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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石门坎基金会理事长

陈浩武：民间社会组织的成长意义非凡

《公益时报》：你是中国第一
代证券从业者，如今低调做公益，
这种转型和过渡绝非易事， 你如
何找到自己平静的转换方式？

陈浩武：我关注石门坎那一
年正好是我 60 岁， 我去石门坎
的头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60 岁
其实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这时
候你就不需要再从事具象的商
业性质的工作，整天想着投资赚
钱什么的。 因为从 50 岁到 60 岁
你已经完成了生命意义的思考，
接下来你是要去践行和体现这
种价值观的。 在 50 岁到 60 岁之
间，我整整读了十年的书，而且
是特别认真和系统地读。 我发
现，我们中国人真的很缺乏一种
精神救赎的力量，这是我经过十
年读书之后的一种认知。

对我来说，以前的头衔都可
以看作是一种昔日的繁华。 其实
人有各种不同的存在维度，人的
生命有不同的状态，在每个不同
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生存方式。
我愈发觉得，人应该去做一些非
商业的、 对社会有贡献和推动
的、纯公益的事情，这是一个方
向。 确定了方向之后，也明白自
己还必须要寻找到一种精神救
赎的力量，那当然石门坎对我来
说就是一个最好的标本，它完全
满足了我的需求， 符合我的心
态。

《公益时报 》：你曾撰文说 ：
“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经济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却
忽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伦理
性。 ”你认为当下中国社会公益
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崛起，可否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和愈合社会发
展伦理的某种裂痕与缺失？

陈浩武 ：很难，因为经济发
展和人文精神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维度。 必须要看到这个问题的
严重和严峻。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
子，就是食品安全。 现在食品安
全问题非常严峻， 三聚氰胺、地
沟油、苏丹红以及农药超标的蔬
菜、使用了避孕药的海鲜等堂而
皇之地出现在老百姓的日常饮
食和餐桌上，这些违法犯罪的人

不仅毫无违法意识，更无羞愧自
惭之心，这就很可怕。 表面上看，
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
一个道德沦丧问题， 是没有信
仰、 没有敬畏的精神层面的问
题。 如果这些是个别小概率事
件，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偶然事
件；但如果发展成一个社会普遍
现象，那一定是我们的文化方面
或者是教育方面出了问题。

《公益时报》：那当务之急有
什么办法呢？

陈浩武 ：就是重建，必须重
建文化。

《公益时报》：方法呢 ？ 是把
老祖宗的传统拿过来重新培育，
还是打破重立？

陈浩武：这两种办法都可以。
但我们首先要对现实状况有一个
清醒而客观的认识。 毋庸置疑的
是， 我们的传统文化当然有很多
好的东西， 我在大学讲课的时候
也强调，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有现
代价值的。 比如老庄的“无为”思
想和强调敬畏自然的理论， 完全
可以发展成为今天的环保主义，
老庄从来都强调“人是自然的朋
友，而非自然的主人”，这是多么
宝贵的环保主义价值， 太有现实
意义了。 如果我们能够将传统文
化中这些极具现代价值的思想体
系发掘出来， 运用到今天的现实
生活当中， 那么产生的效果一定
是令人欣慰和喜乐的。

其实， 从世界历史沿革来
看，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
模式，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是道德
文明、法制精神和契约精神。 市
场经济如果没有核心价值理念
和精神，也是不可能长久和持续
的。 亚当斯密写《国富论》之前，
先写了《道德情操论》，强调的是
人的精神层面；康德也对人应遵
循的精神和心灵维度做了基本
的界定，强调了人的价值观的重
要性。

《公益时报》：如何在投入公
益时更多凸显人文精神？

陈浩武 ： 我觉得慈善和公
益，某种程度上是带有一种宗教
情怀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讲

“仁”，西方基督教文明讲“超越
的大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公益和慈善其实是财富通过民
间行为的第三次分配。 这种对人
的追求、对悲悯的追求，对大爱
的追求都体现一种宗教情怀。 比
如你去美国， 你一定会看到，所
有公共场所最好的车位，一定是
留给残障人士，如果非残障人占
用，马上会被警察扣分。 因为残
障人士是弱势群体，需要得到社
会的关注和呵护，这就是一种价
值观，也是典型的人文关怀。

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家都逐
渐地开始关注社会公益，并且主
动地介入公益慈善事业，我认为
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也是未来
的一种趋势。像阿拉善 SEE，从去
年开始在企业家群体间推广“绿
色房地产”， 他们的房产联盟建
立了一个“绿色规矩”，就是从采
购端就开始进行严格审查，只允
许绿色环保的建筑材料进入房
地产领域，这就太有意义了。 此
举实质上是用采购环节倒逼那
些生产企业，让他们生产的产品
必须绿色环保达标， 更加节能。
类似这种活动，联合国环保组织
就会很重视，产生的影响也一定
是正向和可持续的。

《公益时报》：你对中国未来
公益发展抱持何种态度？

陈浩武：我持乐观态度。 从
我开始投入中国社会公益事业
至今也有 7 年时间。 我对中国公
益 7 年来的发展变化十分欣慰，
我觉得这 7 年来这个群体在迅
速的成长，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
最有希望的一个领域，而且我们
的民间社会组织和 NGO 的这种

成长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最有意
义的一种成长。 反观之，一个国
家民间社会组织和 NGO 组织发
展的自由度也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标志，而且社会公共精神也是
人类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尺度，对
弱者的悲悯和对公共福利的关
怀亦包括其中。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
多的国人开始关心公益，要么他
是公益的支持者，要么他是其中
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这个开放度
是越来越大，参与范围也是越来
越广泛，不断地向普罗大众渗透
和推广， 这令人非常欣喜和欣
慰。 社会公益事业在成长壮大，
它有两个方面的标志：一是国人
财富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
有余力投入公益；另外就是国人
悲悯之心的增长，人们向善之心
渐趋。 这种悲悯就是一种大爱，
很生动地契合了孟子所说“恻隐
之心，人之端也”。 我希望民政部
门在未来能够更多地放开和支

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让更多
心怀大爱和悲悯之心的人迈入
这个领域。

任何一种正向力量的成长，
在我看来都是值得欣喜的，哪怕
是成长一分都是了不起的。 何况
在我观察到的这 7 年来，中国社
会公益组织的成长绝非一分，而
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尽管目前
我们的公益组织发展还受到一
些政策方面的制衡，还有一些不
是很通畅的地方， 但即使是这
样，它也在非常迅速的成长和崛
起。 特别让我高兴的是，我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陆续
加入公益组织， 成为职业的、专
业的公益人。 这批年轻人不仅受
过高等教育， 而且特色鲜明，都
是非常棒、非常出色的。 他们已
经逐渐成长为中国公益组织的
中流砥柱，所以我对未来充满希
望和期待。 要知道，社会的发展
永远会是向着一个阳光的方向，
我们的公益组织也是如此。

陈浩武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但在与《公益时报》记者交流的一个半小时里，对于自己过往那些跌宕
起伏的人生经历，他几乎未做任何描述，话题集中于“石门坎”。 现在，他的最爱只有两个字：公益。

陈浩武与石门坎的渊源，缘自 7 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深圳与朋友的聚会中，他第一次听说了远
在贵州威宁大山深处的石门坎的故事：1904 年，英国传教士伯格理来到石门坎，帮助当地苗族群众发明
了文字；办起学校，教苗族人读书认字；建足球场、游泳池，举办运动会，让他们融入更健康更文明的生
活；开办平民医院，为消灭山区地方病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在伯格理的影响和带动下，当地乌蒙山区总共
办了 120 多所学校，范围远达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的几十个县，让千千万万的苗族人受到了教育，改
变了命运。 1915 年，石门坎地区爆发瘟疫，伯格理将有限的药品都让给了他人，自己不幸去世。 此后至今
的百余年间，在石门坎，在更广袤的土地上，柏格理的故事成为点燃更多人生命与热诚的“精神火把”。

深受触动的陈浩武决定去故事的发生地———遥远的乌蒙山深处走一遭，看一看。
然而，路途遥远超出陈浩武想象———从北京飞贵州要三个小时，从贵阳出发到石门坎还得坐 14 个

小时的汽车。 而此行路途之艰险更令陈浩武心有余悸，他说：“我第一次去石门坎之前曾经联系过当地主
管教育的副县长，没想到半个多月后等我到了当地才得知，就在我和他通过电话不久，他的车子翻进了
50 米的悬崖，他的女儿、司机和他一行三人全部遇难。 ”

如同之前的人生道路中，陈浩武曾做的几次令人惊异的选择，这一次，他的选择再次令人惊讶。 2011
年，陈浩武发起成立“石门坎后援团”；2014 年，石门坎基金会正式创办。

成立至今，石门坎基金会的工作始终围绕着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公益的石门坎，比如资助学校、培训志
愿者、山区支教，设立相关的支教园丁奖，给学校建立互联网、募集棉衣、购买体育器材，引进现代网络“慕课”
等，目前这些公益项目已经覆盖川滇黔地区。 一个是文化的石门坎———每年召开“柏格理精神研讨会”，成立
“石门坎文化出版基金”，评选“柏格理园丁奖”等，通过这些活动，让人们从历史的尘埃当中重新去发掘石门坎
这颗昔年曾经闪烁着熠熠光芒的明珠，让石门坎这样一个文化地标能够重新回归公众的视野。

陈浩武说：“我一直在思考，100 年前，在一个如此蛮荒落后的苗族地区，柏格理是用什么方式将其予
以了巨大的改变？ 答案有两个：信仰和教育。 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信仰和教育是可以改变社会的，这也
成为石门坎一个独特的精神坐标。 ”

石门坎的孩子们享受知识带来的快乐。 石门坎基金会供图

石门坎基金会理事长陈浩武。 石门坎基金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