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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县委书记与 15年公益老兵的联爱工程
� � 2017 年 6 月 9 日是北京新
阳光慈善基金会 (以下简称新阳
光)15 周岁的生日，这一天，陈行
甲从刘正琛的手里接过了理事
长的聘书。 刘正琛选择在这样一
个特殊的日子，让出了新阳光理
事长和法人代表的身份，自己则
担任新阳光的秘书长。

从 2001 年被诊断出白血病，
到 2002 年发起阳光骨髓库投身
公益， 刘正琛已经坚持了 15 年
时间。 在这 15 年里，他从青涩少
年变成了中年大叔，他成立的机
构从学生社团发展成为国内最
大的血液和肿瘤服务机构之一。
然而， 在机构发展迅速之际，他
为自己招了个老板。

刘正琛为自己招的这位“老
板”就是闯入公益圈的新兵———
陈行甲。 陈行甲曾任湖北省恩施
州巴东县委书记，曾被称为“微
信知县” 的他是一位实力网红。
在他看来，他们的联合是深度互
补，共同目标是让“因病致贫”从
中国大地上消失。

因文章而结缘

2017 年正月初七，新年之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盖茨基金会中
国区负责人李一诺拉了一个微
信群，在群里分享了陈行甲写的
《再见，我的巴东》。 这篇文章引
起了刘正琛的关注，让他由此了
解并认识了陈行甲。

陈行甲于 2016 年宣布辞官
全职做公益。 而就在那一年发生
了罗尔事件， 陈行甲检索了文
献， 查到前卫生部部长陈竺在
2011 年就对媒体宣布说，所有的
儿童急性白血病都可以得到免
费治疗。

然而这一说法却迟迟未能
实现，陈行甲希望研究和推动对
儿童白血病的政策改善。 从政期
间积累的经验和社会认可也为
他从事公益带来了一定的便利。
在群众眼里， 陈行甲是一位好
官，这种社会认可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信任，大家相信陈行甲做事
是有底线和原则的。 也正因此，
一位浙江的企业家在得知陈行
甲从事公益的意愿后，决定给他
捐赠 1000 万元。

有了这 1000 万元的启动资
金，陈行甲选择在广东河源市做
政策试点。 这个地级市有 300 万

人口， 相当于立陶宛全国的人
口。 陈行甲希望通过在这个地级
市做试点来推动国家的政策变
化。

今年 4 月，陈行甲在广东河
源市发起成立了深圳恒晖儿童
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恒晖），致
力于贫困地区儿童的大病救助
和教育关怀。 恒晖的起步从儿童
白血病开始，在试点地区通过与
政府、医疗机构、保险公司以及
社会的深度合作，实现区域内贫
困儿童白血病免费治疗。

另一方面，刘正琛在公益界
15 年，对国内外的医保政策有一
定的了解和想法，却只能帮人大
代表写写建议，换来“感谢关心”
的回复。“做大病救助，眼泪指数
很高，但你会发现自己的力量太
有限，向你求助的人总是远远大
于你的能力，救不过来。 陈行甲
的出现让我看到了实现另外一
个愿望的可能，用做模式、做模
型的方式，来探索规律，并以此
推动政策改变，从根本上推动一
个群体整体社会福利的提升。 ”

“要想推动政策，还真得在一
个地级市做出优化政策的综合解
决方案，探索出一整套的政策、流
程、数据化的结果，提交给决策者
来决策。 ”刘正琛觉得陈行甲给自
己一直想做但没做成的政策倡导
开了一扇门。因此，他想邀请陈行
甲来新阳光担任秘书长， 但此时
的陈行甲已经决定去深圳并成立
了自己的基金会。

“但我们可以合作。 ”
“好，那我们就做合伙人，深

度合作，用优势互补。 ”
两周后， 陈行甲来到北京，

刘正琛将自己 15 年来在儿童白
血病领域探索的经验和思考毫
无保留地分享给陈行甲。“患者
不堪重负，主要是缺乏科学和透
明的评估方法来评估新药，导致
合理的新药不能进入医保目录。
由于社保系统作为买家缺少价
格谈判的议价能力，新药价格也
贵得离谱，医保体系和患者都不
堪重负。 ”刘正琛谈道。

“河源市的主管市长、各个
相关局的局长都非常支持。 因此
我们可以在这个人口数相当于
欧洲国家立陶宛的地级市来做
政策试点。 ”陈行甲说。而陈行甲
在河源市成立基金会的经历也
让刘正琛看到了希望。

在第一次见面
交流后， 陈行甲和
刘正琛都感觉相识
恨晚， 他们因共同
的公益目标注定会
从相识走向相知和
相守。

因公益而相知

在合作中，陈
行甲的激情、 创造
力和行动点燃了刘
正琛进一步推动政
策的激情， 也激活
了他这方面的所有
资源。

他们一起到河
源市做调研， 和患
者深度交流、 拜访
医院等机构，他们一起从现状中
寻求解决方案、制定解决方案并
推动解决方案。 在这种越来越紧
密的合作中，他们默契地形成了
分工。

陈行甲因为从政的经历熟
悉政府部门，并擅长大方向的沟
通，刘正琛则擅长技术、公益组
织的管理、与公共卫生和卫生经
济学以及临床的合作。

陈行甲对传播和政府运作
的了解是刘正琛所欠缺的，而刘
正琛 15 年积累的专业知识和经
验也是陈行甲不具备的。

为此，刘正琛决定邀请陈行
甲担任新阳光的理事长。“一个
好汉三个帮，在公益领域奋斗了
15 年的我， 我们团队 50 个全职
同事以及数以百计的志愿者，都
会辅佐行甲。 ”

刘正琛的行动和话语感动
了陈行甲，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
幸运的“公益新兵”。 但促使他加
入新阳光做理事长的主要原因
还是刘正琛的为人和他的故事、
新阳光这个团队、 新阳光 15 年
来坚持的理念和已经践行了的
理念， 还有他们共同的公益目
标。

为了联合所有有爱的伙伴，
实现让“因病致贫”从中国大地
上消失、不再有人因为社会而放
弃尊严的理想，陈行甲和刘正琛
联合发起了“联爱工程”，浙江中
新力合集团、中国社科院的陈秋
霖副研究员、复旦大学的陈英耀
副院长、 山东大学的孙强院长、
中兴通讯集团公益基金会、国家
社会保障政策改革与发展战略
的主笔郑功成教授、长江商学院
的朱睿教授……众多机构和人
士都以联合发起人或顾问的身
份参与了进来。

陈行甲表示，未来也将吸引
更多的世界级企业、 政府伙伴、
合作医院与技术支持机构领域
的资源加入“联爱工程”。

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守，他
们被戏称为“公益界最佳 CP
组”，在推动公益事业发展、解决
“因病致贫”的路上，陈行甲和刘
正琛逐渐认识了对方，并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

因初心而坚守

对于和新阳光的合作，陈行
甲是这么评价的：“我们的合作
可以说是一种深度互补，新阳光
是一家成熟的、影响较大的基金
会，专注于白血病救助;恒晖也专
注于儿童白血病救助。 不同的
是， 我们更侧重于政策的研究、
实验和推动，期待通过公益社会
实践形成一种模型。 ”

“如果说新阳光是在白血病
领域做‘面’的救助，那么恒晖就
是在这个领域做‘点’ 的实验，

‘点’和‘面’的合作就能实现深
度互补。 新阳光在公益慈善的技
术层面做得也是最透明、 最有
效、最好的，而恒晖在政策推动、
框架模式的设计方面也有一定
的优势。 相信这两个机构的深度
合作能够推动儿童白血病救助
领域政策的改善。 ”

成立基金会、 加入新阳光、
联合发起“联爱工程”，这是陈行
甲人生的重大转折此外，他还在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做研究教学
工作， 从事公益社会政策研究，
还承担了一个关于儿童大病救
助的课题。“这些看似完全不同
的事， 实际是完全相匹配的，就
是用行动来推动研究，用研究来
指导行动。 ”

陈行甲的下半场人生，因这
三件相辅相成的事正式开启了。
而至于选择公益的初衷和现在
关注的领域， 陈行甲有自己的

“小九九”。
任职县委书记之前，陈行甲

一封举报信都没有，被考察组叹
为奇迹，然而在当选之后却举报
不断。 如今选择全职做公益，是
否是对公众质疑自证清白，陈行
甲也并未否认。

“客观是有这个考虑，但比例
顶多占 10%，自己满怀热心去做的
事情被人这样糟蹋，我是有一些愤
懑，但它只占了 10%。90%的原因是
我喜欢这件事情， 我热爱这件事
情。 ”陈行甲如实告诉记者。

而之所以关注弱势群体，和
陈行甲小时候的经历也有直接
原因。

“我在偏远山区长大，小时
候家里很穷，很多时候都在穿补
丁的衣服。 那时候，我的父亲是
位税收员， 一年才回家一次，都
是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在
农村生活。 虽然我们家条件也不
好，但是对于村里穷的连盐都吃
不起的人，我母亲依然毫不吝啬
地把盐借给他们，也从未让他们
还过。 作为我的第一任导师，母
亲直接影响了我价值观的形成，
教会了我应该怎样对待身边和
你有关或无关的人。 ”

在任职国家级贫困县县委
书记时，巴东县有 50 万人口，其
中有 14 万的贫困人口， 陈行甲
形容那种贫困程度让人窒息，
“那时候除了利用党政资源开展
一些扶贫行动外，我也主动接触
了一些公益组织，让我了解了公
益行业，也感受到了公益组织的
力量。 ”

公益行业的价值是什么?深
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局主席马
蔚华曾经讲过的一句话，让陈行
甲非常认同：要完成一个社会的
良治需要四个因素、 四根柱子，
就像一个桌子，要支撑起来至少
需要三根柱子，但是最稳定的是
要四根。

“那么，支撑其我们社会良
治的四根柱子是哪四根呢? 我认
为是有改革意愿的政府、有创新
精神的企业、 有良性监督的媒
体、有博爱情怀的公益组织。 这
四根柱子，其中的政府、企业和
媒体都做得挺好的了，因为政府
愿意改革， 企业具有创新精神，
媒体有良性的监督， 相比而言，
就只有公益这根柱子还比较弱
小。 ”因此，在人生的下半场，陈
行甲想要奉献自己的力量，让公
益这根柱子变强、变壮。

辞官下海经商的并不少见，
但辞官全职投入公益事业的，陈
行甲是第一人，他也被戏称为公
益领域的新物种，他甚至觉得自
己有责任做好这“第一人”的示
范虽然现在每天都很忙，但陈行
甲觉得很充实，也很快乐。 他说，
投身公益、关注并服务极端弱势
群体， 对自己来说是不忘初心，
是一种回归。

� � 对白血病的共同关注使双方走到了一起。 图为 2016 年 7 月 16 日上午，新阳
光病房学校深圳教室在深圳市儿童医院正式挂牌成立。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15周岁生日之际，陈行甲成为基金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