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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施会总裁梁咏雩：

共同为世界带来改变
� � 2017 年 11 月 29 日，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清华大学等
单位联合发起的“世界公益慈善
论坛” 第二届论坛在北京开幕。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也对论坛和即将成立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公益慈善与社会服
务协同合作网络”发来贺信。

《公益时报》在“世界公益慈
善论坛”召开的间隙，围绕着梁
咏雩博士入职乐施会、乐施会开
展的扶贫工作等问题，专访了乐
施会总裁梁咏雩博士。

喜欢看不一样的天空

梁咏雩是在 2015 年 10 月 1
日， 带着乐施会董事会的期待，被
正式委任为乐施会总裁的。随着全
球灭贫工作进入新阶段，克服结构
性因素更加重要，灭贫工作更加艰
巨。时任乐施会董事会主席卢子健
为梁咏雩在这时候加入乐施会而
深感高兴。“相信她凭借丰富经验，
定能带领乐施会迎接未来挑战，继
续为贫穷人谋求福祉， 争取公义，
实现‘无穷世界’的目标。 ”

采访梁咏雩的这天，寒冬北
京的大风清冽刺骨。《公益时报》
以为从温暖的香港特意飞来北
京参会的梁咏雩会抱怨北京的
大冷天儿，谁知，她却大笑着说：
“今天虽然很冷，但是你看，北京
的这天可真蓝哪。 ”

生于香港的梁咏雩从小就喜
欢看世界各地不一样的天空，欣赏
各地不一样的风景。梁咏雩曾在香
港大学读政治学。 那个时代，在家
人和朋友看来，她以后的职业选择
只能是在香港做一名公务员。只能
有一个选择么？梁咏雩有一颗年轻
不安分的心：“我非常喜欢看不一
样的天空，走不一样的路，我觉得
人生不应该只有单一的选择。 ”梁
咏雩笑着告诉《公益时报》，自己是
个不走寻常路的人。

后来，凭着兴趣，她拿到了
香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梁咏雩
在年轻的时候，“看着自己的心

做事”， 并没有过多考虑自己以
后的职业发展问题。 后来她发
现，自己对不公平的现象感受很
强，毕业后希望自己的工作能与
公平、发展、环境相关。“我很喜
欢研究这些，如果工作与这些对
应，那是非常好的。 ”梁咏雩说。
所以毕业之后，她一直在香港及
海外非政府组织工作超过 30
年， 曾参与多个国际性倡导计
划，也非常熟悉民间团体运作。

这其中， 梁咏雩包括在英国
乐施会工作过几年；后来在香港，
创立了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
研究海外投资和贷款对亚洲人民
生活的影响，对香港工人的影响；
同样在香港，创立了低碳亚洲，研
究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对气候变化
带来的影响等一系列致力推动全
球的可持续发展及扶贫工作，尤
其关注劳工、企业社会责任、气候
变化、国际贸易行为等议题。

中国 31 省区市开展工作

乐施会在超过 70 个国家与
数百万贫穷人携手工作， 在梁咏
雩的心目中， 乐施会一直是影响
力很大和引以为傲的专业扶贫的
机构。梁咏雩举了乐施会“举足轻
重”影响力大的例子：她以前在英
国乐施会工作时， 参加一个
WTO 的会议，针对某些议题，与
会者会重点询问乐施会是什么看
法。“人们非常看重乐施会对于这
个议题的意见。 ”梁咏雩说。

乐施会的核心价值观与梁
咏雩的核心价值观一致，是她选
择来乐施会工作的主要原因。
“发现社会有不平等现象， 乐施
会扎根当地，去面对和找解决方
案，而不只是倡导，是与社会最
弱势的群体在一起工作，这是乐
施会的核心价值观。 ”梁咏雩说，
乐施会的工作手法独特，尊重伙
伴，以受助对象为本。

自 1976 年成立以来，乐施会
一直以消灭贫穷为使命，与贫穷
群体和伙伴机构共同努力创建

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 乐施会的
扶贫工作以社区为本， 综合发
展、救援、倡导及发展教育多方
面工作，并在此过程中确保贫穷
群体的参与，致力让他们享有合
理的经济及社会权利。

梁咏雩加入乐施会已经两
年多，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她
多次到北京及内地各个省份的
项目点实地考察项目。 但这一次
来北京，梁咏雩的心情大好———
这和以往大不一样：在内地各业
务主管单位和相关单位的支持
和帮助下，2017 年， 乐施会的北
京办事处、云南办事处、甘肃办
事处、 广东办事处成功注册，目
前乐施会可以在内地全部 31 个
省市自治区开展工作。

从 1987 年开始，香港乐施会
在中国内地推行扶贫发展及防
灾救灾工作， 项目内容包括：农
村综合发展、增收活动、小型基
本建设、卫生服务、教育、能力建
设及政策倡议等。

梁咏雩的心情与之前很不
一样，除了乐施会在各地办事处
的注册成功，合作伙伴，和相关
部门对于乐施会的认可，也给了
梁咏雩带领乐施会在中国内地
开展好工作的信心。“一年前，知
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
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将在 2017
年的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但是，
这个法律实施后，我们并不清楚
乐施会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心
里是没底的。 ”梁咏雩说，通过这
一年与主管单位和公安部门的
沟通，得到的都是对乐施会积极
正面、有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缔造扶贫里程新一页

截至 2017 年 3 月，乐施会在
中国内地开展的项目超过 3300
个， 投入资金总额超过 13 亿元
港币，受益群体主要是边远山区
的贫困农民、少数民族、妇女和
儿童、 农民工及艾滋病感染者
等，受益人口超过 1318 万人。

尽管乐施会在中国内地的
扶贫工作取得不菲成绩，梁咏雩
对于乐施会目前在中国整个扶
贫工作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能起到
的作用 ， 有着非常清醒的认
识———希望通过发挥乐施会的优
势， 实现自己刚入职乐施会时的
誓言：团结机构同事、合作伙伴和
社会各界力量， 共同为世界带来
改变，缔造扶贫里程新一页。

梁咏雩认为， 在二三十年前，
因为在中国大陆扶贫的国际机构
少，所以让乐施会在中国扶贫工作
中的贡献很容易凸显出来。但是现
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扶贫机构进驻
中国，中国政府的扶贫资金的投入
也在增加，这让乐施会在以后的扶
贫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

“既然乐施会资源有限，我
们不能重复别人做的事，而是要
去做有社会需求，但别人较少做
的事。 ”梁咏雩说，乐施会的优势
是，独特的工作手法，透明严格
的财务管理，和丰富的国际国内
的扶贫工作经验。 这让乐施会的
合作伙伴和政府部门，很重视和
乐施会的合作。

乐施会目前有超过 10万名定
期捐款者，他们的捐款是乐施会主
要收入来源———这是让国内的社

会组织羡慕的公众筹款资源。 但
是，让梁咏雩苦恼的是，捐款数字
近十年都没有大的突破，“因为香
港市场有些饱和”。 随着在中国内
地工作的全面铺开，乐施会需要更
多的资源进行支撑。 如何在合法、
合理、合规的前提下，拓展资金规
模，增加资金来源，是乐施会在未
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梁咏雩的解决方案是，“走
出去筹款”，目前，乐施会已经进
入澳门筹款，已经发展了一万多
名月捐者，未来还计划在台湾进
行筹款，同时，开始重视对包括
企业在内的机构进行筹款。

作为乐施会的总裁， 每天的
工作千头万绪， 也会有“元气大
伤”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靠什
么回复元气？梁咏雩的法宝是：去
探访乐施会的项目地， 与合作伙
伴去交谈。前一阵去西北探访项目
时，陕西省普辉青年社会发展中心
和天水陇右环境保育协会的负责
人在和梁咏雩的交流中表示，在中
国西北的农村发展、扶贫领域中，
乐施会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 这
些评价会让梁咏雩满血复活，继
续精神饱满地带领乐施会和伙伴
们一起， 为共同创建一个没有贫
穷的世界而努力。 （徐辉）

� � 2017 年 12 月 8 日， 由完美
公益文化传播基金联合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中国禁毒基金会、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新华网、中山
市慈善总会共同主办，旅游卫视

《善行天下》栏目组承办的“2017
年完美公益影像节”活动在扬州
“京杭之心”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社会各界领导、嘉宾、完美伙伴
代表约 900 人共同参与了此次
大型公益类影像集体展映活动，

用影像推动公益、 传承文化、分
享感动。

2017年， 完美公司向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会、中国禁毒基金会、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中山市慈善总会各捐
款 1000万元， 共计 5000万元，用
于支持五大基金会公益项目的开
展。 其中，完美公司向中国禁毒基
金会捐赠 1000 万元人民币中的
300万元，将定项捐赠给公安部扶
贫办、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完美
公司共同发起的“授渔计划·平安
成长”项目，开展对困境学生的扶
贫助学和教育培训。

本届影像节以“让爱 3 以立方
倍成长”为主题，由行 3·滚烫的
脚步、梦 3·燃烧的青春、传 3·生

命的温度、善 3·温暖的守候、爱 3·
家国的暖流五个篇章组成， 展映
了十部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公
益影像作品，影片主人公包括：传
承华文教育的马来西亚华裔古润
金一行、 保护长江源水生态的杨
欣、拥有路途之梦的卢柏克、乡村
教师林培棠、 肩负家庭重任的王
泽盼、启动生命奇迹的王璐、承载
生命使命的毛爱珍、 助盲达人王
伟力、 微山岛乡村医生张波和守
护祖国疆土的杜宏等。

完美公司董事长古润金表
示，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侨胞凝心
聚力共有的精神家园，因为有华
人办学， 华文得以传播并传承，
才成就了海外侨胞回祖籍国创
业发展，才有了今天的完美。

本届影像节上， 完美公司和
五大基金会共同启动完美伙伴计
划 2018 年精准扶贫关爱行动，
2018 年完美公司将携手各位公
益伙伴关爱帮扶中国贫困地区的
数万个困难家庭以及学子。同时，
完美公司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热心公益的艺人胡静担任爱心大
使，共同来推动爱心行动的落地。

完美公益影像节从 2015年开
始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今年完美
公司继续举办“2017年完美公益
影像节”活动，希望通过发挥影视
的传播力，丰富公益组织的发声和
亮相渠道，帮助公益事业得到更多
人、更深入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推
动和实践“人人行公益、时时做公
益、处处皆公益”。 （张明敏）

用镜头为爱发声 众星齐聚 2017 完美公益影像节

� � 梁咏雩加入乐施会后，走访了内地多个项目点。 2017 年 9 月，梁
咏雩（第二排左二）在兰州与乐施会甘肃办员工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