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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城市民营企业家家庭关系现状研究报告》发布

企业家普遍存在代际沟通问题
� � “中国传统节日依然是加强
家庭关系的纽带，以春节为最。 ”

“企业家对家风传承的正确性、
重要性认知水平超越了父辈。 ”

2019 年 12 月 6 日， 健坤慈
善基金会在北京发布《中国主要
城市民营企业家家庭关系现状
研究报告》。 报告以中国传统十
大“商帮”为脉络，对中国十个具
有深厚商帮文化底蕴地区的民
营企业家的家庭关系现状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据介绍，该报告研究人员访
问了 558 名民营企业负责人，全
面了解民营企业家们对家庭关
系现状的评价，以及他们在家庭
上的时间分配 、金钱花费 ，以及
家庭活动的类别等；从家庭的核
心关系入手，深入分析了民营企
业家与父母、子女以及伴侣之间
关系现状和影响因素；通过不同
区域的比较分析，较为全面地分
析了基于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
缔结的商帮文化对企业家家庭
关系的影响。

该报告也是目前为数不多
的由公益组织支持、针对民营企
业家家庭关系进行研究的报告，
对于公众深入了解民营企业家
群体、解决家庭代际传承等问题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将感性认知转化为理性调研

作为该研究的主办方，健坤
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乔迁表示，基
金会以“弘扬优良家风，让中华
好家风引领社会风气” 为己任，
倡导通过陪伴和聆听促进家庭
代际沟通、和睦聚心、亲人相爱、
向上向善， 为下一代健康成长、

老年人老有所养，共同创造美好
幸福家庭、凝聚社会和谐。

为了解中国企业家家庭关系
现状， 健坤慈善基金会委托国广
市场调查（北京）有限公司对中国
主要城市民营企业家的家庭关系
进行了系统调研，并邀请社会学、
统计学、 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专
家担任顾问， 通过量化指标对企
业家家庭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为
优化企业家家庭关系、 塑造企业
家优良家风提供决策依据。

乔迁告诉记者：“我身边有
很多企业家朋友，在跟他们交流
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感觉，企业家
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事
业中，因此他们往往无法顾及家
庭关系，使得家庭代际沟通出现
一定问题。 当然，这只是一种感
性认知， 要搞清楚问题出在哪
里、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就需
要理性调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
上对症下药。 ”

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家
是构成商帮的主体，对家庭关系
总体满意度评价较高； 行业、性
别、企业规模特征不明显，婚姻

状况和收入对家庭关系满意度
的影响较为显著，对与父母的关
系满意度最高。 数据表明，企业
家对与子女关系的满意度随年
龄增加递减，青年企业家对子女
满意度最高（8.64）。 家庭最幸福
的时刻， 首先来自“父母健康”
（61%），其次是“子女的关爱”和
“爱人的浪漫”，均超过了“生意
上的成功”。 企业家对家风传承
的正确性、重要性认知水平超越
了父辈，收入愈高的家庭对“价
值观”的传承就愈重视。

“家庭成员在一起的时间太
少”， 是家庭关系中最困扰企业
家的因素，除此之外依次是父母
子女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子女的
关系和配偶/伴侣之间的关系、
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调查显示，
企业家对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
认同度较高，相知、信任、责任、
情感、互助和包容性是构成家庭
成员认同的基石。

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参考

不论是从经济地位还是社

会地位来说， 企业家都是社会上
最为成功的群体之一。 但在乔迁
看来， 由于企业家大部分精力都
用在发展事业上无法顾及家庭关
系， 工作与家庭关系之间的冲突
不仅会影响他们事业的发展，也
会对企业家自身的身心健康产生
很大负面影响，“从这个层面来
讲，企业家也是‘弱势群体’”。

乔迁表示：“对一些企业家
来说，可能他们个人在事业上非
常成功， 但家庭关系比较糟糕，
他们在跟子女沟通方面也存在
很大问题。 因为父母跟子女情感
的沟通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陪
伴时间少了，父母子女沟通自然
会出现问题。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
中国主要城市民营企业家家庭
关系现状研究获得科学理性的
数据，并作为基金会想解决代际
沟通问题的重要依据，并找到针
对性的解决方法，从而更有效地
实践基金会的使命。 ”

调查显示，被访企业家想传
承下去的家风顺序排名最高的
是为人处事（约占 33%），其次是
自身性格（约占 24%），再次是价
值观（约占 22%），最后是学习工
作（约占 18%）。 但和父母辈相
比，价值观的重要性超过了工作
学习，且占比是父母传承内容的
两倍多，企业家对家风建设的认
知水平显著超越上一辈，其中高
收入家庭对价值观的传承相对
来说更重视。

“我们想做的其实是社会倡
导，当基金会发现某个社会问题
时，希望拿出一些精力和资金去
做一个试点，通过试点去寻找解
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把公益的理
念植入更多人心中，从而影响更

多人。“乔迁谈道。
据了解，截至目前健坤慈善

基金会已累计实施、资助“中华
家文化口述-《我的爸爸妈妈》丛
书”“70 年 70 家·她力量好家风
中国梦———女企业家眼中的爸
爸妈妈”“亲子话家微视频”“家
庭公益梦想计划”“百家春秋口
述历史计划”“科技与慈善可持
续发展研究”“中华家风善本阅
读”“中国慈善进步指数研究
（2017）”以及“雁行励学成长计
划”等 16 个公益慈善项目。

其中，“家庭公益梦想计划”
通过公益这一纽带将父母和子
女很好地连接起来，成为企业家
和子女互动的一个良性尝试，也
成为解决代际沟通的一个成功
探索。

在乔迁看来，企业家有回报
社会的诉求，而现在的孩子们天
然有一种向上向善的心理和利
他的想法。 这一点，孩子和他们
的父母是相同的，这也是父母和
孩子沟通的一个纽带。 通过公益
的方式，将家长的价值观和孩子
进行良好互动，一方面能够在孩
子幼小的心灵上植入公益的种
子，同时也能够帮助社会上其他
需要帮助的孩子。

“当然，由于这是我们第一
次尝试做这样的研究，采样量还
不够丰富， 数据还需要完善，但
出来的结果还是很有意义的。 后
续我们也会加大采样量，我们希
望这个调研不仅能够帮助基金
会解决企业家群体子女代际沟
通问题，也希望对社会及其他公
益机构产生一定的帮助。 ”乔迁
表示。

（皮磊）

� “设计向善，共创未来！ ”这是
在刚刚谢幕的深圳市创想公益基
金会（以下简称“创基金”）5 周年
慈善之夜上， 由该中国设计界第
一家自发性公益基金会正式发布
的全新使命，“人人都是设计师”
的美好愿景被同时“官宣”。

2019 年 12 月 10 日，近百位
企业家、专家学者、设计师、媒体
人 、志愿者代表 ，与创基金在深
圳重温过去 5 年的设计公益时
光，为未来蓄力赋能。

以数据和人心为尺度

“40 年前，改革开放的第一
声春雷在这里打响。 5 年前，创基
金在深圳成立，设计公益的生命
线，也从此开始。 ”创基金秘书长
秦丹枫代表基金会，郑重地交上
了一份 5 周年公益成绩单。

5 年间， 创基金自主运作了
2 个品牌活动、3 个系列公益项

目，资助 31 个项目落地生长，公
益支出达 30,761,344.45 元，足迹
跨越海峡两岸与海内外，持续助
力中国设计行业发展。 基金会集
结了 233 位以青年设计师为主
体的志愿者， 得到了 38 位专家
顾问的点津指导、78 家企业和爱
心人士的解囊支持以及 92 家媒
体的报道传播。

除荣膺 17 项公益奖、 行业
推动奖外，创基金在不久前还获
得了深圳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4A 级，印证了基金会管理运作的
规范性和透明度。

耕耘梦想，五度春秋，一个
漫长事业的初创期，决非以一己
之力一蹴而就。 捐赠企业、专家
顾问、设计师、公益人、受益人、
志愿者、媒体代表分别分享了他
们寻梦与追梦的故事，这些故事
与创基金的公益之路逐渐连接、
交织，编织成一个设计公益生态
的雏形，并在不断成长、繁盛。

凭信任和参与前行

听到众位分享人表达的支持、
感激、期望和祝福，创基金 2017-
2019年度执行理事长梁建国用朴
实无华的语言，向所有参与者致以
深情谢意：“5年来，如果没有大家
的支持和参与，没有彼此的相信和
包容，创基金走不到现在。 ”

为表诚挚感谢，创基金理事
特为专家顾问、媒体、志愿者、捐
赠企业代表颁发创想白兰奖、创
想朱瑾奖、创想青藤奖、创想翠
竹奖、创想金桔奖、创想银杏奖。
正因为有这些越来越多的公益
同行者，设计公益生态才越发生
机盎然。

人人都是设计师

在众人见证下，创基金理事
邱德光接过象征着执行理事长

重任的“小燕子”水晶杯，就职
2020 年度执行理事长，并发表任
职感言。

“我过完年就 70 岁了。 以前
人说，70 古来稀，但是现在，70 才
正开始。 我因为创基金这个平
台，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他徐徐
而坚定地说。

在就任仪式上，邱德光发布了
创基金全新使命———“设计向善，共

创未来”，并代表创基金首度宣布基
金会愿景———“人人都是设计师”。

为什么要提出“人人都是设
计师”？ 邱德光表示，在一切皆可
被设计的时代，创基金相信，人人
都是设计师。“我很荣幸，也很高
兴， 希望在坐的以及未能在现场
的所有朋友， 可以与我们一起共
创未来，把公益之路做得更深入，
共生共荣。 ”他表示。 （高文兴）

设计向善 共创未来

创基金 5周年发布全新使命愿景

创基金新任执行理事长邱德光宣布基金会新的使命愿景

健坤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乔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