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皮磊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

文物保护，政府不能唱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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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我国第三次文物
普查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有
76.7 万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 4296 处，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
录的有 50 处。 全国以文物和各
类遗址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博物
馆、纪念馆有 4692 家。 我国文物
资源浩若烟海，而文物系统的行
政、事业机构设置与其承担的繁
重任务很不匹配。 因此，发动包
括社会组织在内的一切社会力
量参与文物保护非常必要。 ”
在今年 11 月初举行的首届社会
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论坛上，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
说出了这番话。

励小捷表示，社会组织有两
个突出的特点，即非政府、非营
利， 这决定了社会组织可以参
与、承担文物保护工作，并发挥
重要作用。 但他坦言，现阶段我
国文物保护领域社会组织的基
础还比较薄弱， 人数、 规模、资
金、组织能力等都很有限，社会
组织必须抓住发展机遇，稳步提
升自身实力和影响力。

2016 年 1 月 28 日， 曾经担
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
长的励小捷当选为中国文物保
护基金会理事长。 虽然曾为政府
高官，但励小捷表示，长期的工
作实践让他深深地感受到，在文
物保护中政府不能唱独角戏，必
须发动社会广泛参与，让全民共
享保护成果。 近日，就我国文物
保护工作现状、社会组织在文物
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文物保护领
域社会组织如何实现更好的发
展等问题，《公益时报》对励小捷
进行了专访。

政府不能唱独角戏

《公益时报 》：截至目前 ，基
金会累计募集多少资金？ 项目开
展情况如何？

励小捷：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是我国第一家专注于文物保
护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成立 26
年来， 累计募集资金上亿元，用
于文物保护、长城保护、酒文化

保护、宗族文化遗产保护、禅文
化遗产保护、文物数字化、扶贫
济困等多个领域。 2015 年，基金
会募款约为 1789 万元；2016 年
到目前为止， 募款约为 2396 万
元。 我们今年与腾讯公益平台共
同募集的、用于长城保护的资金
已达到 1490 多万元。

目前，基金会“操盘”的项目主
要有两类， 一类是政府委托项目，
另一类是社会募集项目。从今年开
始，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委托我们
运作两个项目， 包括拯救老屋行
动、文物的价值研究和传播能力建
设。社会募集项目有“长城保护，加
我一个”长城公募项目，这是基金
会就公众参与长城保护的第一次
公募，也是文物保护领域第一次采
用“互联网+公益”方式进行公募。
另外， 我们还将开展一个海外项
目，即英国纽卡斯尔北洋水师水兵
墓修缮项目，我们计划在海内外发
起公开募捐。

专项基金是根据捐赠人意
愿在基金会内成立的分支机构，
这方面今年我们也有新的斩获。
今年到目前为止，基金会新成立
了 6 个专项基金，包括罗哲文专
项基金、扶贫济困基金、宗族文
化专项基金、禅文化基金、文物
数字化保护专项基金、影视文物
保护专项基金。 这 6 个专项基金
的成立，给基金会带来了 900 多
万元的收入。 在专项基金管理方
面，我们要求在规范的前提下促
进发展。 最近，我们把 4 家没有
活动、没有新的捐款进入、已经
超期一年的专项基金进行了注
销。 我们严厉禁止借着专项基金
的牌子做营利的事情。

《公益时报》： 文化部副部
长 、国家文物局局长 ，这些经历
对你进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开展工作有什么影响？

励小捷 ：首先来说，我的工
作对象并没有变，还是文物。 我
在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时候，
虽然说是政府官员，但几年的工
作实践以及通过实地调查了解
到的情况， 使我深深地感受到，
文物保护这件事政府不能唱独
角戏。 因为文物本身就是民族的

东西，这跟政府投资建一个核电
站、大坝还不一样，文物是历史
上传承下来的，深入到人民的血
脉和意识当中。 而且，文物反过
来也是滋养人们人文精神与爱
国情怀的土壤。 所以，不论是从
文物保护的实际需要来说，还是
从发挥并利用宝贵的文物资源
教育人的角度来说，文物保护都
需要社会广泛参与，让全民共享
保护的成果。 在担任国家文物局
局长期间，我就形成了这样的意
识。 从这一点来说，基金会的工
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广泛发动社会组织参与

《公益时报》：为什么说发动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是形势
所需？

励小捷：我们国家的文物资
源非常丰富， 保护工作异常繁
重。 大家都知道文物管理由政府
主管、主导，但就目前而言，文物
博物馆系统的行政、事业机构设
置与其承担的繁重任务并不匹
配。 简单地说，我国文物资源的
结构是一个正金字塔形，而我国
文物管理技术队伍的结构是一
个倒金字塔形。 另外，文物保护
需要大量资金，对于很多地方尤
其是贫困地区来说难以落实。 缺
人缺钱的现状要求我们吸引社
会力量、 社会资金参与文物保
护。 近年来，政府也大力支持和
倡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这
是进一步推进社会参与工作最
重要的保证。

《公益时报》：社会组织在文
物保护中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励小捷：主要体现在四个方
面。 第一，社会组织可以参与保
护维修。 文物维修是文保工作中
耗资较多且具有很强专业性的
部分，社会组织通过吸引整合各
种社会资源，选好切口、找准定
位，在文物部门的指导下，依法
依规，有所作为。 第二，参与监督
管理。 社会组织作为介于政府和
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具有相
对独立性。 这种角色使文物保护
领域社会组织可以监督政府，同
时帮助政府做文物保护的日常
监管。 第三，参与宣传普及，培育
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环境和社
会意识。第四，参与制度设计。文
物保护事业是公共文化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可以收
集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向政府和
有关方面反映。

实际上，社会组织发挥作用
的空间很大， 形式也灵活多样，
只不过因为受到自身条件的制
约和发展阶段的制约，关键是从
实际出发，选择想做且能做的事
情行动起来。

《公益时报》：目前社会力量
参与文物保护有什么特点，还存
在哪些不足？

励小捷：虽然发动社会力量
参与文物保护有其必要性和可
行性，但目前文物保护的社会参
与刚刚上路，经验不足，与传承
中华文明的文物保护事业需要
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目前，社
会参与文物保护工作主要存在
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还不普遍，参与保护的自觉性不
高，尽管关心文物保护的人越来
越多，但仍属于小众；第二，我国
文物保护领域的社会组织特别
是民间组织尚在发育中，大多数
自身实力不强， 且人才短缺，结
构较为松散，稳定性差；第三，针
对文化遗产的公益捐赠在整个
公益慈善捐赠中所占比例还很
少， 没有成为应有的一个类别，
也缺少以文化遗产保护为主要
捐赠方向的大企业和企业家；第
四，尚未形成公众参与文物保护
的法规保障和有效机制，程序性
权利缺失，公众参与权益缺乏认
可和保护，存在一定的制度性障
碍。 今后，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
进程会加快，影响力也会逐渐扩
大，但道路依旧崎岖漫长。

《公益时报》： 在这种情况
下，文物保护领域的社会组织应
如何实现自我发展？

励小捷：现阶段我国的文物
保护社会组织基础还比较薄弱，
人数、规模、资金、组织能力、影
响力等都很有限，但大形势对我
们是有利的，政府也强调要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充
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因此，
社会组织应抓住发展机遇，稳步
提升自身实力和影响力。 首先，
要坚持依法设立，获得民事主体
地位，这是今后实现自身发展的
前提。 第二，要坚持公益属性，不
能假公益之名行敛财之实，要坚
持公开透明， 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第三，要坚持完善自我。社会
组织的成员要学习文物保护法、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
了解文物保护的理念和原则。 第
四，要广泛联系合作。 社会组织
应当遵循开放共享的理念，联手
其他合作伙伴，建立广泛的合作

关系。 第五，不断拓展资金来源、
规模， 加强自身公信力建设，从
而提升自身实力。

从小众到大众再到分众

《公益时报》：对于基金会自
身的发展以及发动社会组织参
与文物保护方面，下一步有什么
设想？

励小捷：与其他国字头基金
会横向比较，我们的项目和资金
量都是靠后的。 未来，我们愿与
全国的文物保护社会组织和志
愿者联手，谋求为文物保护做更
多的事情。

今后我们主要想做下面几
件事： 一是以基金会网站为基
础， 建立社会组织联系平台，实
现信息共享；二是研究建立统计
指标模板，将每年的主要数据集
中公布， 有利于加强相互了解，
而且可以分析、评价年度的和数
年的发展；三是基金会一些全国
性项目可以考虑由具备条件的
地方社会组织承接并实施；四是
每年组织一次文物保护社会组
织论坛，设计不同的话题，研究
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

《公益时报》：与其他领域相
比，文物保护似乎处于公益圈的
边缘，公众曝光包括媒体曝光度
相对较低。 对此你怎么看？

励小捷：你说的这种现象确
实存在。 文物的价值和重要性怎
么说都不为过，但关注文物保护
的人仍然只是一小部分。 不过，
我对文物保护公众捐赠还是充
满希望的。 就公益慈善事业的发
展历程来说，我个人有这样一种
看法，即，从小众到大众再到分
众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慈善公益事业进入
大众阶段后会逐步呈现分众化
趋势。 也就是说，某个阶层或人
群会特别关注与其利益相关的、
自己感兴趣的，或因其他原因造
成的特定领域。 比如，有人关注
环境保护， 有人关注动物救助，
也有人关注文物保护。 因此，文
物保护在获得社会关注以及捐
赠方面仍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今年 4 月，“拯救老屋行动”在浙江省松阳县山下阳村正式启动

� �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认为， 文物保护在收获社会
捐赠方面仍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