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Topic专题
２０18．7.3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用六年时间做一件影响未来百年的大事
� � 今年 5 月 31 日，呼和浩特市
老牛儿童探索博物馆颇为低调
地启动了测试运行。

如果从 2012 年老牛基金会
组织呼市政府相关部门代表赴
欧美考察儿童博物馆算起，这个
项目至今已走过整整六个年头。
回想牛根生创办蒙牛的经历，
1999 年的他从零开始，也是用了
六年的时间， 就将蒙牛打造为

“中国乳业第一品牌”。
此六年悄无声息的“老牛

馆” 和彼六年响彻中国大地的
“蒙牛乳业”， 为什么同样是
“牛”，速度和动静却有着天壤之
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空
穴来风，必有其因。 想要做一番
树人的事业, 就必须有勇气静下
心来精雕细琢。 不忘初心，更不
急于求成。 能从“快马加鞭”“只
争朝夕”的企业家风范，转向“默
默耕耘”“静候花开”的慈善家格
局，牛根生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
可谓不深刻。

为什么牛根生和他的老牛
基金会舍得为一座场馆捐赠 1.3

亿元， 同时还搭上六年的时光？
这个场馆究竟要做些什么？

故事要回溯到 2011 年。 那
一年，偶然造访夏威夷儿童探索
中心的牛根生，一眼就看出了这
个场馆的与众不同。 没有照本宣
科，只有动手体验，在这里发生
的学习是那么的真实且富有意
义。 牛根生立刻意识到，孩子在
这样的环境下要通过玩耍去学
习，知识不是听来的，是自己体
验得到的， 对错不是别人告诉
的，是自己尝试出来的。

虽然只是初次体验后的感
性认识，却道出了儿童博物馆历
经百年所一直坚守的教育理念。
一百多年前，正是这样一群不愿
被传统教育方式所束缚的教育
工作者，在纽约布鲁克林创立了
这全球第一家儿童博物馆，随后
这种模式的意义被越来越多的
人所认识和接受，儿童博物馆也
开始遍布欧美乃至全球各地。 在
儿童博物馆里，孩子天然的学习
能力得到全面地释放，创造力和
想象力得到了极大地激发，也正
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创新才

有可能产生，创新型人才才有可
能出现。

儿童博物馆通过各种互动
展项和教育项目将理念渗透到
学校和家庭中，儿童博物馆已经
不是一个机构的代名词，而逐步
成为了未来学习的领航者。

现在谈未来的人很多，谈未
来教育的人更多。 企业家、慈善
家马云近些年就多次在演讲中
谈到未来。 他说，“未来不是知识
的竞争，而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
竞争， 是智慧和体验的竞争，是
领导力、担当力和责任的竞争”，
他认为“人不应该与机器去争，
机器只有芯片，而人类有伟大的
心。 数据时代应该让机器更像机
器，让人更加懂得生活，成为最
好的自己，成为真正的人”。

关于未来，马云的描绘指出
了“应该做什么”（WHAT）和“为
什么要做”（WHY），而牛根生从
2011 年开始的行动则更进一步
地在探索， 耐着性子去实践，试
图找到应该“如何做”（HOW）。

六年前把儿童博物馆引入
中国时，牛根生曾希望这种教育
模式能让更多的孩子清晰地认
识世界、精准地判断事物；能激
发孩子的创造力、想象力；能培
养孩子的自信心；能鼓励孩子的
拼搏精神；能帮助孩子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

在提出目标的同时，牛根生
也看懂了该怎么实现。 因此他才
舍得为一座场馆花上六年的时
间和上亿的资金。

六年前从欧美归来的牛根
生逢人便讲：“这么好的教育方
式，在欧美，甚至一个人口大国
就有数百家这样的教育场所，

而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却连一家
和国际接轨的都找不到， 我希
望有一天能让中国的每一座城
市都有一家自己的儿童博物
馆。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2013
年， 老牛基金会捐资在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成立了

“中国儿童博物馆研究中心”，
几年下来，投入费用 2000 多万
元， 希望能够通过脚踏实地的
研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打造和推广有中国特色的儿童
博物馆教育模式。

从 2015 年开馆的“中国儿童
中心老牛儿童探索馆”（北京），
到 2018 年主体落成的呼和浩特
市老牛儿童探索博物馆（内蒙
古）； 从今年 5 月刚刚签约的上
海科技馆老牛儿童探索中心（上
海）， 到预计 9 月投入使用的香
港老牛儿童探索博物馆（香港），
牛根生带着老牛基金会用了六
年时间不仅打造了两座示范性

的旗舰场馆，同时也在尝试探索
更加多元的公益合作模式。 愿意
为了几座场馆捐上数亿元的资
金，体现了老牛基金会“教育立
民族之本”的公益使命。

牛根生选择这么做，或许有
意在点灯，“有一分热， 发一分
光，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
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又
或许只是在传灯，希冀着“念念
不忘，必有回响”。

有的人可能无法理解， 儿童
博物馆这个听上去充满“历史感”
的机构何以引领未来？ 而如果你
笃信未来应该让每个孩子成为最
好的自己， 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本
质，让教育更注重人的智慧本性，
那么你应该知道， 儿童博物馆正
是承载这一使命的机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用六年
时间去做一件影响未来百年的
大事，那还真的不算长。

（苏漪）

2018 年 6 月 27 日， 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浙商博爱基金（以下
简称“浙商博爱基金”）在浙商总
会举办了揭牌仪式并召开了第
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 浙商总会
副会长冯亚丽，浙商总会秘书长
郑宇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
事长刘选国，浙商总会大健康委
员会主席、杭州民生医药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竺福江等出
席揭牌仪式。

浙商总会副会长冯亚丽在
致辞中讲道，浙商总会着力“服
务浙商、引领浙商、凝聚浙商”，
相信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带
领和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人道主
义、公益情怀与企业家精神将紧
密融合， 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企业家和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
公益慈善事业中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
长刘选国副表示，浙商博爱基金
落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一份
沉甸甸的托付和信任，基金会将
切实做好基金的服务、 管理、传
播和项目执行工作，做到公开公

正透明，让公益基金成为浙商参
与红十字人道公益事业、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践行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的新平台。

揭牌仪式后，杭州民生医药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竺福
江主持召开了浙商博爱基金管
委会会议。 浙商总会秘书长郑宇
民在会上对第一批参与发起基
金、率先捐赠的五家企业给予肯
定。 他指出，成立浙商博爱基金
对浙商总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关乎浙商总会所服务
浙商的生存方式问题。 他认为，
一个好的企业家必然是一个慈
善家，一个完整的企业生存方式
一定不能过多地强调市场覆盖
率，而忽视社会感召度，不能过
多地强调竞争力而忽略国际融
合力，一定要非常好地把红十字
精神吸纳进来。

郑宇民还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高度阐释了企业如何
走出去问题。 他认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基点是人道主义，要把
红十字红色的精神和浙商草根

的绿色精神融合在一起，变成一
个独特的、有爱的、有本领的、保
持本色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队伍，
既要有东方的智慧，又有西方的
规则，既要有智慧心，又要有人
文的善心。“所以，浙商要在竞争
中行善，主动行善，借助浙商博

爱基金这个平台，加深与红基会
的合作，相信一定能促进改善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
指引下的新市场主体的生存方
式。 ”他说。

本次管委会会议选举产生
了基金管委会和办公室成员，竺

福江担任基金管委会主任，刘选
国担任管委会副主任，捐赠方康
恩贝集团、寿仙谷医药、民生医
药、浙江中坤（控股）、微医各派
代表出任管委会委员。 管委会下
设办公室，负责基金日常事务性
工作。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基金管
理规则， 并就基金 2018 年工作
计划和援助项目进行了讨论。

据了解，浙商博爱基金成立
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 由浙商总
会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
发起，宗旨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
体精神，突出“互联网+”理念，为
浙商参与人道公益事业搭建平
台，助力“健康中国”和“健康丝
绸之路”建设，帮助最易受损者
获得更好的生命体验。 杭州民生
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康恩贝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寿仙谷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坤（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微医等五家浙商
企业率先向浙商博爱基金进行
了捐赠， 捐赠总额达 1000 万元
人民币。

（皮磊）

中国红基会浙商博爱基金在杭州揭牌并召开首次管委会

浙商博爱基金揭牌

在访美期间亲身体验儿童博物馆的牛根生

呼和浩特市老牛儿童博物馆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