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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
个理念，就是善经济时代，中国
公益的使命是什么。

这两年我研究发现 ， 当今
世界已经进入到人均 GDP 一
万美元的时代 。 这是人类社会
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发展水平 。
从 2011 年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五
年，马上就要六年。

这 个 阶 段 生 产 力 高 度 发
展、金融业充分增长、信息革命
不断发展， 人类文明客观上面
临一个巨大的转型 。 有三个特
征特别明显：

第一，财富充分涌流。 只要
市场需求出现 ， 立即就会生长
出铺天盖地的产品 。 应该说生
产力已经是高度发达了。

第二 ， 三大产业的结构发
生深刻变化， 第一产业比例越

来越小， 第二产业也在逐步降
低， 社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
业比例超过 50%， 并且逐步向
70%发展。 这是人类社会没有面
临过的一个发展阶段。

第三 ， 在这个时候我们突
然发现， 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
济价值。

在这样的时代 ， 公益面临
的挑战是什么 ？ 对现阶段的中
国公益而言， 我认为主要的挑
战是如何让公益与社会经济发
展全面结合起来。

这个挑战不是小挑战 ，因
为在文明转型之际 ， 其实恰恰
需要公益慈善的引领 。 财富大
量的涌流之后，新文明要产生 ，
谁来做最合适？ 公益慈善。

历 史 上 工 业 革 命 完 成 以
后 ，财富大量涌流 ，环境污染 、

社会腐败同时出现 。 除了政府
和社会进步人士不断推动社会
改革之外， 公益慈善界扮演了
什么作用？ 以卡内基、 洛克菲
勒、 福特等人为代表的慈善家
创造了以幼儿园 、大学 、医院 、
图书馆和公园、 华尔街等为实
体的现代文明。

现在当我们又面临着文明
转型的时候， 应该考虑到慈善
家和公益组织联合进来， 促成
互联网时代文明的实体和体制
的创新。 中国需要在公益慈善
事业与社会发展的结合方面 ，
拓展出巨大的社会创新。

这 个 挑 战 不 是 一 般 的 挑
战，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

首先 ， 公共伦理转型严重
不足， 理念应该说转型还是不
够的。

其次 ， 从管理到治理的转
型速度也是严重不足的 。 治理
要化为各种各样的体制 ， 就面
临着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都
习惯于管理了 ， 到底怎么变治
理，其实这个速度是跟不上的。

第三 ， 社会创新的行动能
力严重不足。 我们不能埋怨社
会对公益慈善界的不信任 ，要
改变的是我们自己 。 为什么不
找自己的问题 ， 我们是需要反
思的。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 ？ 我们
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
慈善事业的行动框架 ， 要构建
以《慈善法》推进慈善事业发展
的格局。

第一个就是要广泛表彰 。
我们有很多慈善家， 比如曹德
旺先生， 是全世界有名的慈善
家当然也是企业家， 在中国慈
善界做了很多贡献。 又比如，老
牛基金会建设的儿童探索博物
馆，改变了我们很多的观念。 我
觉得我们传播可能还是 不 太
够，这样一些典型，应该加大宣
传做引领。

第二， 需要落实一系列的
政策优惠措施。 《慈善法 》的落
实， 我们应该走在前面 ， 要呼
吁。

第三 ， 要推进管理体制向
治理体系转型。

第四 ， 最重要的是改变我
们自己，不断完善知识体系，转
变理念与 《慈善法 》合拍 ，与人
类文明的转型合拍。

中国慈善事业要真正仿效
或者学习中国企业家的精神 ，
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 ，
用中国逻辑，用中国的特色 ，借
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 真正
在全世界的公益慈善大潮中 ，
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是
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理想。 联合
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也提
出到 2030 年要实现这一目标。

前些天我去贵州看了一个
贫困户。 政府帮他盖了房子，还
帮他养鸭子， 有望明年可以实
现脱贫。 但存在一个问题：

这家男主人只有小学二年
的文化水平， 女主人只上了半
年学 ，很朴实 ，有劳力 ，但是走
不出去。 大女儿上四年级，语文
数学都只有 20 分。 四岁的儿子
不敢见人， 一岁半的女儿也是
始终不敢把头扭过来面对我。

这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深思：
儿童处在这样的状况，未来的发
展是大受影响的。 如果不进行干
预，他们长大后又会陷入贫困。

我们做过测试 ， 比如说贫
困地区的儿童 ， 五岁的孩子发
展水平只相当于上海 三 岁儿
童， 有的指标上还达不到上海
三岁儿童的发展水平。

儿童在出生的时候就有了
140 亿到 150 亿个脑细胞，脑重
350 克。 三岁时候脑重增长到了
1100 克， 在这个发展的敏感期
如果给予很好的帮助 ， 大脑发
展就会比较健全。 这个时期如
果发展不好， 未来生活将会受
到严重的影响。

与生命相关的健康问题 ，
实际上也在早期可以 奠 定基

础。 零到三岁、 零到六岁的发
育， 不只是影响了社会交往的
能力，还会造成后期很多身体 、
心理的疾病。

人力资本投资是最有效的反
贫困政策。 投资于儿童早期发展
比投资于弥补后期不平等更有
效， 更能塑造未来。 美国上世纪
60 年代的实验结果证明，儿童早
期每投入一美元， 它的回报在六
七美元之间，越早投入回报越高。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 我们
要讨论的是， 在中国具备不具
备条件做到这一点 。 我们的实
验证明， 在中国的条件下也完
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 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 2006 年开始这方面
的社会实验。 包括四个项目：

第一 ， 山村幼儿园项目 。
2009 年开始， 现在目标是覆盖
到农村最底层那 20%的儿童。我
们在 12 个县和地方政府合作
建立了 3756 所幼儿园， 学前教
育普及率达到了 85%以上。

第二， 慧育中国的项目，这
是 2015 年启动的。 在甘肃华池
借鉴国外方法，用家访的方式帮
助家长懂得养育的知识，从而帮
助零到三岁的儿童，让他们能够
得到早期养育的关爱。

第三 ，阳光校餐项目 ，改善
学生营养状况。 2006 年我们开
始农村营养情况的调查 ，2007
年开始在两个地方进行实验 ，

现在我们建立了阳光校餐数据
平台，检测一百个县，分析它的
结果。

第四 ， 中等职业学校赢未
来计划。 这个计划涉及贵州、广
东、 四川三个省的 30 所试点学
校，14 万学生，我们希望培养他
们一是要有专业技能 ， 二是要
心理上健康阳光。

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 ，在
地方政府共同的努力下 ， 在国
际组织以及我们学界媒体界的
共同关注下， 赢未来计划覆盖
14 万人， 山村幼儿园覆盖儿童
近十万，确实取得了进展 ，但我
们的心情还是非常沉重 。 因为
这个数字与贫困地区的 4000 万
儿童相比还是太小了， 速度还
是太慢了。

几百万儿童将失去最好的
干预时期，问题在哪？ 美国有大

型国家计划，开端计划，早期开
端计划。 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巴
西有这方面的计划 。 巴西的儿
童发展计划就证明每多上一年
学前教育， 这个儿童未来个人
收入可以提高 7%到 12%。

我们国家现在很多钱都用
在砖头水泥上， 而没用到人头
上，没用到儿童上。 虽然各个部
委都有自己的规划 ， 但没有直
接针对儿童早期发展的 ， 而我
们实在不能等 。 所以中国发展
基金会呼吁全社会来关注儿童
早期发展问题 ， 从根本上消除
贫困。 这样我们在 2030 年的时
候 ，在 2040 年的时候 ，才会看
到一个更加公平 、 更加美好的
社会。

希望全国儿童都能够有这
样一个阳光起点 。 为了他们的
阳光起点，让我们共同努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儿童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

公益需要不断的
创新与发展。 如何才
能推动行业的健康发
展？2016中国公益会
年会邀请了来自公
益、学术、教育等不同
领域的专家进行了主
题演讲。 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 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
长王振耀指出， 善经
济时代已经来临，中
国需要在公益慈善事
业与社会发展的结合
方面拓展巨大的社会
创新，要构建以《慈善
法》 推进慈善事业发
展的格局。 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
迈强调，不光要扶贫，
还要预防贫困。 儿童
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
本途径， 要给每一个
孩子一个阳光起点。
他呼吁全社会都来关
注儿童的早期发展。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 国务院参事室特
约研究员徐永光提
出， 公益行业创造的
GDP 增加值远未达
到应有的水平， 要借
供给侧改革之机补公
益 GDP 短板， 要增
加社会信任。 北大国
家发展研究院 BiM-
BA商学院联席院长
杨壮指出， 在多元化
时代， 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是时代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推动力，与
提升中国软实力具有
极大的相关性。 他们
的洞见引起了公益人
的共鸣， 未来正在逐
步显现。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善经济与中国公益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