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瞧，崔永元来了！ ”人群中有人发出低沉又不乏几分惊喜的声音。
说话间，崔永元已经大踏步地走进了北京 101 中学大礼堂。 已许久未在媒体上公开露面的崔永元，看

上去清瘦了不少。 他身穿黑色短袖 T 恤，胸前印着“爱飞翔”几个醒目的字样和 LOGO，深色长裤，脚穿黑
色休闲鞋，鞋上缀着的一条设计感很强的金色小拉链刚好冲淡了他当天一身黑的沉闷和厚重感，显出几
分洒脱和随意来。

2017 年 8 月 5 日，由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2017 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
动开班仪式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

参加培训的 136 名乡村教师来自内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福建等 6 省区的国家级贫困县，把当
天的 101 中学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

《公益时报》记者与崔永元的对话，从永源公益基金会走过的四年历程聊起。 记者原以为会听到许多
故事，没想到崔永元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走过的这四年，很平常，也很正常。 ”

记者告诉崔永元，他今天的精气神看上去很不错，好像黑眼圈也没过去那么严重了，他笑笑说：“抑郁
症已经走出来了，恢复得很好。 现在主要是心情好，还有正事干。 ”

■ 本报记者 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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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崔永元：

要做“洋气”的现代公益

最高级的公益是生活方式

《公益时报》：永源公益基金
会已经成立四年了，你如何总结
基金会走过的这四年历程？

崔永元 ：首先，我们有一个
基本理念，就是不像其他基金会
一样重复地做一件相同的事，而
是通过具体的活动去做“现代慈
善公益”的尝试。 比如“爱飞翔”
是为了培养乡村教师，但这个项
目对这个城市有多大的影响、对
市民有多大的影响、对参加活动
的志愿者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对
这些影响力的关注度和对乡村
教师的关注度是一样的。

第二，在筹款和筹措方式的
协作方面我们也做了好多尝试。
过去，就是厚着脸皮，一家一家
登门去跟人家要钱，然后每天晚
上数一数，谁家钱给得多，就认
为这家人好； 谁家钱给得少，就
觉得他不地道；从谁那里没要来
钱，就这辈子再也不想跟他打交
道。 后来慢慢地我们理解了公益
慈善的真谛，它不是用钱多少来
衡量的， 就是每个人都力所能
及、发自内心地提供服务，让它
日常化、生活化，这才是慈善公
益的最高级。 这个比过去拿捐款
额多少来衡量的效果要好得多。

《公益时报》：基金会四年来
也碰到过挫折或危机吧？

崔永元：如果说我们发展中
遭遇过所谓的“危机”，那就是方
舟子和我因为“转基因问题”的
争论而给基金会泼了很多脏水。
他说我们基金会运作存在很多
不规范的行为，甚至说我个人贪
污了基金会的两千万，这事惊动
了民政部、北京市民政局，甚至
中纪委的中央巡视组。 上面派人
把我们的账查了个底儿掉，查完
的结果是，今年我们获得了北京
市民政局颁发的 5A 级社会组织
证书，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考验。

重量级理事更在意创新

《公益时报》： 我们知道，理

事会构成对于一家基金会的健
康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永源公益
基金会理事会构成有哪些特质？
他们带来了多大的支持和帮助？

崔永元：我们理事会的成员
说出来都很吓人，每一位理事单
拎出来说都是重量级的。 冯仑、
江南春、王振耀……这些都是高
级别的理事，他们不满足于“募
集多少钱”或“培训多少人”，每
年开理事会的时候，他们更愿意
听到的汇报内容就是又做了哪
些创新，这种创新是否能带动慈
善公益界的一部分人共同行动。

《公益时报》：像冯仑这样知
名的商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崔永元：冯仑根本就不是商
人，他哪里是商人？ 当年“万通六
君子”在海南创业的时候，冯仑
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债务， 直到
2005 年才还清，这事儿没几个人
知道。 这让我肃然起敬，这才叫

“大哥”！ 我觉得好就好在我认识
的商人是冯仑这样的，要认识的
是别的商人，还不定怎么着呢。

冯仑老教导我说：“你都过
50 岁了，以后干事就别冲着名啊
利啊、钱啊权啊什么的，更别让
这些东西影响你，一定要奔着乐
趣去做。 不管干什么事，哪怕是
擦地板，你也要想，有没有一个
新的办法把它擦得干净又彻底，
这里面就是一个乐趣所在。 ”我
觉得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做社会企业才有出路

《公益时报》：目前永源公益
基金会的善款募集渠道主要有
哪些？ 方式如何？

崔永元：我们过去筹款的时
候就是两种方式， 一个是认识
你，跟你要钱；再就是办一些慈
善拍卖，召集很多明星，拿来很
多东西。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恨
不得全都给我捐助过东西。 我们
把这些东西拍卖出去，拿回来这
个钱做公益慈善。 这些做法其实
越来越难，要知道经济形势也是
忽好忽坏，不停在变的，每年都
向人家要钱，这怎么弄啊？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把善
款募集的多少作为一个硬指标
了。 记得我以前在微博里一个礼
拜至少有三天都是在干这件事
（筹款）， 不停地呼吁大家捐款，
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放弃这种
方式了。 倒不是觉得没用，但就
是觉得这种方式太“土”。

《公益时报》：那怎么样才算
“洋气”呢？

崔永元：通过近几年在国外
的交流学习，我们准备做社会企
业， 就是盈利不分红的社会企
业。 让社会企业成为基金会的造
血机构，维持基金会自身的正常
发展。 今年我们已经在着手做
了，目前几千万的启动资金已经
到位。 捐钱的这些理事所捐出的
资金，永远是属于他们的，只不
过是让基金会使用， 让你用 5
年、10 年。 他们作为社会企业董
事会的成员，负责筛选有前景的
营利项目，通过运作社会企业为
基金会带来较为固定的收益，而
且这笔收益只能专款专用，投入
公益事业，不用作其他。

目前我们打算投入的社会
企业的生产内容还没有最后敲
定，大家都在争个不停，每个人
都认为自己所熟悉的那个领域
会是盈利预期最好的，但是每个
人也只有一次投票权，估计很快
就会见分晓了。

做电商没经验，还有人捣乱

《公益时报》：前几年你牵头
做的口述历史项目 ，包括 《我的
抗战》系列纪录片的社会反响很
大，目前还在做吗？

崔永元：已经不做了。 因为
纪录片的盈利是不好的，是比较
小众的。 我其实也是想用这个项
目给基金会再增加一些收益，后
来看能够持平就不错了。 现在就
以资料收集为主，不再专门把它
打造成作品了，就是把资料收集
来，分好类，然后储存好。

现在除了口述历史的资料
收集， 乡村教师培训的“爱飞
翔”， 还有广西的“为孩子加个

菜”那个公益项目也都一直持续
在做。 其他的都是纯粹的商业项
目了。 比如我们做了一个“崔永
元故事库”， 就是专门产生电影
故事的；还有一个暂定名叫“唱
片公司”， 类似一个唱片公司式
的“迪士尼”，这个整体已经设计
好了，马上就要开张了。

《公益时报》：转基因之争进
展如何？

崔永元：我觉得迄今为止没
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有些说法好
像在改变。 再加上我们的有些公
共媒体说瞎话，欺骗老百姓。 因
为我特别关心这个事，我一直坚
持在一线调研， 现在还是在滥
种，没有约束，还是老样子。 但老
百姓知道得越来越多，也就慢慢
有了自己的判断。

《公益时报》：据说前不久你
又转换了新的角色，成为“电商”
了。 这事是真的吗？

崔永元 ：我做了两个（电商
平台），现在已经关了一个了，因
为很难做。 第一是我没有经验，
第二就是方舟子那伙人还在搅
和。 他们干坏事的持续性和动力
是非常足的， 不停地给你捣乱，
然后我就又要去应付他们。 他们
又说我做电商是为了挣钱，这玩
意哪儿能挣到钱， 谁能挣到钱
啊？ 我做电商的最终目的是想通
过这种方式，让我们国家在农产
品的流通有一个标准化。

而且我打破了很多潜规则。
比如说你去超市买鱼，上面保质
期上说“18 个月”，那你知道这个
鱼到底是啥时候打捞上来的吗？
他不会告诉你的， 这就是潜规
则。 打捞上来之后，他首先会放
进冰库冷藏，等到需要加工的时
候，他才会贴上加工时开始计算
的保质期，也许这鱼之前已经在
冰库里放了 5 年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想做到这样，我的鱼什
么时候打上来的我告诉你。

我就是希望做电商，把这些
新的理念都推出来。 结果做着做
着才发现，还不够累的呢！ 你也
推广不了这理念，还有人不停地
在捣乱，算了吧，就不做了。

希望放松舒服地做分内的事

《公益时报》：在你看来，“爱
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做到什么程
度就算不错了？

崔永元 ：我曾经想过，是不
是中国再多十个八个像我们这
样的机构，就能把全国的乡村教
师全都培训一遍？ 现在看来这个
想法很幼稚。第一，这不可能。别
说十个八个，就是再来一百八十
个也不可能把全国的乡村教师
都培训完。 第二，我并不认为通
过这样的一次或者两次培训，就
能让乡村教师发生质的改变，可
能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推动。 我
觉得要想让乡村教师和乡村教
育得到彻底的改变，确实需要国
家和政府的支持。

我希望我们所做的“爱飞
翔”项目，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对
新的公益形式进行探讨和推广。
以前我特别不喜欢上海，觉得上
海人都特别斤斤计较， 小家子
气，通过“爱飞翔”这个公益活动
我才发现，上海真棒！ 上海市民
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你都想象
不出来。 为了能成为“爱飞翔”的
志愿者， 一些上海知名的作家、
社会名流都亲自给我打电话，让
我给他们走后门，帮助他们实现
成为志愿者的心愿。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中国
未来公益之路？

崔永元：我觉得如果一个国
家的慈善公益不是政府主导，而
是社会各界在到处奔忙，而且需
要不停地动员的话，那这里面一
定是政府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
好的社会运行方式是什么呢？ 慈
善公益就是生活的常态，公益组
织也没那么多压力和责任，没那
多事情让你操心受累让你管。 从
这个层面来说，中国未来的公益
之路还是非常漫长的。 如果有一
天，我们的公益组织不必如此辛
苦琐碎，而是很放松舒服地在做
自己分内的事，那一定是政府运
作状态最好、也是最积极阳光的
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