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名誉会长徐瑞新

我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把联
合会的影响再扩大一步，使社会
工作和公益工作向前推进。

◎民政部原司长周宏林
朋友之间 ，一般含义来讲 ，

经历了奋斗 、 共识 、 挑战 、挫
折 ， 还有分歧等 。 其实这些东
西 ， 恰恰是涵盖整个改革开放
过程中 ，所有的成功人士 、所有
的企业家所经历和必须要具备
的因素 。

◎民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副
局长王庆

公益事业和公益水平，是国
家治理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
也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觉得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中
国公益事业有两个重大的事情，
可能将来大家都不会忘记。 一个
就是希望工程 ;另外一个 ，中国
创办了第一张国家级的公益报
纸———《公益时报》。 从中国公益
史上讲，《公益时报》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标志性产物。

◎北京市朝阳团区委副书
记、朝阳区社工协会秘书长马恒

社会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我
们非常需要行业里有这样的老
大哥， 呵护着我们社工小伙伴，
呵护我们社工事业的成长。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刘文奎

这些年我看到公益行业的

起起落落，很多大报都在办公益
的版块，很多公益版块都由生到
死 。 在这样的环境下 ，《公益时
报 》还能坚持多久 ？ 而 《公益时
报》是越办越好、越办越专业，刘
京把钱撒在 《公益时报 》上是掷
地有声。 我们现在社会面临很多
的问题 ，需要很多人解决 ，需要
大家聚集起来发出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刘京坚持办《公益时
报》非常难得。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秘
书长何继宁

我觉得这十几年 ，刘京社
长 与 《公 益 时 报 》做 了 四 件 非
常伟大的事情 。 第一件 ，是不
遗余力地弘扬公益精神 ，并且
推 动 公 益 精 神 与 企 业 家 精 神
的互动 ; 第二件 ， 是不遗余力
地推动社会建设 ; 第三件 ，是
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工作 ;第
四件 ，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公益
慈善的大家庭 。

◎老牛基金会理事长雷永胜
我们过去说红军是播种机、

红军是宣传队 ，我觉得 《公益时
报》就是公益慈善的播种机和宣
传队。

做公益是平常心，你能做什
么就做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
么 ，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你能
做多大就做多大，不要心里说今
天环境不好了、明天政策不给力
了 、大后天没有人捐了 ，不要埋
怨。 慈善是日常生活，慈善是终
身职业。

（下转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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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 公益私享会”在京举办
公益时报“大家庭”共忆“你我最美的时光”
� � 2019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改革开放 40 周年刚刚过去，又
迎来了建国 70 周年。 在这样一
个特殊的年份，回顾与展望成为
人们共同的诉求。

在大时代里沉浮过的亲历
者们， 拥有的不仅是鲜活的记
忆、难忘的时光，更有一路走来
的坚持与对未来的期许。

在天翻地覆的变革中，从零
做起的公益慈善的推动者们尤
为艰难与弘毅。 聆听他们的声
音，追根溯源，更容易找到公益
的本质与前行的方向。

于是，《公益时报》和社长刘京
决定在《公益时报》18周年的时间
节点搭建起一个交流的平台。

7 月 3 日，这场得到公益、企
业公民、社会工作等众多领域人
士参与的“大家庭聚会”就这样
在热烈又不失温馨的气氛中拉
开帷幕， 包括民政部原副部长、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名誉会长
徐瑞新和原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副书记陈存根，以及来自北大国
发院校友公益委员会、企业公民
(东升汇)俱乐部、国家开放大学
社会工作学院、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知名基金会等机构的代表逾
百人出席了这场“公益私享会”。

作为《公益时报》的发起人，
从改革开放至今，刘京的个人经
历横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
媒体四大社会部门。 然而，刘京
最看重的是他与公益结缘、创办
《公益时报》所走过的岁月，公益
成了刘京身上最显赫的标签，而
公益也正是这场各方精英汇聚
一堂的最初起源。

“2001 年，《公益时报》创刊。
当时为什么有信心做这份报纸
呢?不能老看着钱，偶尔仰望星
空做一点实在的事。 ”刘京说。

那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
起步期。 改革开放后，陆续有基
金会等公益组织成立。 但直到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
业捐赠法》出台实施，才真正界定
了什么是公益事业， 捐赠才真正
有法可依，民间捐赠才真正起步。

“当年首先要让人知道公益
到底什么，就这也是非常难。 ”刘
京回忆道。

但“吾道不
孤”， 人心向善，
一心做公益总有
同行者。

刘京在现场
表示 ，《公益时
报》在创办初期，
他有幸拜访了许
多德高望重的学
者 与 社 会 活 动
家， 其中包括资
中筠、朱传榘、成
思危等人， 是这
些人士的肯定让
他坚定了执着公
益的信念。

“社会进步
有三重动力 ，第
一是政府的自主
改良， 第二是社
会批评，第三就是公益。 ”刘京引
用资中筠先生在著作《散财之
道》一书中的发现。

“所以我觉得《公益时报》肩
负着一种使命，我们一定要让更
多人把公益作为生活中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公益才能
让社会更加和谐。 ”刘京说，“尽
管有很多不平坦、 艰难的路程，
但是绝大多数时还能得到大家
的认可，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支
持。 我们期待跟大家一样，交我
们想交的朋友，做自己想做的事
业，做自己想过的健康的生活。 ”

在长达一小时的动情分享
中，刘京重点回顾了《公益时报》
一路走来的不易与成绩，更回顾
了如何通过这张报纸联结各方，
共同传播公益理念，推动中国公
益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

自 2001 年创刊以来，《公益
时报》 先后推出中国慈善榜、中
国公益新闻年会、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案例展、 中国公益年会等跨
行业盛会， 以平台的方式推动各
方传播公益理念、参与社会治理;
作为连接公益与企业的先行者，
刘京先后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企业公民委员会、 企业公
民(东升汇)俱乐部、北大国发院校
友公益委员会， 推动企业和企业
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培育富有
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创新; 身兼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秘书
长的他， 为加快和深化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的培养，还出任国家开
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一职。

这期间，刘京和《公益时报》
一起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公益慈
善事业的发展：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
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
公募基金会，民间终于可以成立
基金会，《公益时报》记录、陪伴、
推动了众多企业家、企业成立基
金会，从事专业公益；

2008 年， 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掀起全民捐赠、志愿热潮。 次
年，《公益时报》 推出红黑榜，开
启捐赠舆论监督风潮；

2013 年，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制度在各地试点，民间 NGO 蓬
勃发展。《公益时报》以专题策划
反映民间 NGO 声音，记录各省
实践经验；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出台实施，中国公益慈
善事业进入新的时代。 公益组织
该如何应对、转型，企业该如何
参与《公益时报》始终陪伴；

2018 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中国迎来财富传承时代。《公益
时报》提出新课题———企业家如
何向慈善家转型……

全体嘉宾在刘京的娓娓道
来中产生了共鸣，20 余名参会者

先后上台回忆与《公益时报》及
刘京本人交往过程中的难忘经
历， 分享自身从事公益的感悟，
完美呼应了此次私享会的主
题———让公益照耀你我最美的
时光！

是的，过程虽然艰辛，但公
益慈善事业一直没有停下前行
的脚步，所以那些过往的时光都

成了“最美的时光”！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场以

公益为名，抒发情怀、分享美好
的“私享会”，也是公益领域的一
次形式上的创新， 它打破了不同
行业、不同机构间的界限，放大话
题的可能性， 让参与者在轻松愉
悦的气氛中得到感染，体会公益
之于生活的深刻含义。 （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