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著名演员、救助儿童会大使林心如出席现场，不仅频频举牌为多
个公益项目捐款，并上台对四川大凉山母婴健康公益项目进行介绍，
呼吁众来宾爱心接力

■ 本报记者 王勇秘书长说:公益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 �“对社会问题的担当和责任感
往往是公益力量生发的动力。 ”

11 月 23 日，成都，中国基金
会发展论坛 2017 年会。 在由三
一基金会承办的一场分论坛上，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这样表述他心目中对公益核心
价值的思考。

在这场以“新时代下的核心
价值回归与坚守”为主题的“秘书
长说”活动上，“担当、专业、陪伴、
创新、多元、合力”成为关键词。

“担当之路是走出来的；科
学和艺术就像两条河汇在一起
才形成专业；陪伴就像是空气一
般不可或缺；每天进步一点点的
创新如成长中的树木，总有一日
会茂盛如春；而通向山顶的台阶
则成为了规则的代表，让每个身
处多元文化中的人都能找到专
属的位置； 地球代表以公益、政
府、市场三者合力产生的改变。 ”
三一基金会秘书长赵立洋表示。

担当：
公益的使命与信仰

徐永光认为，对社会问题的
担当和责任感往往是公益力量
生发的动力。

南都基金会从成立第一年
（2007年）至今一直在推动公益税
收制度的变革，比如：用“苦肉计”
来“以身试法”、联络 24 家基金会
提出“合法性审查”的动议、通过
国务院参事室上书国务院、 每年
两会进行舆论策划等。

徐永光表示：“我们之所以
愿意担当风险来推动这些改革，
正是为了改变整个行业的发展
的生态。 税收制度关系公益行业
的生死攸关，这一切不仅需要自
己和南都基金会的发声，更需要
所有中国公益人的共同努力。 ”

“作为行业推动者，我们需

要有一些角色担当，要敏感地发
现和研究社会问题， 要去做事
情，然后要宣导社会影响政府。 ”
徐永光强调。

专业：
公益影响力的科学与艺术

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
一梅认为专业是公益人的本分。

“它是什么呢？ 一个是科学，一个
是艺术，公益的专业其实是科学
和艺术有效有益的结合。 ”

科学是什么呢？ 它是科学
的方法和价值观，“专业性”，其
高低就体现在科学和价值观结
合上。 不过，有些时候科学方法
行不通，那怎么办？“这时候价
值观是决定你如何操作的根本
原则。‘艺术’即公益的价值观，
是公益行业的发心和起点。 ”陈
一梅强调。

那么什么是公益人的核心价
值观？陈一梅认为是：尊重、平等、
权利、慈悲、互助、宽容、合作。

“尽管公益领域有一些看起
来激烈的争议，但其实许多价值
并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
的。 比如专业和情怀，情怀永远
是公益的发心和立足点，而专业
是实现情怀的过程，情怀的价值
只有在专业的过程中才能体
现。 ”陈一梅强调。

陪伴：
公益路上的温暖与力量

“早年，我过分关心个人的
职业发展，而忽略了对身边的人
的关心。 反思之后，我开始思考：
如何让关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
部分，如何尊重和倾听他人的想
法， 真正陪伴他们的生命和成
长？ ”美国美新路基金会创始人、
理事长叶祖禹这样表述自己对

公益的思考。
他认为，陪伴总是离不开由

内而来的“愿意”。 从这份愿意开
始，持续的学习和实践，才能够
慢慢地走进陪伴的本质。 当它内
化成生命的一部分，即使是一个
不经意的动作和一个眼神，都能
让身边的人感受到温暖和被尊
重，被理解的力量。

“公益这条路上充满艰难和
挑战，但每一个困难同时也是让
人更深入了解自我的机会。 如果
能从艰难中持续学习和成长，一
定能靠近我们想成为的自己。 ”
叶祖禹强调。

与此同时，只要一个人勇于
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常常
给人带来温暖、 尊重和理解，就
是一个精神上的公益人。 真正的
公益人会从微小处践行公益的
理念，而并不用担心公益理念的
倡导问题，因为公益人的生命就
是对这些理念的诉说。

创新：
公益升级的自我迭代

“说到公益行业的创新，其实
我更倾向于另一个小词，叫进步。”
百度基金会理事长郭力表示。

他认为公益创新有几个要
点：第一步，了解用户真正的需
求；其次，公益人也应该要具备
产品思维，提供真正能满足用户
需求和发展的产品；第三，公益
产品更要平衡产品的客户和用
户， 即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关系；
最后，公益机构也应该主动运用
最新最好的工具、 技术与平台，
真正让科技创新造福社会。

多元： 它的另一个名字是
宽容与妥协

“我来自蛇口基金会，这是

一家根植于背景多元的当地居
民的基金会，因此有着深厚的社
区慈善氛围。 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天然面临着权威缺失的局
面。 但我却要说，正因为没有真
正的权威，多元化的社区力量才
能不断成长，才能在组织内部形
成充分的自由竞争。 ”蛇口社区
基金会理事周为民特别认同多
元的价值观。

权威缺失和自由竞争， 不就
是混乱无序？ 周为民的答案是否
定的。 蛇口基金会始终秉着一个
原则：规则和程序比对错更着要。

周为民表示：“想要真正动
员民众， 就必须尊重和坚守多
元，它也将是社会协同治理的必
由之路。 多元是放弃权威、允许
自由竞争， 是程序与规则的先
行，也是包容与妥协的精神。 ”

合力：
公益事业成功的路径

壹基金秘书长李劲强调 ：
“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组织不但
面临着多元的社区环境，也时时
面对着与政府、 企业的互动关

系。 然而，公益本身弥补性的力
量很难做到普遍覆盖，而志愿性
意味着动机的脆弱性，以及过度
依赖外部资源，公益往往很难独
立改变世界。 共建美好社会必须
要这三方力量合力才行。 ”

“作为公益力量，我们想要
改变世界的路径，也必须根据社
会问题，充分调动政府以及公众
的一切可用资源，寻求盈利或非
盈利的同盟，借助市场力量解决
问题。 ”李劲表示。

在这一过程中，公益行业要
致力于解决政府和企业难以解
决的问题， 比如促进社会信任、
培育社会资本等，这样才能避免
成为权力和资本的附庸。

链接>>>

“秘书长说 ”是三一基金会
联合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共同
主办的品牌活动，邀请处于实践
和思想前沿的基金会秘书长，围
绕基金会和公益慈善领域的热
点话题和发展趋势进行讨论与
分享，共同探索基金会行业发展
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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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关爱儿童与母亲慈善之夜”举办，启动妇女、儿童与发展基金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首届“中国与世界：关爱儿
童与母亲慈善之夜” 晚宴于 11
月 29 日在京举办， 此次晚宴由
联合国“每个妇女每个儿童”中
国合作伙伴网络和中国友好和
平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晚宴的

策划和执行得到了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和国际救助儿童会
的支持。 主办方在晚宴现场启动
了“妇女、儿童与发展基金”，助
力国内外优秀公益项目以提高
全球弱势妇女儿童群体的福祉。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
长户思社在开场致辞中说道：“此
次慈善晚宴是依托中国友好和平
发展基金会公募平台，进一步扩展
社会参与， 动员并筹集社会资金，
用于为改善世界各国妇女、儿童生
存发展环境和福祉的相关项目筹
集资金而举办，我们期待这些项目
能够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践行‘每个妇女每个儿童’倡
议目标做出贡献。 ”

晚宴现场启动了“妇女、儿童
与发展基金”，此专项基金设于中
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用以支
持国内外优秀的公益项目， 如婴
儿基础保健项目、“袋鼠式护理”
母婴健康项目、 社区家庭教育项
目等。 现场嘉宾通过观看 VR 视
频身临其境地了解大凉山地区新
生儿和孕产妇面临的健康挑战，
以及索马里持续旱灾导致的严重
儿童营养不良问题。

索马里的孩子因为长期无法
获得充足食物， 很多患有严重的
营养不良。因为身体虚弱，这些孩
子也更易感染其他疾病， 如肺炎
和腹泻、疟疾等。健康支援中心就
是收治这些严重营养不良孩子的
地方，通过输液、下胃管灌注流食
等方式，缓慢补充营养，恢复孩子
消化系统的功能， 重新让孩子能
够经口进食， 同时对孩子感染的
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此次晚宴配合关爱儿童与
母亲的主题，特别邀请了许多儿
童和青少年艺术团体到现场表
演。 晚宴的现场拍卖环节更是把
气氛推向了高潮，众多珍贵艺术
品、珠宝、顶级红酒逐个闪耀登
场，其中包括了著名华人艺术家
丁绍光亲笔签名的画作《心连
心》、陈文令的雕塑作品《别开异
境》、范娅萍制作的公主娃娃、步
月的油画《荷塘月色》、珺豪珠宝

的 GIA 天然彩钻项链、来自世界
著名酒庄的木桐金羊千禧年红
酒和 1945 年拉菲罗斯柴尔德古
堡红酒等拍卖品。 现场拍卖气氛
热烈，不少嘉宾都积极踊跃地举
牌参与，为妇女儿童健康及相关
领域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
长户思社、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
金会副秘书长董思嘉、 国际救助
儿童会首席执行官（丹麦前首相）
赫勒·托宁-施密特、 全球教育合
作伙伴组织主席（澳大利亚前总
理）朱莉娅·吉拉德、英国驻华大
使吴百纳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安
思捷在内的多国驻华使节， 影视
明星林心如、宁静、沙溢、李威、陈
碧舸、饶雪漫、徐光宇，丁绍光、陈
文令、 范娅萍等知名艺术家本人
或家属，美宝集团、新力地产代表
在内的 200多名嘉宾来到了晚宴
现场，助力公益事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