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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

朱锡生：做好慈善事业需要责任与情怀

� � 《公益时报》：在主持基金会的
工作后，对儿基会的定位是什么？

朱锡生：首先，这是一个国家
级的公益基金会， 要有应有的担
当；其次，儿童特别是女童，是儿
基会的主要服务群体， 这个方向
不能变；第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的第一家公益基金会， 要勇于创
一流业绩。 作为一个机构的当家
人， 必须具有谋划全局的战略眼
光和掌握大势的能力， 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能发挥优势的一定要
做，但政府永远是主渠道，公益机
构是补充、是配合，我们把自己该
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首先是关爱留守儿童、贫困
儿童工作方面，刚刚召开的中央
扶贫工作会议对打赢脱贫攻坚
战作出了全面部署。 儿基会将发
挥公益慈善平台优势，在面向社
会筹集善款的同时，努力争取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力争
把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农
村留守儿童集中地区纳入到“儿
童快乐家园” 项目建设重点地
区。 在建设好“儿童快乐家园”的

同时， 进一步创新关爱留守儿
童、贫困儿童工作手段，深入推
进“HELLO 小孩” 爱心套餐项
目。 爱心套餐分日常套餐和应急
套餐， 日常套餐内置 18 种儿童
学习生活必需品，灾后应急套餐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灾后卫生防
疫等必需品。 希望通过这些工
作，进一步形成关爱帮扶留守儿
童、贫困儿童的合力，为脱贫攻
坚战略尽职尽责。

其次是儿童教育方面，将以
中国儿基会助学品牌项目“春蕾
计划”为依托，围绕贫困地区儿
童、 尤其是女童的教育需求，除
捐建学校外，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和具体需求， 捐建学生宿舍、厨
房、多媒体教室、图书室、音体美
教室等设备设施，为他们提供艺
术、心理、情感等方面的教育服
务，为偏远地区的学生提供优质
教育资源，缩小数字鸿沟。 同时，
将把资助儿童早期教育、大龄女
童职业教育与资助义务教育阶
段儿童并重抓好。 还将与专业机
构合作，继续对贫困地区学校教

师开展技能培训。
再次是儿童安全健康方面，

将继续深入实施安康计划———儿
童安全应急体验工程， 开展好儿
童意外伤害，如交通、溺水、火灾
等安全防范知识宣传教育等工
作。 深入实施儿童保险、听障、脑
瘫、弱视、血友病等儿童急难重大
疾病救助项目，增加救助病种，将
儿童结核病、川崎病、重症肌无力
等纳入救助范围。 实施“幸福万
家·母婴 1000 天健康行动”，向孕
妈妈及 0-2岁母婴家庭宣传生命
最初 1000天”营养健康知识。

第四是儿童保护方面，我们
将从政策推动、社会倡导、预防
培训、 个案支持四个角度推进。
要进一步推动儿童保护立法工
作， 利用自身影响力和媒体资
源，进一步加强儿童权利的宣传
倡导；继续研发与儿童保护相关
的宣传手册和培训教材，通过手
册发放和讲座培训，提升儿童的
自我保护能力，提升监护人的儿
童保护意识； 与专业机构合作，
为受伤害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包

括康复治疗、心理干预、法律援
助在内的多方面支持。

《公益时报》：儿基会现在面
临着哪些困难和挑战？ 将采取哪
些措施应对这些挑战？

朱锡生： 一个是视野和境界
的问题。 有没有想通过这份事业
为社会带来什么改变的境界？ 我
们不能为了完成一个项目而做一
个项目，而是通过项目，努力给儿
童、社会带来好的变化。这是一种
情怀，但又是实实在在的课题。

另外一个是水平的问题。 老
牌基金会有优点， 但有时相对保
守，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跟不
上。儿基会的官方微博，在我强力
推动下， 在 2015 年的 7 月 28 日
才开通。“中国第一家基金会终于
开通了微博。 ”新浪工作人员调侃
的语言，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做
成一件事之后的喜悦。 宣传工作
重点从传统的主流媒体转换到新
媒体领域，这需要时间转弯，好在
团队应变能力很强。如今，我们的
两微运营、 日常信息发布已经走

上正轨， 同事们已经清晰地认识
到新媒体传播的优势， 我们相信
可以厚积薄发。

当然， 要应对好这些挑战，还
是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要处理
好传统意义上的慈善与促进儿童
全面发展的关系，传统慈善的工作
面毕竟狭窄，要拓宽慈善工作范围
及内容；第二是儿基会的继承和创
新的关系，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但
是优势不能成为包袱；第三是处理
好众筹及面向企业筹资的关系，现
在儿基会的众筹严重不足，面对企
业筹款的资金量过大，众筹的资金
量过小；第四是如何既充分依托各
级妇联组织，又能广泛发动和依靠
更多社会组织，包括草根NGO在
内，要实现优势互补；第五是处理
好输血和造血的关系，严格意义上
说，现在的基金会不是真正意义的
基金会，缺少自我造血功能，真正
的基金会要通过各种方式去造血。
要做一流的世界级的基金会，必须
要有造血功能，这也是儿基会今后
的重点工作方向之一。

（徐辉）

秘书长对话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
公募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已走过 34 年发展历程。 34 年
来，它以竭诚服务儿童少年教育
福利事业为宗旨，在社会各界的
热情支持下，精心打造“春蕾计
划”、“安康计划”、“消除婴幼儿
贫血行动”、“儿童快乐家园”等
儿童公益项目， 形成了儿童教
育、安全健康、儿童安全和灾后
紧急援助等多方位、综合性的资
助服务体系，用一步一个脚印的
公益实践，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
不断探索前行做出了积极贡献。
近日，《公益时报》走进位于东长
安街的全国妇联办公楼，来到位
于 10 层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 采访了这家国字头 5A 级公
募基金会的秘书长朱锡生。

责任

2015 年 7 月 12 日， 朱锡生
调任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后开
始主持工作，开启了新的职业生
涯。 1962 年出生的朱锡生中等身
高，戴着眼镜，笑起来温文尔雅，
一副书生模样；体型匀称，看得
出素日生活中的自律，也因为是
军人出身之故，举手投足干脆利
落，因此朱锡生看上去比实际的
年龄要年轻很多。

“对基金会的负责人来说，
视野、思路、眼光、能力都是重要
挑战。 在某种程度上，管理好一
个基金会，比管理好一个企业要
难。 ”北京的冬日午后，朱锡生在
他的办公室里接受《公益时报》
专访。

为什么管理基金会比管理
企业难？ 朱锡生补充说，公益基

金会相对于企业来说，管理要素
更多，是社会公众聚焦、备受注
目的行业。 尤其是最近几年，行
业内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聚焦事
件。在基金会快速发展的现阶段，
基金会做得怎么样， 还是要经得
住社会公众的考验。“在这个行
业，无论筹资，还是项目执行，也
包括内部管理，实际上，始终是公
信力的问题，公信力是王道，这个
行业离开公信力就不能做了。 儿
基会是新中国的第一家国家级公
募基金会，社会影响力、美誉度都
很好，方方面面给予很多期待，担
子交给我，压力肯定有，但想的更
多的还是如何干好”。

情怀

已经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的
朱锡生对于怎么管理好儿基会
有很清醒的认识。“目前，我们当
不了第一， 但也绝不能甘居人
后。 ”这是朱锡生来儿基会工作
后给自己树立的工作目标，他认
为这也应该是儿基会所有工作
人员的共识：“实现目标的方法
和手段可以改变，但是目标不能
变。 ”树立这个目标，是朱锡生基
于对于儿基会现状的认识。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
一家国家级公募基金会，儿基会
开展的诸多项目已经有了良好
的社会影响力，比如资助女童上
学的“春蕾计划”等，而在儿童领
域，存在着需要依靠社会组织力
量去介入的大量需求。 而且，“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中国仅此
一家，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
持。“有基础、有空间，有方方面
面的支持，我们是没有理由做不

好的。 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
要有情怀，有责任，要热爱自己
的工作，要发自内心的想要做这
个工作， 并把这个工作做好，这
是关键。 ”朱锡生说，如果只想着
怎么平稳过日子，这项工作是做
不好的。 他认为，基金会必须有
长远规划，有近期目标，要为后
人奠定基础。“通过一茬一茬的
努力， 基金会总会做得越来越
好。 ”朱锡生踌躇满志。

创新

对工作要有责任感和情怀，
这不仅是朱锡生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他对儿基会所有工作人员
的要求。 从朱锡生主持儿基会工
作的这段时间以来，儿基会的工
作人员感受到了机构的氛围与

以前不一样了。
“朱秘还是很有魄力的，他

对基金会进行的规划我们都很
佩服。 ”儿基会的工作人员告诉
《公益时报》。

朱锡生认为，在目前所有基
金会面临的外部环境都大体相
当的情况下， 儿基会能不能发
展，关键在于如何应对来自基金
会内部的挑战：即能不能战胜自
我，甩开包袱。 务实的表述就是：
作为事业单位的儿基会，能不能
打破固化的管理机制，实现更富
活力和创新性的管理。

究竟如何处理和上级主管
单位的关系？ 是要学习中国扶贫
基金会完全“去行政化”吗？ 朱锡
生认为， 去行政化有多重理解，
一是通过取消事业单位的身份
以去除行政色彩；二是以自我革

新的姿态，按照市场化、社会化
的方式方法去运作基金会。

“其实与上级单位脱钩与
否， 与去行政化没有必然的关
系，不脱钩，也可以去行政化；
脱钩了，但观念、思路跟不上，
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 也可能
出现行政化的倾向。 ”朱锡生认
为，“关键是要按照公益事业发
展的内在规律和基金会自身发
展规律来思考和做事情。 ”在一
个尚待成熟的行业中， 选择变
革需要勇气和决心。 大道当然，
这是勇者和能者必然的抉择。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有着辉煌
的过往，相信在他的接力棒下，
沿袭多年来思想和战略领先的
优势， 她必将从一个高点跨越
至另一个新的高点， 拥有更加
明晰灿烂的未来。 （徐辉）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