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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没有微信，也没有 99公益日

中国绿化基金会：当年我们这么做生态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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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你曾到很多地
方进行调研，在生态保护和扶贫
等方面看到了哪些变化？

陈蓬 ：习总书记提出的“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是
我们国家发展方式的一大转变，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
的一个重要战略。总体来说，我觉
得社会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
提高了很多， 国家财政资金投入
也很大，对生态建设也很重视。

当然， 这其中也还存在一些
问题。 比如说在社会参与力度方
面，生态公益项目募集到的善款
与教育、卫生、扶贫等领域相比
还是很低，因为生态项目周期比
较长，见效也慢。 但值得肯定的
是，目前公众的参与热情越来越
高，这也要求我们开发更好的线
上线下参与渠道。

《公益时报》：“生态扶贫 ”的
理念最近几年提的比较多，但十
年前中国绿化基金会就已经开
始在这个领域进行实践。 当年发
起这样一个生态扶贫公益项目
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蓬： 我国西部地区土地荒
漠化、沙化现象比较严重，由此导
致的人口贫困等问题也比较突
出， 这也是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
发展面临的最严峻问题。 如何将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扶贫
工作结合起来、 找到一个合适的
落脚点是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

另外，西部贫困地区需要绿

化，但是发动大家每个人拿出三
五元钱去西部植树也不现实。 所
以我们想到借助互联网的优势，
通过网络捐赠、植树活动把西部
地区和广大网民连接在一起，不
管捐赠多少你都可以参与这个
项目。 捐赠额达到一定规模之
后，我们就会找到合适的地点将
项目落地。 在这个过程中，公众、
企业、政府、农户等各个环节都
参与了进来。

《公益时报 》：前不久 ，基金
会组织了一次项目地探访活动。
这次活动吸引了易烊千玺等明
星粉丝团，而且他们都是自费参
与。 你如何看待明星名人以及粉
丝团对于公益事业带来的影响？

陈蓬：生态环境保护和扶贫
工作是一项长期且艰苦的工程，

需要长期投入，也需要全社会共
同参与。 明星的一言一行能够影
响并带动一批人关注并积极参
与公益事业，在社会上产生一种
示范效应，同时也能够产生很好
的传播效果。

对于粉丝来讲，在追星的过
程中其自身的价值观念也会受
到影响，比如通过跟随明星做公
益来支持他们，对自己来说也是
提升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在这
方面易烊千玺粉丝团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对于公益事业来
说， 明星及粉丝公益能够产生
“1+1＞2”的效果，产生积极的推
动作用。

《公益时报》：十年前没有微
信，也没有 99 公益日，但是基金
会的生态扶贫项目紧紧抓住了

时代发展趋势，在“互联网+生态
扶贫”方面做得非常好。 有什么
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

陈蓬：“互联网+” 是社会发
展的一个大趋势，在网络筹款方
面我们行动比较早，比如说十年
前我们就创立了“中国网络植树
节”这个品牌项目，现在很多机
构也推出了类似的筹款项目。 另
外，我们还积极推动志愿者现场
体验和网络反馈系统建设，对于
行业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启示。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摸
着石头过河，但“互联网+生态扶
贫”的主题没有变，我们一直在
坚持。 最早我们还通过手机短信
进行募捐，互联网技术升级换代
了，我们就跟着升级换代，将业
务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紧密结
合在一起。

《公益时报》：一个项目能够
坚持十年确实不简单，最重要的
还是要紧跟时代发展趋势。

陈蓬：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
思考，能够和大家分享的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态
环境的建设要贴合国家的决策
部署，及时关注国家的相关政策
方针；第二，公益项目的设计、开
展要紧密结合广大公众的需求，
要和公众的需求合拍； 第三，要
注重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重视
科技创新对公益事业产生的影
响；第四，要不断创新自身的管
理手段和理念，由松散的管理走

向规律性的管理。
面对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

公益机构应该建立一套快速反应
机制， 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研究
社会发展规律， 研究网络发展规
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对市场
细分做专门的研究工作， 比如说
哪个地区捐的钱最多、 哪些群体
愿意给你捐钱、 在什么时间段捐
钱的最多等。针对这些分析，公益
机构要做好相应的对策。

《公益时报》：中国绿化基金
会是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最早
的基金会之一，你觉得这么多年
来基金会的发展理念及工作方
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蓬：中国绿化基金会已经
走过 33年的发展历程，这其中也
走过一些弯路， 但总体来说还是
朝前发展的。 我们从过去单一的
开展植树造林活动逐步转向综合
性发展，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开展
植树造林的同时， 也开展生物多
样性保护、 湿地保护、 防止沙漠
化、传播生态文化等一系列工作。

在筹款方面， 我们由以往的
被动接受社会捐款转变为现在的
主动出击。 基金会的工作也从零
碎化转向品牌化， 培育除了绿色
公民行动、百万森林计划、幸福家
园-西部绿化行动、自然中国等一
批品牌项目， 从依靠民间和企业
转向多方协作，同个人、企业、地
方政府、 社会团体等各方面都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专访中国绿化基金会秘书长

陈蓬：我们要不断探索网络公益发展规律

� � 如果没有微信， 也没有 99
公益日，那么互联网公益该怎么
做？ 相信很多人都会在心里画上
一个大大的问号。

7 月 19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企业捐赠方代表、明星公益粉丝
团、政府部门代表以及公益组织
代表等走进宁夏固原，对中国绿
化基金会“幸福家园暨网络植
树”生态扶贫公益项目宁夏项目
地进行了实地探访。“幸福家园
支持的村庄， 村民全部提前脱
贫。 ”这是当地人对该项目最简
单却也是最中肯的评价。

2007 年，中国绿化基金会联
合相关单位启动了“幸福家园暨
网络植树” 生态扶贫公益项目，
以 10 元一棵树的小额捐款模
式，借助互联网面向海内外募集
善款。 十年来，项目影响并带动
全球超过 3500 万人次捐赠 5500
余万元，援助中国西部偏远贫困
地区种植生态经济树超过 1500
万株，绿化荒山荒地面积超过 11
万亩 ， 贫困地区受益农户达
15000 户。

十年前，互联网信息技术远
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社会上关于

“生态扶贫”的声音也比较弱；通

过十年的摸索实践，该项目逐渐
融合了生态建设和消除贫困两
大难点，开创了自然保护与扶贫
开发相结合的可持续公益新模
式，对其他扶贫项目也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将生态保护和扶贫结合起来

我国西北部地区干旱少
雨，土地荒漠化、沙化现象比较
严重， 这对农民生产生活造成
了很大影响。 靠天吃饭是很多
地方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
是导致当地农村人口贫困的主
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在一些
贫困地区， 向自然要地的情况
也十分严重，过度开垦山地、林
地的现象时有发生， 导致生态
环境遭到破坏。

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
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提高农民
收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
是很多公益机构在探索的方向。

中国绿化基金会希望通过
“幸福家园暨网络植树” 生态扶
贫公益项目， 动员社会力量，支
持西部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
与扶贫开发，帮助当地贫困家庭

实现劳动脱贫、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进一步
增进全社会对环境保护、扶贫减
困的认识，使生态建设与扶贫减
困等行为成为更多公民的自觉
行动。

甘肃省通渭县是该项目的
首个试点地。 据了解，通渭县是
甘肃省 18 个干旱县和全国 41
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 全县
46.82 万人中， 贫困人口为 10.49
万， 人平均年纯收入不足 900

元。 该县县域内沟壑纵横，资源
禀赋较差，农民基本处于靠天吃
饭的状态。 同时，过度开垦山地
的情况屡屡发生，导致生态环境
急剧恶化。

（下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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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园暨网络植树”生态扶贫公益项目宁夏项目地枸杞丰收（中国绿化基金会供图）

� � 中国绿化基金会秘书长陈蓬在 2018 年宁夏项目地探访活动中
致辞（中国绿化基金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