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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女华侨杨贵平和她的中国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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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世纪 60 年代， 她是台湾
文化学院（文化大学的前身）院
长的千金，本科毕业于台湾最好
的大学和热门的院系———台湾
大学商学系。 毕业后，她遇到了
对 她 一 见 钟 情 的 第 一 任 丈
夫———一位家境富有、从事制造
火箭尖端科技的美国华裔年轻
科学家兼企业家。 她顺利嫁往洛
杉矶，很快拥有了 ３ 个可爱的孩
子。 同时，她继续就读于南加州
大学。

70 年代，她投身学生政治运
动———保卫钓鱼台运动，并在保
钓运动中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
董叙霖———一位热血但贫穷的
杜兰大学数学博士。 她放弃了前
夫的所有财产，带着 ３ 个孩子与
董叙霖在美国柏克莱的街头卖
了 ４ 年的包子。 之后，董叙霖进
入联合国工作，她也在哥伦比亚
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专业取得硕
士学位以及博士候选人的资格，
进入美国东海岸最大的双语学
校———纽约市立高中工作。

80 年代末，她与丈夫发起成
立滋根基金会，在美国筹款支持
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 她出任会
长，风雨无阻，一做就是 30 年。

2012 年，因为滋根在中国农
村教育尤其是“撤点并校”问题
上的贡献，她被评为《中国新闻
周刊》2012 年“影响中国年度人
物”之“公共利益守望者”。

她就是杨贵平， 滋根创始
人、现任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
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

在北京枫丹丽舍小区，记者
见到了这位传奇的女性。 蓬松的
短发打着小卷，脖颈上环戴着一
个古朴的银质项圈，78 岁高龄的
她依旧精神矍铄。

转变：萌芽于对故园的牵挂

“秋天叶子一片片落下来，
我坐在满是落叶的院子里看书，
远离故乡，远离故国，只觉得寂
寞，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和
我沟通。 ”60 年代即赴美定居的
杨贵平带着 3 个孩子过着富足
安逸的生活，但精神上的空虚与
不安让她第一次对人生的意义
产生了疑问。

转变，从保钓开始。 70 年代
初，美国政府单方面于驻日本使
馆声称钓鱼岛是琉球群岛的一
部分，并准备在一年之后将其与
冲绳一并归还日本。 之后，日方
亦声称钓鱼岛属于日本。

美日两国政府的无理做法以
及日本政府企图并吞中国领土、
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引起了在
美留学生的极大愤慨， 他们在大
学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
出手抄报介绍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的事实， 并到日本驻美国领事馆
及美国国务院游行抗议请愿。 当
时正在南加州大学读书的杨贵平
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分子。

通过游行等保钓活动， 杨贵
平改变了， 对祖国的关切之情使
她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她关

心大陆、关心中国前途，关心社会
公平，之前要做“人上人”的精英
主义观念打破了。 她放弃了强调
精英主义观念的丈夫的所有财
产，与他离了婚，坚定地与爱华学
生领袖、保钓刊物《战报》的出版
人之一董叙霖———也是她后来的
丈夫站到了一起， 开始积极为祖
国做正向宣传， 开始了他们共同
为故园“做点小事”的人生旅途。

滋根：从资助女童开始

1986 年，在联合国工作的董
叙霖参加了联合国员工自愿组
成的百分之一基金会， 会员将
1%的工资拿出来， 出钱出力，支
持发展中国家的小型项目。 时刻
想着为祖国做点事情的夫妻俩
很快决定参考该基金会的理念，
在美国成立一个支持中国贫困
人民基本需要的非营利性组织。

1988 年，美国滋根基金会宣
告成立，杨贵平任会长。 该基金
会旨在提供草根对草根的帮助，
通过汇聚草根会员的工资捐赠，
向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提供基本
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乡土文化
及小型的经济项目方面的帮助。

当年暑假，杨贵平带着基金
会筹集到的 3000 美元， 只身坐
上了飞往贵州的飞机，并通过乘
坐同一航班、时任贵州铜仁团地
委书记的罗义贤，来到了当时贵
州最穷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雷山县。

杨贵平在考察过程中了解
到，雷山县最偏远的方祥乡适龄
女童只有 27%上学，青壮年妇女
中 95%是文盲。通过进一步调查，
她发现，影响当地女童就学的原
因复杂多样，但最主要的是上学
费用太高和学校离家太远，无法
就近上学。

1990 年，在与雷山县教育局
等讨论后，杨贵平主持下的滋根
提出为 6 岁及以上适龄女童提
供书费、杂费，支持她们完成六
年小学教育；雷山县教育局将一
些学校升为完小，帮助学生实现
就近上学。

从 2001 年开始，滋根逐渐扩
大了资助女童项目，将其推广到
贵州的雷山、台江、榕江以及云
南、河北等近 100 个偏远贫困乡
村小学，支持的力度也从小学到
九年义务教育，支持对象也扩展
到了孤儿和贫困男孩。

有了滋根的资助，当地女童
入学率常年维持在 85%~100%。
这些受过滋根帮助的女童在家
庭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已经成
长为建设家乡的主力。

转型：关注可持续发展教育

随着农村教育的整体提升
尤其是免费义务教育的实现，杨
贵平又开始着手滋根的转型之
路。

扎根中国农村 30 年， 农村
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环境污
染严重， 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乡土文化急剧消失，
农村留守问题突出，
乡村凋敝……杨贵平
感触颇深。

2005 年，联合国
提出“可持续发展教
育十年国际实施计
划”，引起了杨贵平等
滋根人的强烈共鸣，
也为滋根在中国的转
型指明了道路。 在这
一理论的指导下，近
年来， 滋根的工作重
点转向发展培训课
程、 支持绿色生态文
明学校和绿色生态文
明乡村试点、 加强公
共教育和倡导等，以
引起公众对乡村教育
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
重视。

在多年的工作中，杨贵平认
识到“两个重要”———在教学中，
重要的是教师； 在乡村发展中，
重要的是乡村带头人。 滋根和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两
所高校合作，针对教师、乡村带
头人分别发展了“共创可持续发
展的乡村·教师培训课程”、“贫
困农村青春期女童健康教育·教
师培训课程”以及“乡村振兴：可
持续发展人才培训课程”。

滋根负责培训县级的培训
者，他们回县之后，再由他们培
训当地的教师和农村积极分子，
杨贵平等滋根人认为这样能够
低成本、可持续地为当地建立一
批能够从事长期培训的人才。

除了发展培训课程，滋根还
重点支持绿色生态文明试点学
校及乡村。 其中，在绿色生态文
明试点学校，滋根将提供助学金
和相关图书、资助构建干净饮水
系统、支持建设环保校园（如资
助太阳能灯、 太阳能热水器、校
田及垃圾分类处理）、 提供乡土
文化传承及环保课程、培训乡村
教师； 在绿色生态文明试点乡
村，滋根将提供乡村成年人短期
培训、 推广适用的环保技术、开
展环保活动、支持小型合作经济
项目、发展本土文化。

在用实际行动倡导乡村可
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杨贵平等
滋根人还坚持用理性的调查分
析和理论研究来回应重要的社
会议题。 2012 年，滋根发表的《撤
点并校对贫困农村的不利影响》
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除议题
调研， 滋根还通过与学术机构、
公益团体等合作举办论坛与学
术会议，邀请知名导演拍摄纪录
片等方式进行倡导和呼吁，参与
社会进步。

农民工进城务工问题也是
一大社会议题。 打工者如何与城
市和谐相处，留守儿童、妇女如
何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引起了杨
贵平等滋根人的思考。

滋根发起了打工者社区服务
计划， 面向试点区域的农民工提
供成人培训、 子女教育和其他社
区服务， 帮助远离家乡的他们更

好地融入城市，实现稳定发展。
留守儿童方面，除了支持女

童上学，滋根还为单亲、孤儿、家
人患病、多子女就读家庭和贫困
男孩提供助学帮助，为贫困地区
儿童搭建“清晨一杯豆浆”的营
养工程。

留守妇女方面，滋根为其援
建妇女中心， 依据当地民族特
色，帮其组建诸如绣花小组等兴
趣小组，并通过香港妈妈团等团
访活动、 淘宝公益店等形式，帮
妇女小组的劳动产品打通销路，
为留守妇女争取一定的收益。

初心：在困难中坚守

从 1988 年到 2018 年， 历经
30 年的滋根，目前还面临着诸多
困难。

首先是要取得理念上的认
同是很难的。“如果说我们去做
个英语提高 5 分， 数学提高 5
分、10 分的培训，那许多（学校）
非常欢迎我们去做， 付费也行。
但有关环保，乡土文化传承，（绿
色生态文明学校）， 我们要出钱
出力，我们如果不出钱出力，（很
多教育部门）是不重视。 ”杨贵平
有些无奈地说

筹款上，滋根也遇到了诸多
挑战。 目前滋根共有 1988 年成
立的滋根基金会（美国）、1991 年
成立的中华滋根协会（台湾）、
1995 年在民政部注册成立的中
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内地）以及 2007 年成立的滋根
基金会（香港）等 4 家有共同宗
旨但法律上完全独立的姐妹组
织。 其中，美国、台湾和香港的滋
根组织主要负责筹款，内地的滋
根组织主要负责执行公益项目。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
强， 滋根在内地以外的筹款工作
逐渐艰难。“中国都这么有钱，比
我们都有钱， 怎么还叫我们捐款
呢？ ”在美国，内地留学生不断增
多， 随着他们中富二代炫富等新
闻的不断曝出， 滋根的筹款工作
更加艰难。“即使是这样，很多华
侨对中国还是非常关心的， 尤其
对中国的教育。 ”杨贵平感慨道。

目前滋根也调整了筹款思
路，逐渐引入了大陆企业捐赠和
其他基金会捐赠，并尝试申请中
国政府社会服务项目。

除了上述因素， 滋根发源
地———滋根基金会（美国）人员
年龄偏大、后继乏力等，也是困
扰杨贵平等滋根人的一大因素。
“普遍年龄都在 65 岁以上。 ”杨
贵平谈道。 目前滋根基金会（美
国）中最年轻的义工———来自纽
约市立大学的吴江波今年也已
经 58 岁了。 滋根基金会（美国）
是中国滋根的重要资金捐赠方，
其人员年龄偏大、后继乏力等势
必会影响滋根的筹款工作。

尽管面临着理念冲突、筹款
艰难、发源地人员结构老龄化等
困难，杨贵平和广大滋根之友仍
然坚持着为中国做公益的初心。

有人质疑这种坚持， 谈到扶
贫工作其实可以留给政府做，杨
贵平表示：“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每
个方面都做得很好， 都会有照顾
不到的。民间的参与很重要，一个
社会的环境、公平等，是全民的责
任。通过民间的参与，让民间关心
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这样一
个社会才会更健康。 ”。

杨贵平表示，滋根做的是试
点，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引
起政府重视，“只有政府介入并
且形成政策， 才可能大量推广，
才可能持续。 ”

成立 30 年来，滋根在贵州、
云南、河北、山西、甘肃、河南、湖
北、四川、安徽、浙江、内蒙古、福
建、北京、重庆等十几个省份的
20 多个县区开展过公益项目，项
目涵盖 3000 多所学校和 100 多
个乡村，助学金达 15 万人次，直
接受益人达 100 万人次。

未来， 杨贵平和滋根人希
望，滋根能够继续为祖国做点低
成本但卓有实效的公益：到 2020
年， 支持 50000 名乡村孩子进入
100 所乡村绿色生态文明学校；
到 2020 年， 支持创建 20 个绿色
生态文明乡村，从经济、环境、成
人教育、文化、治理等维度为乡
村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并支持
试点活动……

杨贵平（中）和滋根资助的女童在一起。 滋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