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 年，叱咤美国硅谷的丁永庆正值事业巅峰期，然而他却选择了退休。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后半
场，公益将是最重要的“职业”。 他说，退休便可夺回时间的自主权，如果等到六七十岁再投入公益事业，
那时间就不够了。

“若将余生投身公益事业，我绝对只选教育。 ”世界上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环保、卫生、贫困、疾病……
但若只能选择一件事去做，丁永庆认为那一定是教育，因为教育做好了，针对这些问题都可以找出解决
方案。

2002 年，丁永庆以理事的身份加入了欣欣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欣欣”），担任无偿义工至今。 欣欣
是在加州政府登记注册，经联邦政府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机构，其宗旨是本着雪中送炭的原则，以关注中
国农村小学教育需求为主，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其精神、文化和工作特质是长期、持续、关怀、传承。
2013 年，欣欣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支持下，在民政部登记设立了代表机构。

2017 年 11 月，在相关人士的推动下，北京市向荣公益基金会也在北京成立。 丁永庆认为，向荣和欣
欣已经达成了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的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解决欣欣存在的一些问题。

向荣成立的使命是做中国乡村教育的践行者，自成立近一年以来，已经形成以欣慧教学、欣智阅读
和欣悦成长为核心的项目体系，同时相继开展了乡村美丽园丁支持计划、乡土书香文化校园支持计划和
乡村儿童关怀支持计划等多个公益项目。

丁永庆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他很喜欢印度特蕾莎修女的一句话：“我们觉得我们所作所为的只是
大海中的一滴水，但是没有凝聚这样的一滴水，大海就不成大海，就会枯竭”。

专访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市向荣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

丁永庆：将公益精神传递给更多企业家
■ 本报记者 李庆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阎如玉律师、马健律师 印刷：北京佳诚信缘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路 6 号天顺鸿彩印院内
发行热线：０１０－65927745 广告热线：０１０－65066945 65953695/6/7 转 1818 广告发布登记号：京朝工商广字第 0203 号 投稿信箱：editor@gongyishibao.com

16
２０18．10.30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乡村教育是民族基业之本

《公益时报 》：据了解 ，向荣
和欣欣已经达成了紧密的战略
合作关系 ，那么 ，两家机构的侧
重点有什么不同？

丁永庆： 欣欣有着 21 年的
背景和经验，作为无偿义工的组
织，凝聚了大量的善心人士。 那
么， 这些年来积累的经验和资
源，能否同国内的公益慈善组织
以及志同道合的人来分享？ 向荣
的成立一方面是经验的分享，另
一方面也是水到渠成。

向荣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和
欣欣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因此欣欣的经验和资源会毫无
保留地跟向荣分享。 欣欣的项目
目前分布在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
区，持续不断关怀近 350 所农村
学校。 因此，我们将 350 所学校
的现状、需求以及未来的发展跟
向荣分享。

要说两家机构的侧重点有
何不同，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吧：

第一，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和
国内公益基金会的差距。 我们是
非常正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是
被国务院侨办、民政部、公安部
认可的， 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
下，还是会有一些原因使得我们
在做项目的时候遇到挑战。 比如
距离方面，想更深入了解项目需
求，就需要更深入的参与，而绝
大部分的义工都是在美国。 这方
面向荣就没有顾虑。

第二，我们作为境外非政府
组织，在项目地找项目合作伙伴
的时候就没有向荣所具备的优
势。 欣欣和向荣的目标是一致
的，服务群体也是一致的，都是
农村孩子的教育，但是两个基金
会背景不一样，未来的发展也一
定会不一样。

使互联网技术渗透农村教育

《公益时报》：向荣成立时设

定的三个主题项目———欣慧教
学 、欣智阅读 、欣悦成长是出于
怎样的考量？

丁永庆： 以欣悦成长为例，
简单来说就是音体美。 近两年，
教育部针对农村的教育特别提
出音体美的重要性，因为孩子们
的教育并不是有了语文、 科学、
数学等就可以了， 尤其是小学
生，音乐、体育、美术同样重要。
城市里在音体美方面有很多专
家和专业教师，而农村却面临着
很大的问题。

因此，欣悦成长要满足学校
基本的设备要求， 包括操场、篮
球架、乒乓球架、音乐器材等场
地和设备。 有了硬件设备之后，
培养合格的音体美老师也同样
重要。 所以，欣悦成长是关注设
备器材和老师的教育水平。

从欣悦成长再到欣慧教学，
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教师的
培训。 除了面对面培训，我们强
调跟师范大学合作，例如跟东北
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
师范大学等合作，利用线上进行
培训。 互联网和电脑是上天给农
村教育最好的礼物，我们通过信
息化应用，用互联网教学的形式
来解决农村教师的水平。

此外，向荣专注“小而美”项
目， 即关注的对象是小规模学
校， 小规模的概念就是不到 200
个孩子或者 200 个左右。 不到
200 个孩子的学校跟有 1000 个
孩子的学校， 资源肯定不一样。
所以，如何满足小规模学校的需
求是向荣专注的重点方向之一。

公益与企业运营殊途同归

《公益时报》：作为向荣的荣
誉理事长，你对向荣的内部治理
和外部运营有哪些基本要求？

丁永庆：两方面吧，一方面，
欣欣拥有的 21 年经验也吸取了
美国当地公益慈善基金会的运
作模式和方法。 教育需要长远持
续不断地推进，这就要求欣欣必

须要有非常完善的组织结构以
及管理方式。

另一方面，基金会的理事会
成员及义工等很多在公司里都
是管理层，所以欣欣一直以来在
用企业管理的模式运营基金会。
从设定宗旨到梳理战略思路，再
到运营管理， 最后到资金筹集、
使用机制等，跟企业运作模式类
似，需要科学的管理制度。 欣欣
同样把这样的经验分享给向荣，
因此向荣的发展也会遵照企业
的管理模式，我们会把企业的观
念和实际的工作方式带到向荣。

此外，企业在运作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环是深入一线，了解
客户群体的真正需求。 所以，我
经常强调，即使做理事长，也一
定要到一线去，而不是坐在办公
室里听汇报。 截至目前，在欣欣
覆盖的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 350
所学校中，我走过了 220 多所。

向荣具备先天性优势

《公益时报 》：欣欣和向荣在
业务上，比如筹款、项目设计、社会
合作等方面是否会有一些重合？

丁永庆 ：筹款方面，这是两
个完全独立运作的基金会，善款
是完全分开的。

项目方面， 欣欣有 350 家平
台，每个平台的需求不同，我们
可以把需求和农村学校的现状
根据平台跟向荣来分享。 从项目
的设计来看，欣欣和向荣是紧密
的合作伙伴关系，假如有项目需
要双方来合作和交流，那么有些
项目内容欣欣可以跟向荣分享，
向荣也可以经过欣欣的牵线搭
桥和同一家企业合作。

欣欣本身有一些先天的局
限性，比如时间、距离等。 而欣欣
在国内的 350 所学校，阅读的需
求非常大，欣欣不可能覆盖得那
么全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
把项目经验和内容跟向荣分享。

向荣作为一家刚成立不久
的基金会，跟其他刚成立的基金

会相比，有了许多先天优势。
《公益时报》：向荣未来在筹

款方面有着怎样的考量？
丁永庆：向荣从一开始就专

注如何能够鼓励企业参与公益。
向荣创始人之一刘圣就是非常
成功的年轻企业家，其理监事里
也有几位是企业家，他们已经参
与到向荣的项目落地。 但如何把
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到更多的企
业？ 我们希望企业家的参与不是
个人行为， 而是影响更多企业，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责任。

说到筹款，首先，我们的重
要筹款来源就是企业，所以向荣
一开始就针对合作伙伴的需求
做了很多的研究和规划。 对向荣
来说，如何借用企业使得向荣发
展，并在募款方面得到企业的支
持是重要的方向。

其次，筹资募款的责任要落
实到执行团队，一定要注重实际
的工作内容， 有实际的工作成
果，用成果来说话。

最后， 向荣是非公募基金
会，在今年的 99 公益日，将项目
挂靠在儿慈会下面， 共计筹款
100 万元左右，约有 5000 人的参
与人次。 这其中不乏有欣欣的义
工、欣欣的服务对象、农村学校
的校长及老师等群体参与。 对于
一个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基金会，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样的
筹资成果实属不易。 未来，在做
好项目执行的同时，希望筹资能
够有所突破。

将公益精神传向更多企业家

《公益时报》：“公益 ”于你而
言意味着什么？ 在做公益的过程
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丁永庆：这个收获是两个层
面的，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机构。

在个人层面，比如因为我们
做的一些小小奉献，孩子们见到
我们就非常开心。 看着他们真挚
的面孔，你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这就是回报。 从机构
层面， 向荣就像是欣欣的传承，
有着共享精神和共享文化，这是
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回报。

《公益时报》：未来在公益路
上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丁永庆：我常常感觉自己在
跟时间赛跑，所以对自己的要求
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公益
的精神和文化同更多人分享，尤
其是企业家们，这对我来说是责
任亦是挑战。

欣欣自成立至今已有 21
年，其第一批资助的孩子们如今
都已经成年， 他们在各行各业，
如果他们都成为了高知识、高水
平的员工，那么一定能够反哺社
会或者企业。 所以我跟企业家们
说， 别总觉得你是在帮助别人，
或者帮助农村教育，其实你是在
帮助自己。 要想企业长远发展，
未来还是需要靠这些成长起来
的孩子们，这个观念一定要深深
的植入到企业家的头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