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人物简介： 宏胜饮品集团总
裁、杭州娃哈哈董事长兼总经理宗
庆后之女，浙江馥莉慈善基金会创
始人，现任浙江省商会副会长。

公益事迹：2007 年，宗馥莉
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 在浙江
省慈善总会设立“馥莉慈善基
金”项目。 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家
境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和推动
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基金秉持
着“自强式”慈善的理念，以“一
年助学金+三年企业实习”的模
式，在为受助学生提供基本助学
金的同时，还为受助学生提供在
宏胜饮料集团及分公司实习锻
炼的机会，给予受助学生亲身接
触一线和工作岗位的机会，做到
同时在资金帮助和培养学生的
坚毅品质两方面入手。

2012 年 8 月， 宗馥莉向浙
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7000
万元设立“浙江大学馥莉食品
研究院教育基金”，专项用于建
设“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
院”，支持食品学科营养与安全
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为中国食
品行业培养专业高端人才，改
善和提升中国食品行业的国际
地位与影响力。

2013 年 10 月，馥莉慈善基
金与馥莉食品研究院共同计划，
分别与贵州大学和塔里木大学

合作成立了两
所西部分院，
将馥莉食品研
究院探索出的
好的教学方法
和成果传播出
去， 将优秀的
教育水平和科
研能力注入西
部教育之中，
帮扶西部院校
在师资力量、
学生教育上有所提高，努力践行
“传递式”慈善理念。

2014 年 5 月， 宗馥莉将馥
莉慈善基金升级， 成立浙江馥
莉慈善基金会。 围绕“食品安
全”开展工作，以“引领中国食
品安全环境改善， 创新中国公
益慈善模式”为使命，坚持引路
式公益慈善，推动“有效公益”
进程， 希望作为食品安全领域
的倡议人，为社会组织、个人、
政府搭建起共同关注食品安全
问题的桥梁，“集小力， 聚大
力”，共同推动中国食品安全问
题的改善。

同年， 浙江馥莉慈善基金
会向西安交大教育基金会捐资
1 亿元，用于建设西安交通大学
馥莉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 年 9 月， 馥莉基金会

与公益机构“爱心衣橱”一同发
起了鲲鹏助学项目， 募集了 57
万多元的善款， 为新疆、 黑龙
江、青海、宁夏、甘肃、河南等省
份身处困境的 500 多名中小学
生提供学习生活补助， 这种资
助将是持续性的， 直到他们完
成某一阶段的学业。

多年来在公益领域的身体
力行，使她不断明确自己的公益
方向，她在父亲“应该对缺乏劳
动能力的人做慈善；在发生自然
灾害时做慈善；在教育领域做慈
善， 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的
慈善理念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
的想法，做了更多的开拓。 她认
为：“有人用一个亿去买一架私
人飞机， 或者一艘豪华游艇，但
对她来说，捐赠高校来培养食品
领域的职业人才更有意义。 ”

� � 人物简介： 三一重工董事
长梁稳根独子， 现任三一重工
集团董事、三一基金会理事长、
三湘银行董事长。

公益事迹：2007 年，梁在中
初次接触公益，通过教育助学项
目，资助贫困大学生，并通过自
己的努力，使这些大学生完成学
业，在大城市里有自己的工作。

在成长的过程中， 梁在中
深受父亲“产业报国”的教导。
2012 年， 他选择去哈佛大学肯
尼迪政府学院攻读国际发展专
业， 希望学习到科学公益的方
法，让公益在中国变得更专业。

学成归来后， 梁在中创办
了三一基金会，以“科学公益”
作为基金会的使命， 推动更多
科学、专业、有效、创新的公益，
生发力量、创造社会价值。 在不
断的学习和实践摸索中， 三一
基金会由最初发起的“圆梦助
学”项目扩展到运作、资助、研

究项目“三驾马车”齐驱并进，
并逐渐形成了社群、孵化、资助
三大相互渗透的 3ESPACE 业
务线。 基金会逐步从初创向成
熟稳步迈进。

除了通过专业的方式做公
益，他还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
2008 年汶川大地震时， 梁在中
曾前往灾区参与救灾工作。

目前不能把所有时间投入
公益的梁在中， 对基金会的主要
贡献停留在战略层面，对此，他请

了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同学来管理三一公益基金会。

2018 年， 北京三一公益基
金会举办了战略沟通会， 提出
未来三年（2018~2020）的战略
方向和业务规划。 这也表明三
一基金会将在专业做公益的道
路上继续前行。

多年的公益经历， 使他在
公益领域有了自己的看法，他
说：“未来， 公益的生态链与商
业机构很像， 公益会是特别有
才能的人聚集的地方。 目前的
公益机构发展环境让部分公益
人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支
撑不了他们生活的发展。 80 后
这代人， 现在开始慢慢对社会
资源配置有了发言权。 很多富
二代企业家也在成立自己的公
益基金会， 通过个人或公益组
织不断对外捐赠。 做公益，就是

‘富二代’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
方式之一。 ”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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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捐赠、成立基金会……

看“善二代”们的公益慈善路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许多企业家在时代浪潮中崭露头角，成为中国创富的第一代。创富成功后，“富一代”们何去何从，成了他们长久思考的问题。大部分“富

一代”选择了投身慈善，但由于他们往往是白手起家，经历了艰难打拼的创业过程，大多没有机会接受系统完整的高等教育。 他们的慈善行动主要出自于回馈社
会的善心，慈善方式也大多以捐钱捐物等直接捐助的形式为主。

而此时，大多“富二代”也已完成学业，正是迈向社会的好时机，他们除了接手家族财富，也从“富一代”身上传承下来了慈善精神，也为他们赢得另外一个称
号———“善二代”。

“善二代”与他们的父辈在慈善事业上的路径有何不同？是传承家族慈善事业还是自己另辟蹊径？4 月 28 日，第十六届（2019）中国慈善榜公布在即，“善二代”
们践行慈善公益的趋势也是本届榜单关注的重点之一。 请随《公益时报》记者的脚步，带你走进下面几位各具特点的“善二代”。

梁在中：请专业的人才做专业的事

� � 人物简介：中国泰康人寿保
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之子，任北
京宅急送快运有限公司董事 、第
二轮“万林奖学金基金会”会长。

公益事迹：2007 年， 还是一
名高三学生的陈奕伦，就和几个
朋友商量要为中国农村孩子做
点什么，因为当时扎根深山支教
的徐本禹的事迹深深地影响了
他。 于是，从那年开始，陈奕伦和
朋友连续 5 年去中国乡村支教，
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

2013 年, 陈奕伦和哈佛大学
的华人同学共同发起了“PEER
毅恒挚友计划”，他们在寒暑假时
组织留学生回国， 为贫困地区学
生提供博雅、人文和素质教育。

PEER 和其他支教组织有很
大差别，虽名为支教，实际上是
一种暑期活动。 不以直接支援学
校的教学体系、帮助学生考高分
为目的。

PEER 的发起人和参与者，
均来自海外中国留学生。 由于接
受过美国的高等教育，这群年轻
人对于国内教育，尤其是功利思
维主导下的乡村教育的闭塞和
简单，都有着更清晰的认识。 他
们认为，流行于中国的“素质教
育”并没有抓住本质。

PEER 不采用现有的教材和
内容，而是自编教材，自编课程
设计。 在课堂上，学生学到的内
容包括“从儒家文化到现代资
本”、“哲学导论 ”、“经济学入
门”、“民主六讲—从雅典城邦说
起”、“从美国宪法看法的精神”、

“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等。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PEER 借鉴了美国的教育方式：
采用讨论课形式，每个教学点有
十几位志愿者老师，一位负责主
讲，其他人则协助发动讨论。 如
果有内向的学生不愿发言，志愿
者就会加以引导，课堂外还跟他
谈心，一个星期之后，学生逐渐
开始发言，性格也开朗起来。

除了讨论式课堂教学，PEER
还组织团队活动和社区调查。 2011
年开始，PEER 增加了寒假项目，
组织来自哈佛等大学的外国学生，
与国内大学的中国学生组队，前往
湖南、 广西等地做口述史研究，当
地的中学生也参与进来。

作为 PEER 的发起人，陈奕
伦认为：“PEER 要帮助贫困生形

成自主的思维、 自主的世界观，
让他们明白自己想做什么，适合
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希望贫困
学生们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拥有
自主的人生。 ”

在多年的实践中， 陈奕伦发
现，PEER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
下的确发挥了作用，不仅帮助学校
提高了效率， 帮学生提高了成绩，
更重要的是，一些受教育者在考上
大学后又成为了新的志愿者。

2015年 6月，陈奕伦和 PEER
其他成员举办“挚友伴夏”慈善义
卖派对活动， 共筹得善款 18134
元。并将其全面用于建设 PEER项
目点的多媒体空间以及支持偏远
地区青少年人文素质教育项目。

陈奕伦对于公益慈善的做
法和其他“富二代”不同，他没有
选择大把的捐钱。 除了深入贫困
地区，为当地的孩子带来不一样
的教育，他还落脚乡村，成为村
官，为乡村建设做贡献。

2012 年，他只身前往第一次
支教的地方贵州景阳乡，做起了
实习村官。

在乡村进行了近一年的实习
后，由于种种原因，他离开了乡村。
但对于公益慈善， 他没有放弃，他
仍然继续带领着 PEER 向专业化
组织演变， 并探索一种模式让
PEER成为可持续化的社会企业。

对于公益， 陈奕伦曾呼吁：
“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将不仅是前
人们遗留给我们的， 更是由我们
自己用行动与付出去塑造的。 哪
怕只是些小小的行动， 会让一些
学生有更好的公民意识、 更好地
接触社会， 也能让农村的孩子们
感受到一点来自他人的善意。 ”

陈奕伦：
深入贫困地区，传递“另类”教育

宗馥莉：成立基金会致力于食品安全

（下转 11 版）

宗馥莉（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