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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马蔚华：从激情到理性，公益需要过程
■ 本报记者 皮磊

提升公众防灾减灾意识

《公益时报》：防灾馆的建设
与启用被外界看作是壹基金推
动防灾减灾教育主流化的尝试
之一，壹基金为什么会在这方面
投入这么多？

马蔚华： 壹基金是一家将灾
害风险管理作为核心业务的创新
型公益组织， 但灾害的发生并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对于壹
基金来说， 我们更多时候是把重
点放在灾前的预防和准备上，建
立防灾体验馆也是出于这样的目
的。 因为汶川和芦山地震都是发
生在龙门山断裂带上， 把体验馆
建立在这里也是为了增加大家防
灾减灾的基本知识， 特别是青少
年， 让他们从小就能正确认识灾
害，提高他们防灾减灾技能。

我们现在提出了“韧性的
家园”理念，要实现这一目标就
必须实现安全的家庭、 安全的
校园和安全的社区， 这样才能
有安全的未来。 而所有这些都
是需要通过对灾害基本规律的
认识、 通过开展防灾减灾教育
才能实现的。 如果我们能够在
全社会普及防灾减灾教育，特
别是让更多的青少年掌握防灾
减灾知识， 那么以后即使发生
灾害也能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
度，这是我们的目标。

《公益时报 》：你觉得汶川
地震发生后的这十年间 ， 以壹
基金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在抗震
救灾及灾害治理方面取得了哪
些成果 ？

马蔚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
点，是人们对于防灾减灾教育的
重要性形成了共识；第二，在抗
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的过程中，
政府部门也认识到了社会组织
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而对于我
们来说，我们意识到社会组织一
定要和政府合作，要配合政府工
作；另外，我们还应该联合更多
社会组织，大家统一行动。

《公益时报》：我们看到政府
已经把发挥社会力量的重要作
用、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

综合防范能力纳入《国家综合防
灾减灾规划 （2016—2020 年 ）》。
你如何看待这一举措？

马蔚华：出台这样的政策说
明政府在过去这些年看到了社
会组织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
其是灾害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比如说地震发生后，公
众愿意把钱捐给自己信任的公
益机构，政府由此看到了社会组
织在筹集救灾资金以及灾害重
建等方面的力量和创新。

另外，社会组织也需要政府
支持，政府通过这种形式表明了
自己的态度，这更加会激发社会
组织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他们内
在的动力，使其充分发挥自身的
创新能力。 这样也便于政府组织
协调，从而实现共同目的。 我觉
得这个文件的出台十分必要和
及时，因为目前社会组织发展越
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政府的
态度对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
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益事业发展不能只靠爱心

《公益时报》：很多公益机构
似乎对自然灾害都比较 “感兴
趣”， 比如发生地震或者其他自
然灾害后，很多机构都会开展募
款活动，无论与自身定位是否相
符。 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马蔚华：我觉得这是公益事
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一
个过程，灾害的发生很容易调动
起整个社会的同理心，让大家自
觉参与进来。 但是灾难过去之
后，大家的热情和激情可能有所
减少。 从激情救灾到理性救灾，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包括一些
发达国家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我在壹基金也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从金融行业跨界到公益
行业，过去我是管钱的，大家都
来找我要钱； 现在我是筹钱的，
要到处去找别人要钱。 当然，这
并不是很困难，最困难的事情在
于如何改变人们对公益的认识，
如何让大家接受“人人公益”的
理念，让大家意识到每个人都可
以参与公益，这是最重要的。

《公益时报》：你认为如何才
能唤起公众对公益的理性认识？

马蔚华：这需要政府和公益
组织一起推动。 我们要逐渐让大
家认识到，公益是国民收入的第
三次分配， 是实现社会和谐、推
动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们要让大
家共同去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让公益成为每个人的一种追求。

公益事业的发展不能只靠
爱心， 还需要政府进行引导，社
会组织也要去创新，进行专业化
建设。 我们要实现可持续的公益
就要进行转型。 虽然传统公益发
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传统公益
能不能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
这也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目
前在国际公益发展的过程中出
现了很多创新， 包括影响力投
资、慈善信托、社会企业等，这都
是时代为公益发展创造的机遇。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公益也要和
国际趋势接轨。

《公益时报》：对于社会组织
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未来与发
展，你有什么看法或建议？

马蔚华：未来社会组织会通
过各种形式统一作战， 协调行
动， 因为形成合力才更有效果。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建立
一个社会组织防灾减灾救灾平
台，让大家信息互通、经验互通、
力量协调，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
程。 如果大家都能重视防灾减灾
教育， 就能形成一种社会共识，
其产生的力量将不可忽视。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未来他
们也要学习国际国内防灾减灾
经验，公益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
也非常重要。 我觉得未来的防灾
减灾及灾后重建工作要更好地
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可以使
救援工作更加高效，也能够更加
精准地协调、分配救灾资源。 包
括防灾减灾教育，也要通过更加
先进的手段进行。 现代科技给救
灾工作提供了很好的便利，社会
组织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些条件。
为实现人人公益创造条件

《公益时报》：你曾提出“企业

化管理公益组织”的理念，要把壹
基金“当做上市银行来办”。 现在
来看，你觉得目标实现了吗？

马蔚华：壹基金在这方面确
实做了很多努力。 我刚刚到壹基
金的时候，社会上有一些人对壹
基金的资金使用情况提出质疑，
甚至有一些不友好的攻击，当时
我听了之后感觉非常不舒服，因
为这些质疑和攻击根本站不住
脚。 后来我们觉得，与其去进行
争辩，不如把事情做好，用事实
去回应这些攻击。

我之前是在金融行业上市
公司工作。 一家上市公司其实也
是一个公众公司，也需要社会的
了解，特别是社会对于上市公司
信息透明度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所以我觉得，壹基金也可以像一
家上市公司那样主动公布自己
的信息。 我到了壹基金之后就把
壹基金当成一家上市银行去管
理。 我们要不断地跟捐赠人沟
通，哪怕他只捐了一块钱，但是
只要他有意见，我们也要去和他
沟通。 然后我们会定期开展内
审、外审，开展第三方评估，每个
季度、每半年、每个年度都会进
行信息披露，把每一笔资金的使
用方向清晰地向社会公布。

如果外界还有质疑，我们会
积极回答他的问题，组织捐赠者
到项目现场、到资金使用地点去
走访。 我们还会邀请媒体探访，
因为媒体也是一个重要的监督
力量。 通过这些努力，现在社会
对我们的质疑声越来越少。 我觉
得信息透明是最重要的，让大家
及时了解捐赠的钱用在了什么
地方。 当然，公益组织不仅要有
耐心， 还要通过更好的方式、科
学的手段，让公众能够方便地了
解机构信息， 不能等着被问，要
主动公布。

《公益时报》：如何理解公益
和商业的关系？

马蔚华：我当时提出公益组
织要企业化管理，这也是当前国
际公益发展的一大趋势。 把商业

的手段、商业的模式运用到公益
领域。 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用管理现代企业的方
法管理公益组织。 其实企业和公
益组织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
追求成本最低、效率最高，都要
做好信息披露;不同的是，企业追
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公益组织追
求社会效益最大化。

第二，用市场的原则来配置
公益资源。 公益基金也要进行市
场化竞争，做得好的、值得信任
的就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资源。

第三，用金融的手段实现公
益的目的。 传统的方法我们要
用， 创新的模式我们也要认识，
要接受， 比如说影响力投资、慈
善信托、公益创投等，这些新生
事物能够解决很多社会问题。

《公益时报》：壹基金的愿景
与理念是 “尽我所能 ， 人人公
益”，如何实现这一愿景？

马蔚华：李连杰先生在发起
壹基金的时候，就坚持“尽我所
能，人人公益”的理念，以前我在
招商银行当行长的时候，也是非
常支持李连杰的。 在过去的传统
中，好像是说只有当一个人发迹
了才能做慈善，即“达者兼济天
下”，当然这也是值得鼓励的。 但
是，即使你只捐了一块钱，你尽
自己所能，这也是一份爱心。 所
以我们要唤起这个社会更多的
爱，创造条件让大家更加方便地
表达自己的爱心。

我们现在每年筹集的资金，
70%以上是通过互联网筹集的，
比如说支付宝、腾讯、银联等途
径。 现在公众参与的渠道越来越
多，主要是为了给准备献爱心的
人提供更好的、更方便的、能够
随时随地献爱心的条件。“人人
公益”的目的就是激发每一个人
的爱心，让大家能够方便地表达
自己的爱心。 我们要利用现代互
联网科技的手段搭建这样的平
台。 我相信今后随着科技的发
展，大家表达爱心的方式会更加
多元。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发生十周年之际，成都-壹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馆（以下简称“防灾馆”）
正式启动。 据了解，防灾馆是以体验式减灾教育为特色的综合性场馆，包括地震、火灾、地质灾害、洪涝灾
害、日常安全等主题。 此举可看作是壹基金推动防灾减灾教育主流化的尝试之一。

“我们提出‘韧性的家园’的概念，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现安全的家庭、安全的校园和安全的社
区，这样才能有安全的未来。而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对灾害基本规律的认识、通过开展防灾减灾教育才能
实现。如果我们能够在全社会普及防灾减灾教育，特别是让更多的青少年掌握防灾减灾知识，那么以后即
使发生灾害，我们也能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

对于建设防灾馆的目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理事长马蔚华给出了上述回
复。 他表示，这十年来，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力量尤其是公益组织在防灾减
灾工作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天，就社会组织参与防灾减灾等相关话题，《公益时报》记者对马蔚华
进行了专访。

� � 壹基金理事长马蔚华（前排左二）与理事王石 （前排左三 ）参观
防灾体验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