长一倍。“光明小屋”将填补乡村
眼保健空白，为农村居民提供基
本眼科服务、开展眼科筛查及宣
教、承担病人转诊的职责。 改善
了的眼科医疗服务可吸引一定
数量的病人持续到县级医院求
医，从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眼保
健体系，最终希望在 6 家县医院
覆盖的 350 万当地人口中，眼病
患者能够被及早发现并及时接
受治疗，避免可预防的失明。

（张慧婧）

捷成集团“晨星计划”二期
五年项目在京启动董方军（中）在印度参加“公益人文与创新”课程学习交流

董方军（中，黑西服）出席金门战役六十七周年纪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