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四个多月前，张羽告别中央
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加盟
字节跳动。 这位前知名主持人拒
绝了所有媒体的追问，仅仅在微
头条简单地做了回应。 他说，加
盟“字节跳动”是因为“年纪到
了，想换一种活法”。

张羽，1969 年生于北京，毕
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在
校期间曾任北大演讲团团长，在
全国大学生辩论赛和演讲比赛
中都拿过冠军。 1992 年进入央
视，曾参与主持《焦点访谈》、《东
方时空》、《新闻 1+1》和《面对面》
等多档重点新闻节目。

张羽 26 年的职业新闻人生
涯，正好与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
代重合。 因为身处最为核心的国
家媒体平台，他成为诸多“大事
件”的见证者和报道者。

作为一位拥有丰富履历的
知名主持人， 缘何在 50 岁时选
择转身拥抱互联网，从事他之前
并不熟悉的“公益”？ 张羽履新
后，他过往的新闻生涯对他执掌
公益有何助力？ 关于未来，他又
有何畅想和打算？

2 月 18 日上午 11 点，《公益
时报》 记者在 2019 亚布力中国
企业家论坛第十九届年会的休
息室专访张羽。 此次大会，张羽
受邀担任了开、 闭幕式主持人。
接受《公益时报》专访也是他加
盟新公司之后第一次正式面向
社会公众发声。

采访中忆及汶川地震发生
后， 自己连续三个月直播的所感
所思，张羽动了感情。也许是记忆
深处一扇幽远的情感之门被瞬间
打开， 透过他的眼镜片，《公益时
报》记者发现，张羽的眼中分明有
泪， 但在几秒钟的停顿和克制之
后，他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谈及当下正在执掌的字节
跳动公益事业，张羽对自家公司
旗下的各类公益项目如数家珍，
自豪之情溢于言语之间。 与此同
时，他对这些项目、产品的熟悉
程度多少令人有些惊诧，压根不
像刚刚履职四个月的“新人”。

谈及“知天命”之年的职业
转型，张羽说“就是想拥抱一种
全新的可能”。 面对外界的好奇
和质疑之声，张羽回应了自己人
生路重新启航的若干条理由。 但
最令《公益时报》记者印象深刻
的还是这一条：“公益是一件可
以做到老的事情，它没有年龄的
限制，它也会因为你的不断付出
让人生更具色彩和意义。 ”

那些或难忘或警醒的公益
往事

《公益时报》：您最早对公益
慈善的认知来自于何处？ 这些年

留给您印象最深的公益项目或
事件是什么？ (为什么？ )

张羽：要说印象中最早的公
益项目应该是“希望工程”。“希
望工程”这个公益项目它之所以
伟大，不光是因为帮助了很多贫
困地区的孩子完成上学的梦想，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我们可以把“希望工程”项目
看作是现代中国社会公益慈善
的一次整体启蒙。

“希望工程”项目设立的时
期， 正好是改革开放十年左右，
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发现，可
以通过一个渠道来帮助自己并不
认识的陌生人， 从而推动社会进
步。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下，最初的
慈善理念更多的是乡里相助，帮
助自己熟悉的人，“希望工程”则
是给大家第一次普及了“社会公
益”、“社会公民” 这样一个概念。
那个时候正在上大学的我生活费
并不多，一个月也就六七十块钱，
在“希望工程”项目的影响下，我
也拿出了十块钱作为捐赠， 捐赠
之后我自己很有实现感。

在我曾经的新闻报道生涯
当中， 当然也涉及很多公益事
件。 比如说 2008 年汶川地震，当
时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连
续进行了三个月的直播，在直播
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见证了当时
面对巨大的灾难，全民的爱心大
爆发———潮水般的捐助、无数的
志愿者涌向灾区， 大家众志成
城，守望相助。 那个时候很多人
是含着热泪在看我们的直播。 这
样的记忆确实刻骨铭心，你会感
觉在国殇那一刻，你跟整个社会
公众的心是在一起的，因同样的
情感而跳动。 你会感觉通过央
视，你所发出的“善“的声音得到
了巨大的回应并转换成澎湃的
力量。

记忆中深刻的公益事件就
是三年之后、 发生在 2011 年的
“郭美美事件”。 其实作为一个资
深的新闻人，你看到她的微博和
报道之后，从基本的判断就可得
知，这是一个假的、可笑的事情。
但即便如此，它带来的恶果是难
以想象的，导致公众对整个公益
慈善组织的信任坍塌，尤其是对
红十字系统。 当时我就在思考，
为什么会这样? 你会清醒的认识
到，“信任”对公益慈善是那么的
宝贵，又是那么的脆弱。 那时我
就觉得，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
是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
渠道，通过制度化和机制性的建
设来获取公众长久的信任。 公益
慈善是阳光下的事业。

从观察者到“门内人”

《公益时报》：商业公司始终

以盈利为目的 ，但公益强调 “利
他”。 作为主抓公益的负责人，您
如何平衡这种认知？

张羽：我觉得从某种角度而
言， 商业与公益本身并不矛盾，
因为任何伟大的公司都是以价
值观为驱动的，而并非单纯以盈
利为目标驱动。

作为现代企业，我想承担社
会责任一定是企业的基本使命。
当然， 前提是这个企业必须具备
健康的发展， 如无健康的发展和
成长，不能获取商业利润，那它一
定不能持续有效的去承担自身应
有的社会责任。 我们不会为商业
去公益，但可以为公益去商业。

《公益时报 》：从作为记者 、
主持人观察公益，到今天成为负
责公益的互联网公司副总裁 ;从
门外的观察者到身处其中的“门
内人”， 您对公益的理解和诠释
有无变化？

张羽：我觉得差别还是很大
的。 从记者的角度观察公益，你
是代表社会公器在进行监督，要
发现问题，监督它正常良好的运
行，推动其往正向发展，更多的
时候，记者的身份还是一个局外
人。 而当我真正踏进公益行业，
自己具体操作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这里面不仅包括监督和
评判，还需要我更多地去解决问
题，这已经到实操层面了，完全
是两个概念。

从我进入公司具体介入到
实操层面，最关心的还是效率问
题，就是能够利用这样一家平台
和资源，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如
何能在公司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实现更大的社会责任。

《公益时报》：在公益项目甄
选或投资方面，您如何品评其优
劣和可持续性？

张羽 ：首先，这肯定不会是
我一个人的判断，而是来自整个
团队的认知共识。 我们在判断任
何一个项目的时候，一定是在信
息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完成的。 在
评估某一个项目时，我会拿出作
为公益部门的考量，但也会综合
公司内部其他部门，例如产品部
门等的建议和意见。 看似这些部
门与公益项目并无直接关系，但
在评估真正启动之后，我们尊重
来自每一个部门的信息反馈，达
到无障碍的信息沟通。

第二，我们在对某一个项目
的观察和评估过程中，非常看重
实效。 在考量公益项目时，它必
须符合我们的社会责任和公益
的重点领域，即扶贫、社会治理、
青少年教育以及环保等。 这样我
们既可以进行持续的投入，也可
通过我们的资源优势和产品优
势给这些公益项目赋能。

推动公益慈善透明化

《公益时报》：最近公益圈有
匿名作者质疑一些公益机构的
信息公开和财务问题，业界对此
争议很大。 您认为当下中国公益
行业的发展是否需要质疑？ 怎样
的质疑和监督才是有价值的？

张羽：当然要有质疑。 因为
从小的方面来讲，有人做善事为
的是博好名声; 从市场和商业规
律来讲，不乏慈善消费的;也有人
会沽名钓誉和骗取公众资源，这
都是有可能的。 出现这种情况的
话，不仅会对公众的爱心带来伤
害，更是对整个公益慈善信任体
系的重创。 尤其是组织性的公益
行为、 涉及社会公众的公益行
为，那一定是要高度的监督。

就此而言，我想可以再深入
探讨一下互联网介入公益的好
处。 互联网带来的最本质改变就
是信息的通达和对称性，它消除
了信息的不平等。 具体到公益慈
善项目，我们强调“公益是阳光
下的事业”， 互联网首先就实现
了这种信息的公开对称，项目的
每一步都通过网络公开， 基于
此，你显然就会于无形中增加对
该项目的信任和亲近，这是过去
传统媒体所不可能达到的，无论
是信息的承载量、 速度及互动，
也都是其无法匹敌的。 也由此带
来了整个社会公益行为的改变。

公益是一件可以做到老的
事情

《公益时报》：2018 年末，您
离开了工作奋斗了 20 多年的中
央电视台，您会如何总结之前这
些年在央视的工作经历？ 未来想
要换一种怎样的“活法”？

张羽 ： 我曾做过 26 年的记
者， 记者也曾是我最理想的职
业。 我从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使命

感很强的学校毕业后，觉得最理
想的职业就是做一个铁肩担道
义、妙手做文章的记者。

中央电视台不仅给了我非
常精彩的职业生涯， 还给了我
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因为它
是一个国家平台， 这样一个平
台让你有机会与历史同在，与
新闻同行。 过去我每年的年度
时间表是与国家大事甚至国际
大事结合在一起的。 有大事发
生，你就站在新闻现场。 你可以
最近距离的观察到与其相关的
风云变幻， 你跟那些最有意思
和最有故事的人在一起分享人
生和理念。 所以说，我对中央电
视台充满了感恩。

我今年已经 50 岁了。 我觉
得人要持续的成长，就必须给自
己寻找一种压力。 我突然发现自
己内心产生了一种冲动，就是想
要寻找一种新的人生可能。 我一
直觉得凡事要讲究机缘，突然发
现这个机缘到了，那么你所面临
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去迎接这种
可能。

我觉得自己在全新的平
台， 实质上变换了一种承担社
会责任的方式。 你可以调动很
大的平台、 产品以及社会资源
去尝试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比如我参加我们的“今日头条
‘谢谢你 ’2019 互联网寻人大
会” 就很有感触， 我们三年让
8000 多个家庭得以团圆， 而且
我们在持续不断地扩大规模地
做这件事 ;我们做“山里都是好
风光”项目，需甄选 20 个贫困县
对其文旅进行推介，就会有几百
个贫困县来报名。从中你可以看
到自己和公司对社会的贡献。
这种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方
式和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愿意去拥抱和尝试
这种新的变化，其实无论是做记
者还是现在做公益，初心都是一
样的， 那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
推动社会进步。 我为此很开心。
放眼望去，其实许多人最终回馈
社会的最好方式就是公益，比如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知名的中外
企业家，他的人生及事业归宿就
是公益慈善，公益是一件可以做
到老的事情， 它没有年龄的限
制，且因为你的不断付出而让人
生更具色彩和意义。

� � 2 月 16 日到 18 日，2019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九届年会
在黑龙江召开。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坚定信心，迎接挑战”。 作为此次
年会唯一特邀公益媒体，《公益时报》 分别对互联网公益、 文化、保
险、 科技以及家族财富传承研究等领域的五位知名人士进行了专
访。 本期专访人物为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现任字节跳动公司副总
裁张羽。

■ 本报记者 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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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羽：公益是可以做到老的事情

张羽在黄平谷陇看望留守儿童（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