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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加完亚布力中国企业家
论坛 2018 夏季峰会， 史兆苓没
能停下来歇口气。 第二天一早，
她就飞往新疆克州地区，忙乎手
头正在推进的助学项目去了。当
天早晨 7 点多，她的朋友圈更新
了一条信息，只有四个字：“继续
出发”， 配图是迎着晨曦奔跑的
行者。

从今年春天至今，她保持着
这种连轴转的工作状态，目的地
都是新疆。

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
史兆苓是北京市美疆助学基金
会(以下简称“美疆基金会”)的秘
书长。 她说，自己最初接触公益
是从做“志愿者”开始的。 当年，
对“公益”这个词还一知半解、懵
懵懂懂的时候， 她的公益领路
人、后来的美疆基金会发起人兼
第一任理事长王小梅带她走入
了新疆。她感受到那里人们的淳
朴善良，也被当地的贫困和落后
震撼。

她压根没想到，这一干就是
十多年。

专职公益十多年，史兆苓最
开心的是看着美疆班的孩子们
一个个长大成材;最骄傲的是“美
疆基金会”已经成了新疆当地老
乡们亲近和信赖的名字———能
让自己的孩子加入美疆班学习，
是家长们最大的心愿; 最愧疚的
是对两个孩子陪伴太少，说自己
这个“妈妈”实在不称职 ;最大的
心愿是通过美疆人的努力，让更
多的新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资源，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公益时报》：美疆基金会成
立 14 年来， 主要是在做新疆地
区的教育扶贫，在具体工作中你
这个秘书长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史兆苓 ：实际上，最大的困
难是来自于老乡的质疑和误会。
因为当地是少数民族聚集地，之
前很少有汉族人进入他们的生
活圈， 更别说和他们的家庭、孩
子发生这么多的交集。 那些孩子
们的家长大多是文盲，且不通汉
语，沟通难度可想而知。

正因为不了解不理解，所以
最初在当地老乡中甚至一度流
传着这么一种说法：“这些汉族
人来领我们的孩子，就是要把他
们带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卖
掉。 ”人心恐慌之下，家长们纷纷
将已经被我们挑选进入美疆班
学习的女孩又领回家去。 我们紧
跟着做工作， 再把孩子领回来
……如此反复好多次。 最终，通
过当地民族干部带着我们挨家
挨户地解释、做工作，终于又把
孩子们再集中回来。 这段往事，
让我记忆深刻，也是我在项目初
始阶段感觉压力最大、执行过程
中感觉最难的。

《公益时报》：现在呢？
史兆苓： 真的应了那句话：

“金诚所至 金石为开”———走
到现在，当地家长们的误会和隔
阂已经完全消除了。 经过我们十

多年的努力，现在当地老乡对美
疆基金会究竟是做什么的、能够
为他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
助已经非常的了解和理解。 每次
我们一到当地，家长们都争着把
自己的孩子送到美疆班来学习，
唯恐落后。

因为学习名额有限，我们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美
疆班学生入选标准，力求在众多
贫困的孩子里面寻找最合适的
人选，做到公平公开透明地择优
录取。

美疆基金会从创始之初到
现在的宗旨始终没变，就是为新
疆当地的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
习条件， 帮助他们健康成长，成
为国家有用之才。

我们开设的第一个美疆班
到今年已经 13 年了，53 个孩子
中有 31 个考上了大学，16 个已
经成为幼儿教师，正在为南疆的
学前教育发光发热。 还有很多高
中美疆班同学已经大学毕业，成
为公务员、教师，跻身建设家乡
的中坚力量。

13 年过去了，美疆人的辛苦
和努力没有白费———截至目前，
美疆基金会已在新疆、 甘肃、青
海、西藏、四川、北京、福建、江苏
等地陆续开展了亲情对口资助
班、早餐工程、营养工程、美疆助
学金、美疆图书角、美疆奖学金、
美疆助学公益行等近 20 个助学
项目， 累计资助学生近 10 万人
次。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还
是很欣慰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

《公益时报》：这些年新疆你
跑了无数趟，你认为“教育扶贫”
在内地和在边疆地区实施有哪
些不同? 这对于着眼于边疆地区
教育扶贫的公益组织来说增加
了哪些挑战和难点？

史兆苓：除了自然条件的匮
乏和差异，当地教师队伍的汉语
教学水平肯定是无法和内地相
提并论的，而且师资力量非常薄
弱，也不具备完善优质的教育资
源，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劣势。

我们基金会在新疆开展工
作时，语言不通是一个很大的障
碍。 当地老乡基本上说的都是本
民族语言， 从来没有接触过汉
语，他们的后代也是这样沿袭下
来的。 为了能让孩子们进步更
快，我们就把他们集中到汉语教
学力量相对强一些的学校，平时
沟通全部使用汉语; 给每个孩子
安排一对一的资助人，也就是他
们的汉族“爸爸、妈妈”。 除了给
予孩子们一定的经济资助外，汉
族爸妈还通过写信、电话以及定
期的实地探访等多种形式和孩
子们进行交流，感情互动十分积
极频繁。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
的语言能力自然而然得到快速
提升。

为了能让孩子们走出边疆，
更多的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们也
跟一些爱心企业和机构建立了
长期的联系。 比如最初我们是跟

姚明的“姚基金”合作，他们邀请
孩子们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我们
跟人保财险、万向集团、民生银
行合作，每年邀请品学兼优的孩
子们来北京游学；我们跟冠捷集
团合作，每年邀请台湾、福建和
美疆班的孩子们一起上课交流；
我们还和北京一些小学机构展
开教学观摩和交流活动，并不定
期邀请北京的一些优秀教师到
新疆与当地教师进行教育研讨。

在新疆多年的教育扶贫过
程中，我们会根据当地的实际困
难灵活调整扶助方向，设计并提
供对方最需要的公益支持。 比如
说我们原本打算在阿克陶县开
设美疆班，在实地探访时发现那
里的初中生、高中生因条件限制
吃不到早餐，我们就联合李嘉诚
基金会创办了“美疆早餐工程”，
项目一直持续到国家有关部门
逐渐解决该问题为止。

为了帮助更多的少数民族
高中生完成学业，我们还和东润
基金会合作设立了“美疆东润高
中生奖学金”， 让很多孩子得以
受益。

有句话叫“办法总比困难
多”———既然选择了边疆地区的
教育扶贫，那就要有充分的思想
准备去面对可能的种种困难。 找
准定位，坚持初心，一点一滴踏
踏实实地做，终有一天你会欣喜
地发现， 付出和辛苦没有白费，
因为教育成果在孩子们身上显
现出来了。

《公益时报》：就你了解和观
察，互联网资源介入教育扶贫在
新疆地区开展的如何？

史兆苓 ：目前来说，据我了
解，新疆地区在这方面工作的普
及程度还是很不够的。 虽然每年
国家都会对边疆地区持续投入
大量资金，但这部分资金的大部
分都被用作基础设施建设，可能
某所学校的教学楼盖的非常漂
亮、体育馆也够大、跑道也修得
很好， 但是你再深入了解会发
现，学校内部的许多设施、设备
是很不完备的。 除此之外，能与
之相配套的师资队伍也非常匮
乏。 虽说现在很多学校都配备有
电教室，但能熟练使用这些设备

并开展教学工作的老师少得可
怜，即使勉强有那么几个，专业
水平和技能也十分有限。

最近我一直在和由新东方
与好未来联合发起成立的“情系
远山公益基金会”商讨，就如何
将他们的互联网教育资源引入
到我们美疆班助学体系深入探
讨，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仅会
在美疆班开设这个课程，也可能
在整个新疆地区试推广。 当然，
我们也会想办法解决相关师资
的问题，以能够真正推动互联网
教育扶贫在新疆的落地。

不忘初心 天道酬勤

《公益时报》：当下有些公益
组织在教育扶贫过程中，提供的
公益帮扶与受助方实际需求大
相径庭， 导致公益资源的浪费。
你觉得产生这种现象背后的原
因有哪些？ 如何避免？

史兆苓：通常初创型公益组
织可能比较容易出现这类问题。

只有供给与需求相匹配，
才能真正实现公益扶助的初
心。 目前现实情况是，一些公益
组织没有考虑受助方实际需
求， 只一味考量自身项目供给
的数量， 这就难免造成公益资
源的浪费， 最终无法发挥其真
正价值。 所以项目的前期可行
性调研是非常重要的。

在项目实施以后，对该项目
的评估和监督，以及维护的环节
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务必要做到
严谨和完善。 也就是说，从项目
最初的设计， 到中间执行环节，
再到最后的评估，其实是一个完
整的闭环， 每一部分都必不可
少， 每一部分都要提前规划好，
才可能避免最后的结果不尽如
人意甚至与初心背道而驰。 这就
要求我们公益组织从业者，不仅
要有情怀，更要具备专业的基础
知识和职业素养， 只有这样，我
们的公益产品才能打磨的更完
善，走得更长远。

我觉得起码应该有三个方
面的常规动作可以提高我们在
这方面的素养：第一，注重平时
的业务训练和学习，实行长量的

测评和考核机制；第二，邀请行
业内外专家、学者做理论与实践
方面的讲座，增长见识，吸纳营
养;第三，加强与同行业机构的互
动与学习，互通有无。

总而言之，对任何一家公益
机构来说，公益项目就是我们的
产品， 要想产品叫得响走得远，
就得平时下足功夫， 吃得起苦，
动得了脑筋，“天道酬勤”这个道
理其实是适合用在任何一个机
构或者个体身上的。

企业家践行公益是大势所趋

《公益时报》：美疆基金会有
很多资助人是企业家，你觉得企
业家群体参与公益的社会意义
体现在何处？

史兆苓： 企业家投入社会公
益，不仅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还
可以为当地带来先进的积极的理
念， 这种无形资源是金钱不可估
量的。在践行公益的过程中，对企
业家自身也是一种提升和学习。
这些年来， 作为我们美疆资助人
的企业家们精神认知层面在不断
提高和升华就是实证。

比如，最初有些企业家跟着
我们到新疆当地探访之后，看到
孩子的困境，心疼之余，当即表
示要把孩子领走，直接带到北京
生活学习， 彻底脱离原来的环
境。 我们在感动之余，也向他们
解释这种方法并不可取，因为你
不可能将当地所有的孩子都带
走。 我们要努力尝试的，不是改
变一二个孩子的命运，而是通过
坚实的教育，帮助孩子们建立生
活的勇气和信心，创造尽可能广
阔的平台。 未来最终要靠孩子们
自己去面对和奋斗。 这种效果和
意义与你直接对一个孩子供养
吃喝学习等完全不同，这就对什
么是真正的公益帮扶和成全有
了不同的诠释。

我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
的企业家开始认真关注公益，亲
密接触公益，而且他们也在主动
地参与到公益创新的大潮中。 这
个队伍越壮大，我们的国家自然
也会越来越好。 这是值得期待的
美好未来。

美疆基金会荣誉理事长王小梅和史兆苓在亚布力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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