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和惠通董事长付竞（右）代表公司向首师大捐赠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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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坚守与付出

I DO 用艺术点亮梦想
� � 2019 年 10 月 22 日，一场特
殊的画展在 798 艺术区朗空美
术馆开展，展出的几百件画作全
部出自西藏特殊儿童之手。 这场
名为“I Do 用艺术点亮梦想”的
西藏特殊儿童艺术作品公益展，
将聚光灯对准了来自遥远雪域
高原的特殊孩子，为他们被埋没
的才华与梦想打造了一个充满
无限可能的艺术舞台。

在开展前的秋日下午，一位
与这个画展最有渊源的男士悄
然走进来，默默地参观着已经挂
在墙上的每一幅画作， 很是投
入。“看到这些画作，就想起西藏
的这些孩子， 他们纯洁美好，我
们希望帮助他们打开更丰富的
梦想，打开他们未来的路。 ”这位
先行来看画展的人就是恒信钻
石机构创始人、 董事长，I Do 基
金会创始人李厚霖。

这些画作也像是打开时间
隧道的钥匙，一幅李厚霖及 I Do
基金会 12 年公益之路的长卷

“画作”也徐徐打开。

点亮特殊儿童的梦想

作为知名企业家，李厚霖除
了一直带领恒信钻石走在行业
前列之外，还怀揣着一份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一直低调投身公益
事业。

2008 年，李厚霖在汶川地震
期间个人捐资 2000 万元注册成
立了 I Do 基金会。 也是在这一
年， 一封来自中国海拔最高、最
偏远的一所县级完小———措勤
小学的求助信，让李厚霖和藏区
的孩子们结下了长达 12 年的不
解之缘。

他几乎每年都身体力行参
与基金会发起的“爱心西藏行”

项目，此次展览的画作，就是今
年西藏行活动期间，由多位艺术
家一起，和孩子们共同创作的。

今年 9 月，I Do 基金会第十
二届爱心西藏行在拉萨市特殊
教育学校举行。 刚刚在冈仁波齐
完成连续 13 年转山的李厚霖，
顾不上已经累到极点的身体，再
次如约而至。

此次爱心西藏行以“I Do 用
艺术点亮梦想”为主题，邀请到
了张永旭、尤勇、陈彧凡、陈彧
君、肖江、王波 6 位国内知名艺
术家进行艺术支教。

今年 4 月，I Do 基金会还邀
请了沈敬东、范学宜、高孝午和
刘子宁四位艺术家先行来到拉
萨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艺术支
教。 艺术家的到来让西藏特殊儿

童有了接触艺术教育的机会，激
发了他们对艺术的兴趣，点燃了
孩子们的艺术梦想。

I Do 基金会用了三年的
时间， 精心挑选了拉萨市特殊
教育学校作为基地， 邀请了十
余位艺术家导师相继前往进行
艺术支教， 共诞生了 400 余件
非常具有想象力的西藏高原特
色艺术作品。

12 年的坚守与付出

在艺术家支教的这 3 年里，I
Do 基金会投入了大量资源，以
艺术启蒙教育为主线，以走进去
的“艺术家支教”、请出来的“艺
术培训”为执行手段，提升孩子
们的美育素养及技能，激发梦想

种子，打开他们对未来、对外面
世界的认知。

这 3年的艺术家支教，只是 I
Do 基金会西藏行公益活动的一
个缩影。 自基金会 2008年成立以
来的 12年间，从最初的一对一日
常用品、教学用品帮扶，到扩大帮
扶范围， 再到找到艺术家支教的
独特方式， 基金会总行程百万公
里，精准落地 7 县的 31 所学校、4
所福利院， 先后对 30000 多名藏
区儿童实施了救助。

12 年公益援藏之路，李厚霖
与他创立的 I Do 基金会一起，
为西藏地区带来了切切实实的
改变，在教育、助学、医疗及文化
产业扶贫等多个范畴持续投入
援藏扶贫工作，各类慈善公益捐
助已经累计超过 1500 万元，援藏

扶贫事业总投入超过 2200 万元。
回顾西藏行的 12 年， 李厚

霖不无感慨地表示：“有一种约
定，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责
任。 去平均海拔 4500 米的西藏
阿里地区做慈善，是我跟阿里孩
子的约定， 也是 12 年来我们坚
持进藏的动力。 ”

在采访中，李厚霖多次提到
基金会的口号“为了爱， 我愿
意”。“如果真的有初心和坚持，
我想西藏和这些孩子们这就是
最好的答案。 ”他说。

公益回归本质

经历 12 年西藏行的公益实
践，李厚霖对公益的看法不断升
级，对其本质有了更深层次的思
考。 在李厚霖看来，如今公益发
展已进入 3.0 时代， 结合目前公
益环境的变化发展，李厚霖梳理
出一条由公益 1.0 进阶到 3.0 的
发展路径。

他解释道：“公益 1.0 时代是
授之以鱼，直接帮助受助人群解
决实际困难； 公益 2.0 时代是授
之以渔，帮助受助人群找到解决
问题的手段或方式； 而公益 3.0
时代则要自我反哺，实现公益的
可持续发展。 ”

自 2011 年开始，I Do 基金
会启动艺术梦想计划，通过商业
赋能、公益联姻艺术的模式开始
孕育并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以
艺术支教为起点，真正打通“公
益”和“艺术”的壁垒，将专业的
艺术创作活动带入公益领域的

“公益艺术”发展模式，走出了一
条完整的公益输血、造血、回血
可持续循环发展的道路，最终实
现艺术、公益、商业品牌三者的
完美融合。 （张明敏）

2019 年 11 月 8 日， 北京征
和惠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征和惠通”）捐赠仪式在首
都师范大学举行。 仪式上，征和

惠通董事长付竞代表征和惠通
向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捐
赠人民币 1000 万元， 专项用于
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付竞认为， 教育是国之大
计，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
要基石，教育已经被党和国家摆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他指

出， 首都师范
大学作为人民
教师的摇篮 、
北京市人才培
养 的 重 要 基
地，在 65 年的
历史中， 向社
会输送各类高
级 专 门 人 才
20 余万名，培
养的师资力量
在整个北京中
小学教师的占
比 达 一 半 以
上， 在公办幼
儿园教师中占
比 更 是 高 达

90%以上。
谈及征和惠通在教育领域

上的付出，付竞指出，“教育投资
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做公益不
是一时激情和心血来潮，需要持
续不断的爱心投入，需要坚守一
份责任和信任，“此次对首师大
的捐赠正是这份爱心的延续，也
是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
际行动”。付竞说，希望此次捐赠
能为学校的建设发展提供实实
在在的助力，为基础教育出一份
力；希望学校培养更多优秀师资
力量，进一步推动教育资源的区
域平衡。 最后，付竞希望通过校
企协同在基础教育等领域进行
更多有益探索，为教育事业发展
贡献力量。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孟繁
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
都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接受

的这 1000 万元善款将用于科
研水平的提高、 学科建设、科
研成果转化以及人才与科研
的培育和奖励等方面，在过程
中会与征和惠通详细沟通捐
款的使用方向。

付竞在采访中表示， 征和
惠通自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成
为一家让投资人信赖、 员工自
豪、股东满意、社会尊重的优秀
企业。 多年以来，征和惠通始终
心系教育，响应国家号召，在教
育公益事业上不遗余力， 身体
力行。 未来，征和惠通将一如既
往地积极支持教育事业的发
展，并以此为契机，与首都师范
大学在未来展开长期、深度、紧
密的合作，建立更多层次、更广
泛的校企联动， 携手为教育事
业的发展发挥力量。

（李庆）

征和惠通捐赠 1000 万元
为首师大教育贡献力量

李厚霖参加“爱心西藏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