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责任型领导者
成为责任型领导者 ，意味着

你所有的决策一定要能够对道
德和伦理有要求，你自己本身一
定要提升整个企业的社会价值，
让企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企业战
略的行动方向。

2. 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我们一

直比较纠结义利之间的关系，我
们总认为义利之间是有冲突的。
但我们真正要深刻地理解到：义
利是完全可以统一的。

“行善赚钱 ”的基本假设在
于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之间是
可以辩证统一的，这本身就需要

企业自己能够把义利统一的价
值观真正融入到企业当中。

我过去提过一个观点 ，叫
“深具人性关怀的盈利 ”， 也就
是说盈利必须来源于对人性的
关怀 。

像今天我们讨论非常多的
互联网商业模式、实体跟虚体之
间的冲突，包括最近讨论非常多
的监管和零售业之间的各种情
形，我觉得这里面可能都有一个
问题我们没有认真去对待，那就
是你的盈利是否来源于真正的
人性关怀和产业的、行业的健康
有序发展。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义利之

间的统一，就可以帮助我们创造
社会价值，促进美好生活和社会
进步。

3. 企业能力与社会需求协同
很多企业愿意去做公益 、捐

赠 ，我通常会先问 ：你能不能让
你的员工活得更好一点？ 某种意
义上来讲，我们首先要解决自己
身边所承担的责任。 如果你的能
力能够跟社会需求匹配，其实你
已经在承担社会责任。 比如说，
你可不可以减少污染？ 能不能帮
助更多人就业？ 在社会遇到巨大
挑战的时候，能来能让你的能力
专注于价值贡献？

基于你的能力、你的技术去

履行社会责任，我相信那是一条
更为高效和可靠的途径。

4. 共生型组织
今天组织是处在一个无限

连接当中 ， 如果你想把企业做
好，很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建一
个互为主体的价值网络，在这个
网络当中，我们每一个主体的价
值创造都有利于帮助其他主体
的价值创造。

就像今天全球的疫情之下，
中国并没有放弃自己努力的方
向，持续开放，持续付出，持续参
与全球防疫，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共生型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我们必须

真正去实现总体价值最大化，才
可以解决问题。

2019 年 8 月，181 家美国顶
级公司的 CEO 联合签署“公司
的目的”宣言，他们一致认为，

“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
重要的目标， 公司的首要任务
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我
相信这一点在 2020 年之后会
更加凸显。

最后， 与大家分享德鲁克
的一句话：“没有一个组织能够
独立存在并以自身的存在作为
目的。 每个组织都是社会的一
个器官， 而且也是为了社会而
存在。 ”

谈到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 ，
华侨华人一定是绕不开的一个
重要群体。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
这样一个观点：华侨华人是近现
代以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引
领者；是当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
的生力军；也是当今世界公益慈
善事业的贡献者。

一、华侨华人是近现代以来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引领者

“华侨”是一个历史范畴的
概念，而非政治范畴的概念。 中
国人移民海外最早大概可以追
溯到 3000 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唐
代起， 中国人移民海外渐成规
模；到了清代中后期，华侨华人
就在侨乡大举兴办慈善事业，有
力推动了侨乡社会各项事业的
发展。 大凡故乡的文化教育、卫
生医疗、灾害赈济及各种慈善事
业,华侨华人无不关心济助、热心
参与、 慷慨解囊。 他们赈灾、修
桥、铺路、办学堂、建善堂、开办
机械加工厂、修筑铁路等，不一
而足，涌现出了许多中国历史上
知名的慈善家（善人）。 现在遍布
广东、福建等侨乡的学校、医院、
敬老院、文化设施和桥梁、公路、
水利等基础设施，不少都是来自
海外华侨的捐赠。

不过，我之所以称华侨华人
为中国近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
引领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公益
慈善事业在时间上的开拓者，而
是因为他们是公益慈善事业在
理念上的先行实践者。

从整体上讲，除非重大灾害

的救济，他们一般并不采用中国
历史上大善人们普遍开展的“舍
粥”这类济困活动，而是更多地
去关注故乡发展的内生动力，关
注扶危济困的可持续性。 同时，
他们还引进了一些现代的公益
慈善理念， 他们建立的善堂，往
往更具备现代公益组织的基本
特征。 尽管当时的朝廷在鼓励华
侨广施善行的同时，也对他们有
所戒备与防范，但是，华侨开展
公益的热情依然持续高涨，公益
的规模不断扩大。 身处海外，却
依然情系桑梓、心怀故里，这就
是赤子情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
考察时指出的，“华侨一个最重
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
己的家人。 这就是中国人、中国
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

二、华侨华人是当代中国公
益慈善事业的生力军

相信大家对这个观点都有
共识。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向国内公益事业的捐赠已累计
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 今天，我
只想通过两个亲身经历的事例，
来说明这支生力军特殊的内在
动力。

一是捐建“水立方”。 大家都
知道，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不
同于其它奥运场馆，它是由全球
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捐款
修建的，是北京奥运会唯一一个
由民间捐资建造的场馆。 我是这
个项目的“第一责任人、方案策
划人、工作协调人”，每一分钱都
要过我的手, 每一笔捐款我都历
历在目。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筹
备过程，恰逢中国在世界发展格
局中快速崛起的过程，海内外中
华儿女对于办好北京奥运会的
期待，绝对不仅仅是对一场体育
盛会的期待，而是一种对民族富
强昌盛的期待。

在募集“水立方”建设资金
的过程中，我去过不少国家，拜
会了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大华

商和全球著名华侨华人社团领
袖， 也接触了最普通的华人华
侨捐赠者：秘书、司机、学生、餐
厅服务员……每一位捐助者都
把向“水立方”捐款，看成是参
与祖（籍）国筹办奥运会的难得
机会，看成是支持祖（籍）国发
展的心意表达。 最终，“水立方”
共收到来自 107 个国家和地区
的 35 万余名港澳台同胞及海
外侨胞的捐款，总金额超过 9.4
亿元人民币。 一座凝聚着海内
外中华儿女爱心、 孝心、 儿女
心、 爱国心的标志性奥运场馆
拔地而起。 每一笔捐款，背后都
是一个生动的感人故事， 都是
一颗永不泯灭的赤子之心，每
每回想，都令我感动！

二是我们大家共同经历的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大家应该听
说过这样一段话：“全球抗疫，中
国打上半场， 外国打下半场，华
侨华人打全场。 ”的确，这就是广
大华侨华人抗疫的真实写照。 国
内疫情暴发初期， 防疫物资紧
缺， 广大华侨华人踊跃捐款捐
物，仅我基金会就收到捐款累计
折合超过 2.7 亿元人民币， 捐赠
者覆盖六大洲。 为了采购到防护
用品和医疗器械， 他们全球扫
货，既有满街搜罗，也有重金购
买。 国际运输不畅，他们便想方
设法、千方百计地把防疫物资运
送回国。 有的甚至采用蚂蚁搬家
的方式， 先将物资集中到机场，
再委托来华人员以随身行李的
方式“人肉护送”。“史上最长行
李托运单”“最美带货人”“口罩
航班”……一系列感人事迹令人
动容。

当国际疫情蔓延，广大华侨
华人又立即行动， 投身当地抗
疫。 许多国外民众在自家门外的
信报箱内惊喜地发现了华侨华
人邻居投放的口罩和精心编译
的防疫小贴士； 许多国外医院、
学校、警察局、养老院陆续收到
了华侨华人捐赠的防疫物资；许
多国家的侨团主动请缨，帮助当
地政府与中国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对接……华侨华人力挺住在
国的用心用情，一如当初他们支
援祖（籍）国的尽心尽力。 他们不
仅为住在国抗疫作出了贡献，也
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
德传递到住在国民众的心里，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让世界再次领略到了中
华儿女的大爱与担当。

三、华侨华人是当今世界公
益慈善事业的贡献者

“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
枝。 ”当华侨华人拥有了一定的
实力， 他们便会将目光投射回
自己的故乡， 关注故乡和故乡
人民的发展。 通常，我们似乎倾
向于去强调他们将扶危济困、
乐善好施的美德施于故里，但
实际上， 他们也一直致力于将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播撒向住
在国。

大致也是从清代中后期开
始， 主要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一
大批成功的华侨企业家在当地
开始开展公益慈善活动，许多人
成为了当地的大慈善家，很多公
益慈善项目和公益慈善组织一
直延续发展至今。 这不仅仅使他
们更平安地融入了当地社会，获
得了较高的社会美誉度，也使当
地人对中国人的友好善良有了
真切的感知。 过去，我们对于华
侨华人在住在国的公益慈善活
动关注不多，没有给予应有的评
价。 但是，现在看来，“华侨华人
是当今世界公益慈善事业的贡
献者”这一点，对中国具有特别
的意义。 这是中国友好的一种温
柔表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生动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独特力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
生历史性交汇，中国将面对更多
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 尽管国际
形势变幻莫测，人类前途命运充
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但是，
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合
作共赢的普遍诉求没有变，营造

良好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没有
变。 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仍然以广
泛、深入、持久的国际合作为前
提。 与世界同行，与时代同步，这
是我们早就告知天下的政治宣
言，也是中华民族不可改变的神
圣意志。

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不仅
仅要加强高层交往和政策沟通，
要推动经济文化层面的交流，更
需要的是民心相通，这是中外友
好的强大社会基础。 而推动民心
相通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开展
真正惠及民众的、具有实际效果
的公益慈善活动。 从这个角度上
讲，华侨华人是连接中国人民美
好梦想与世界人民美好梦想的
桥梁与使者。

华侨华人生活在当地，熟悉
住在国人民需要什么、 反对什
么、警惕什么，懂得什么事情最
有效果、最受欢迎、最切实际，知
道开展什么样的公益慈善活动
可以避免引发猜疑和政治化，这
是华侨华人的独特作用，从前所
述的“抗击疫情下半场”中华侨
华人的作为就可以看出。

进入新时代，充分认识华侨
华人这个在公益慈善事业中的
独特作用，强化政策引导，建立
和完善支持体系，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我们要积极正面评价华侨
华人在世界公益慈善事业中做
出的重要贡献。 毕竟，“华侨是嫁
出去的女儿”， 他们在外幸福生
活、平安发展，是“娘家人”最大
的惦念。

我们要鼓励和引导华侨华
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更
好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的重要
要求，多做民心相通的公益慈善
事业，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
道义、传播中国形象。

我期待，未来，在公益慈善
领域，华侨华人的人文精神更加
闪耀，华侨华人的价值贡献更加
显著，华侨华人的独特作用更加
突出！

中国侨联原副主席、中国侨联顾问、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

华侨华人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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