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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论坛

沙发论坛一：当代公益的多次元图景
为了更全面地展示“当代公

益的多次元图景 ”，2018 中国公
益年会邀请 GSMA 大中华区总
裁斯寒，快手行动 （CSR）负责人
张帆，中国社会扶贫网爱心帮扶
事业部总经理张静，爱尔眼科医
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彭志坤等围绕主题交流了各自
在公益领域的探索。

斯寒 ：GSMA 是一家国际非
盈利行业组织， 代表着全球 750
家移动运营商的利益，同时还涵
盖 300 多家在移动生态系统里
的企业。 GSMA 对公益有着自己
的见解：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角度来说，公益不仅是善心的表
现，也是每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所在。 企业如果想在市场竞争中
屹立不倒， 实现可持续发展，那
么在追求商业利润过程中，就必
须对社会做出贡献，很多企业对
此都有深刻认识。 GSMA 是首个
支持联合国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行业组织， 对 17 项中的每
一项，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环
境方面的挑战，GSMA 都有相应
的支持。

从创新层面来讲，GSMA 一
直走在前列。GSMA有一个“移动
助力发展”的项目，这个项目设有

专项基金， 项目主要是在全球的
不发达地区， 运用移动运营商和
移动生态系统科技的力量， 去改
变当地教育、医疗、卫生等贫困落
后面貌，也包括应急救灾。我们还
成立了创新基金， 专门鼓励在撒
哈拉沙漠以南一些非洲国家开展
公益项目， 通过移动支付技术展
开帮扶工作，改善当地人的生活，
包括教育、 医疗以及出生登记分
娩等，目前全球有 49 个国家从这
一项目中受益。

张静：中国社会扶贫网是在
2016 年 10 月 17 日开通，经过两
年的运营和建设，目前已经建成
爱心帮扶平台，基本建成扶贫众
筹和电商扶贫平台，正在建设扶
贫展示和扶贫评价平台。

中国扶贫网是连接贫困户
多元化需求与社会包括爱心企
业资源的平台。 一方面，我们搭
建平台整合资源，向社会大众宣
传扶贫信息，展示贫困户和贫困
地区的需求。 另一方面，我们从
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扶贫
体系着手，促进工作协作。

我们平台上目前有超过 40
万扶贫干部，他们会把平台作为
扶贫工具使用。 拿爱心帮扶平台
来说，我们会鼓励平台上的贫困
户把日常生活中面临到的困难，
比如疾病、上学、搬迁等各种需

求，通过平台发布出去。 这些扶
贫干部对当地村里面的情况非
常了解，由他们去审核这些贫困
户的需求信息，只有他们审核过
的需求， 才能够在平台上发布。
这样爱心人士看到的就是有公
信力的需求信息。

张帆：快手是拥有 7 亿活跃
用户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快手社
会责任部在去年 9 月份成立，这
个部门有三个重点关注方向：一
是关注中国农村建设。 二是关注
平台上青少年的成长，让青少年
健康有效地使用网络。 三是利用
互联网带来的注意力资源，为公

益组织、 基金会以及个人赋能，
更好地推进公益事业发展。

“快手”作为社交属性特别
强的短视频平台，正在给乡村用
户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快手”
上的乡村用户， 通过短视频、通
过直播把家乡产品卖了出去，或
者吸引更多人到家乡旅游，这都
是直接或间接的变现手段。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
乡村用户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
在现代商业环境中会束手无策。
我们今年发起了幸福乡村带头
人的项目， 挑选一些代表人物，
帮助他们接触一些商业管理的

经验。 这个项目启动 4 个月，20
个代表人物创造产值超过 1000
万元，带动 500 户贫困户脱贫。

彭志坤 ： 爱尔眼科成立之
初就有一个愿景， 让所有人无
论贫富都享有眼健康的专利。
爱眼公益基金会一直秉承专业
化运作理念， 力求成为国内外
最健康的公益平台。 基金会成
立至今，已在 30 个省份 100 个
城市开展了 200 多个项目，比
如大家熟知的光明扶贫工程。
10 多年来， 医院每年都会拿出
固定资金用于公益救助， 累计
投入资金 6 亿多，为 30 多万名
眼病患者提供过救助。 目前，针
对社会关心的青少年近视防控
问题，爱尔眼科正联合国内 300
家医院， 力求通过联合参与的
方式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爱眼公益基金会有两大创
新。 一是把公益加上专业，把专
业加上公益。 公益的运作，加上
专业化的思路，使得爱尔眼科品
牌知名度大大提升。 同时，专业
又把公益元素加进去，专业眼科
医生通过公益发扬他们的医德。

二是交叉补贴模式。 爱尔眼
科提供高端的包括特需的眼科
医疗服务，在这部分医疗的收费
中， 我们会固定抽取部分利润，
用来补贴贫困眼病患者的治疗。

� � 在沙发论坛二，在北京师范
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
传进的主持下 ， 格林集团创始
人 、董事长王拴红 ，北京慈弘慈
善基金会秘书长庄伟，情系远山
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时腾飞，滋根
创始人、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
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
杨贵平 ，女排奥运冠军 、惠基金
发起人惠若琪等则着重对基础
教育进行了反思与探索。

王拴红：在资本市场领域开
展业务的公司都是有公益行为
的。 过去十多年，我们每年坚持
建一所小学。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
坚持做公益，在公益路上坚持走
下去，将公益进行到底。

所有人都在谈论教育制度
的问题，但我觉得更核心的还应
该是我们的基础教育。 我有两个
思考， 一是如何实现公平教育。
东西部的孩子接受的教育质量
肯定是不同的，如何有效解决这
种差异，我愿意参与到这样公益
项目中来。 二是基础教育的基本
点是素质教育，我们应该从自身
做起，改变过去对孩子进行的一
些落伍的教育方式。

庄伟：在经过实地调查和长
期基线调研后，我们发现大量乡
村教师，85%以上没有获得专业
的教学教育培训，很多老师在一

线得不到专业发展支持，他们的
很多教学技术都是靠自己摸索，
或是通过自己教育上的感悟获
得。 我们的“慈弘健康与幸福课”
项目，致力于培养儿童社会情感
能力，并对乡村教师进行进阶化
和专业系统化的支持。 项目做了
三年， 进入项目体系的老师有
701 名老师， 每一名老师都会对
应有一对一助力支持的专家学
者，这些专家学者来自于北京师
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知名院
校， 一对一支持会持续一到三
年，使得这些乡村老师获得长远
的进步。

面向未来， 我看到了曙光，
第一，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他们
在关注乡村教育。 第二，有很多
乡村教师被专家志愿者的精神
感染，内心重新燃起对教育的激
情，这在我们的幸福课堂上不断
呈现。

时腾飞：北京情系远山公益
基金会想为中国乡村教育做点
实事。 中国现在小学生在县级以
下单位上学的是 6600 万左右，占
整个中国小学生的 66%。 这么大
的群体在县城以下接受教育，我
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就是，这些教
育的良品率是多少？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应该
如何解决？ 我们期待用互联网
的方式， 解决乡村教育的良品
问题。 我们希望利用直播和录

播技术， 为乡村老师提供足够
的工具。 乡村老师使用这个工
具， 就有可能实现相对良品的
教育， 这是我们一直在进行的
探索。

我们看到的曙光是，现在乡
村学校基本上班班通网。 第二个
是有了互联网之后，传道和授业
可以交给更专业的老师来做，乡
村老师利用这些教育可以做好
解惑，去激励和唤醒孩子，做好
育人的工作，这也就触及了教育
的本质。

杨贵平 ： 滋根从 1988 年开
始，在中国贵州省最贫困的乡村

支持女孩上学。 我们从 400 个女
孩子开始，经过这么多年已经支
持将近 14 万女孩上学。 很多人
变成村里的第一位女老师，第一
位女卫生员，这些毕业的女孩子
成为村里最积极的乡村发展主
力军。

最近十年，滋根从事的重点
工作之一就是促进乡村教育质
量的改变。 现在在乡村里面的教
育，很多的课本知识都是城市里
的内容，和农村生活不相关。 我
们认为要在学校开展环境教育，
要把乡土文化带进课堂，在学校
里还要开展和生活相关的健康、

卫生、营养知识课程，让孩子能
够关心自己的家乡，关心自己的
环境，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促进
家乡的可持续发展。

大家都谈到乡村教育的质
量，教育的质量不是考上清华北
大，出国留洋，而是关心自己的
家乡，了解自己的家乡，自尊自
重自信，做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惠若琪 ： 惠基金是专项基
金，我们主要针对体育教育。 我
们走访很多学校，发现当地的基
建、 体育器材和操场都非常完
善。 但让我们惊讶的，学校一个
体育老师都没有，他们对体育的
认知就是这堂课可以到操场玩。
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说体育
能教会人什么？ 首先是教会大家
如何在有规则的束缚下赢，二是
能够体面有尊严的输，这是现阶
段很多孩子会遇到的问题。 在未
来如何看待成败， 如何顽强拼
搏，不抛弃不放弃，这是体育教
育能带给大家的。

我们看到的曙光有三个方
面，一是来自学生，在体育课加
入之后，学生在课堂上面的精力
更加集中。 二是来自于校长，在
课表更合理的排期之后，校长也
发现体育课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
个方面是来自于更多运动员，现
在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和体育人
有公益的意识，也愿意参与到公
益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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