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公益时报》：对于获得 2017
“CCTV 年度慈善人物”奖项 ，你
作为本年度唯一一名明星身份
的获奖者 ， 你最大的感触是什
么？

黄晓明： 我在做公益这件事
的时候并没有想过会有殊荣在
身，殊荣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做这件事情是否能给他人和
自己带来快乐。 我所做的每件事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便是我的初衷、或者初心。

《 公 益 时 报 》： 你 在 2017
“CCTV 年度慈善人物 ” 获奖现
场也不忘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老
人，以自己为例倡导“敬老”。 老
人一直是你重点关注的领域，你
认为如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
一问题，且具有可持续性？

黄晓明：从根本上解决这个
问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
我们每个人都应从自身做起。 根
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
我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
独居）的比例已达 49.7%。 大中城
市的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
居）比例更高，达到 56.1%。 也就
是说很大一部分老人都是空巢
老人。 这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的
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
被很大一部分人或群体忽略甚
至遗忘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
题？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
多的关系吧。

现在，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子
女容易忽略老人的感受，常因工
作忙碌等原因不能回家，我觉得
这是不应该的。 我也经常有非常
忙的时候，我也有过有家不能回
的时候，甚至是到了青岛也还是
回不去家。 但是，这样的情况一
次、两次可以，再多便不能成为
理由。 不管事业心有多重，也是
一定可以抽出时间回家看看父
母的，哪怕每天打个电话或者每
隔几天打个电话，或者每隔一段
时间抽空回家陪陪家人，再或者
把家人接到身边来，跟自己待一
段时间，这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方法。

因此，我觉得要想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给每个人
灌输这种正确的思想观念开始。
让父母能时刻感受到自己依然
被亲手养育成人的儿女们所关
心着、照顾着，一定不能让老人
感到孤独，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
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会变老。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去关爱自己
的家人和老人， 让空巢老人不
空。 所以，那就从关心自己的父
母开始吧。

《公益时报》：对于做慈善这
件事，你个人更崇尚高调还是低
调？ 为什么？

黄晓明： 我觉得无所谓，我
从来不觉得做慈善这件事情高
调或者低调是我在意的事情，因

为只要你是真正地在做才是最
重要的。 当你作为一个公众人
物， 有时想低调也低调不了，你
去做的时候被人拍了发在网上，
你就可以借此机会号召更多的
人来帮你一起来做。 但如果没有
人关注的时候，你就坚持去做就
好。 对于公众人物来说，高调其
实是把双刃剑，只要能够达到真
正做慈善的目的，能够让更多的
人跟着你一起做慈善，这个才是
最重要的。

《公益时报 》： 对于粉丝而
言，自己喜欢的明星一举一动都
会对他们产生各种影响甚至示
范效应 。 在公益慈善这件事情
上，你希望给自己的粉丝哪些启
示或者说“榜样作用？ ”

黄晓明：这点是我非常骄傲
的，也是非常开心的。 我们“明
教”的人在全国各地都有固定的
志愿者站点，全国各地约有 2000
名志愿者在帮我做公益———发
放黄手环和探望空巢老人。 我不
在的时候， 都是粉丝们在做，他
们代我去探望空巢老人，陪伴空
巢老人，这让我非常感动。

《公益时报》：当下公益慈善
是一种流行 、是一种热点 ，有很
多人参与公益， 但做的都是短、
平、快，甚至是面子工程。 对于公
众人物而言，你觉得该如何看待
公益这件事？

黄晓明 ：与我而言，我并不

会强求， 我们不要去道德绑架，
但是如果别人愿意做，哪怕是一
点点，或者，哪怕每天给这个世
界一点微笑， 都是一种公益，都
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阳光、更
加具有正能量。

《公益时报》：你签约的艺人
或者公司里的员工，你会不会也
倡导他们多关注公益这个领域？

黄晓明 ：一定会的，我经常
带公司的一些艺人去各种公益
活动的现场，我希望他们也能够
坚持把慈善和公益做成一种习
惯。

《公益时报》：演员职业和公
益的关系是怎样的，为做公益事
业带来了哪些有利的条件，又有
哪些不利的方面？

黄晓明：我觉得我们不能够
去道德绑架，做公益应该是自愿
的。 名人做慈善是把双刃剑，经
常会被道德绑架说你一定要做。
又或者是别人做了，你为什么不
做？ 又或者一旦曝光率高了，又
会被说是拿这个来炒作。 所以，
我觉得不管是高调还是低调，只
要做了就都是好的。

《公益时报 》： 你家的宝贝
“小海棉”正在一天天的长大。 如
果有一天他问你：“爸爸，什么是
‘公益’？ ”你会怎么回答他？

黄晓明 ：我个人认为，当你
愿意去帮助别人，并且帮到了别
人，让别人感到很开心的同时你

也很开心，那就是公益。
《公益时报》： 对于孩子 ，你

觉得公益慈善的感染力会对他
的人生和成长有哪些影响？ 你希
望他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黄晓明：我觉得公益的培养
除了来自父母的以外，学校也应
该培养孩子的公益心、 道德心，
让孩子从小树立一种意识，你所
得到的每一份都是来自这个社
会、来自这个国家，你有义务去
回馈社会和国家。 并且，这种回
馈也是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和
幸福的，既能幸福别人也能幸福
自己。 此外，从小培养孩子的公
益心、道德心，可以树立他们正
确的价值观。

我不会刻意去阻止我的孩
子做任何一件他想做的事，我已
经想好了， 我的孩子是自由的，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希望他
多出去锻炼，在小的时候多一些
挫折和磨难，这样有利于他未来
的发展，我也坚信他一定会比我
更好。

《公益时报》：接下来会有什
么样的规划？

黄晓明：除了继续坚持以外，
希望能做得更大一点， 更有影响
力一点。每天坚持做一点，哪怕一
年只是做一小部分。接下来，计划
关注社会企业， 通过商业及更为
多元的方式， 为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提供实现价值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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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黄晓明的微博，你会发
现他的个人简介非常简单：演
员、明天爱心基金发起人。 而在
他的个人介绍里则写着： 少说
话，多做事！ 我不是最好的，但我
要做最努力的……

他把演员和公益做为自己
最重要的两个标签， 自 2012 年
黄晓明工作室正式设立“社会慈
善公益事业部”开始，其慈善团
队的响应力和执行速度之快，在
娱乐圈和慈善公益领域都有口
皆碑。 2014 年 4 月 40 日（雅安地
震纪念日）， 其工作室携手中华
社会救助基金会注册成立了“黄
晓明明天爱心基金”， 基金重点
支持让爱回家黄手环中国公益
行、温暖十七城、为了下一颗海
星三个核心项目。

身体力行倡导敬老

“关爱空巢老人的活动，我已
经做了三四年了。 我和陆奶奶结
对也大概三年时间了， 每年回青
岛，我都会去看她，希望通过我的
身体力行让更多人重视空巢老人
这个特殊群体。 ”黄晓明说道。

12 月 16 日， 黄晓明再次回
到家乡青岛，回到母校青岛一中
参与公益活动“黄晓明让爱回
家·MING 心陪伴空巢老人”。

2014 年黄晓明成为山东关
爱空巢老人爱心大使，并正式注
册成为“爱心陪伴空巢老人志愿

者”。 他开始倡导“老人最需要的
就是陪伴，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
的明天，请多陪伴老人”。

这几年来，只要回青岛，无论
多忙的行程，黄晓明都会抽出时间
去探望陆奶奶，准备衣服、鞋帽、食
品、红包等礼物。 为了让更多的空
巢老人能得到好的陪伴，他的粉丝
自发成立了志愿者队伍，定时电话
和上门探访空巢老人。

因为黄晓明的身体力行，影
响着全国各地的粉丝跟着他一
起做慈善。“我们‘明教’的人在
全国各地都有固定的志愿者站
点，全国各地有约 2000 名志愿者
帮我做公益———发放黄手环和
探望空巢老人。 我不在的时候，
都是粉丝们在做，他们代我去探
望空巢老人， 陪伴空巢老人，这
让我非常感动。 ”为此，黄晓明在
活动上，表彰了其中表现突出的
99 名志愿者，并秘密地通过各种
渠道采集了这 99 位志愿者的心
愿，一一为他们实现，以此感谢
他们多年来在其公益事业上的
支持与助力。

他的防走失黄手环五年计
划已进入第 4 个年头，发放范围
以二三线城市为主，辐射贫困乡
镇，发放 10 万条，直接受益人达
25 万人次。

青年、孩子也是关注重点

黄晓明曾读过“一颗海星”

的故事。 海滩上搁浅的海星成千
上万， 但拾起一颗抛向大海，就
改变了这颗海星的命运。 为此他
启动了“为了下一颗海星”公益
项目，已资助了四川的赵佳鑫赵
金芝姐妹 8 个年头、贵州侗族女
孩吴愿梅 6 个年头、山东孝女王
媛媛 4 个年头、唐亚茹姐妹及刘
海红兄弟进入第 3 个年头、新疆
孤儿 3 个年头。

他还关心青年，关注大学生
的创业，为此，2016 年 3 月，黄晓
明携智联招聘，出资一千万成立

“青春启航计划”公益项目，支持
大学生创业就业，两年内项目覆
盖超过 200 所大学， 惠及 100 万
大学生。

孩子也是他重点关注的领
域，“关爱宝贝”计划如今进入第
3 个年头，截至 2017 年共资助了
727 名孩子， 约 700 个家庭得到
救助。

从未放弃一颗
做慈善的“初心”

从 2001 年那个前期励志热
血、后期腹黑多疑、老年众叛亲
离沉迷长生不老的《大汉天子》

“刘彻”，到 2013 年电影《中国合
伙人》中那个能讲一口流利英文
的“成东青”， 前者令他声名鹊
起，后者让他收获金鸡、华表、百
花、 长春电影节及中美电影节 5
个影帝。

在娱乐圈奠定了自己的地
位之后，黄晓明给自己创造了更
多身份，每一个新身份都会使他
激发出更深层次的活力。

从 2004年开始， 他资助贫困
学生，做志愿者，向灾区捐款捐物、
救急救灾。 除了关注老人，他还花
时间做义工。在母校青岛一中设立
了奖学金，捐赠了 30所博爱小学，
捐资百万助力青少年足球，设立青
年人创业就业基金，担任多个公益
组织的爱心大使，黄晓明从未放弃
一颗做慈善的“初心”。

他还因此获颁许许多多慈
善人物的奖项。 2017 年，黄晓明
被评为中国明星首善人物、第四
届 CCTV 年度慈善人物 、2017
年度公益人物、今日头条年度公
益之星。

对于这些荣誉，黄晓明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殊荣本身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所做的事是否能
够给别人和自己带来快乐，我认
为我都做到了”。

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黄晓
明累积捐款捐物超 4410 万人民
币，706 万新台币。 如今，对他而
言，慈善不仅是一种事业，更是
一种始终如一的态度。

“我觉得日常的工作是我必
须要完成的，公益也是我必须要
做的。 我把公益当做事业，是我
人生必须完成的目标。 因为对自
己而言，慈善就在生活中的点滴
之间，慈善是一种态度，只要碰
到了就会去做，并且是要坚持一
生的事情。 ”谈及对公益担当的
感受，黄晓明说道。

黄晓明：高调公益对公众人物是把双刃剑
■ 本报记者 李庆

明星面对面

关爱空巢老人是黄晓明一直坚持的重点公益事业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