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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新起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唐占鑫：

用专业的方式做专业的事 ■ 本报记者 皮磊

� � 2004 年夏天，在德国求学期
间的唐占鑫遭遇车祸，脊椎损伤
导致下半身瘫痪，这意味着此后
只能依赖轮椅生活，同时还要承
受下肢肌肉萎缩、 大小便失禁、
患肢神经痛、泌尿系统感染等数
十种并发症。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
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接
受，整整三年，唐占鑫一直把自
己封闭在家里。

但好在她并没有就此放弃
自己。 唐占鑫在自述中曾这样写
道：三年后的一天父亲抱我去医
院做检查，结果两人一起摔倒在
地。 当近距离看到父亲的白发和
眼角的皱纹时，我做了一个重大
决定，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让
自己自立起来，不让家里人再为
我操心。

这一天成为唐占鑫生活中
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从那天
起，唐占鑫开始慢慢锻炼自己的
自理能力，并通过中国脊椎损伤
论坛认识了很多有着同样遭遇
的伤友。 在他们的鼓励下，她还
找了一份工作。 不过，唐占鑫并
没有满足于此。

从 2012 年开始，唐占鑫和另
外三名志同道合的伤友共同整
理了“中国脊髓损伤论坛”上数
万个伤友的帖子，翻译了包括世
界卫生组织、美国托马斯杰斐逊
大学、美国老兵协会等机构在内
的数十万字的文献，完成了中国
第一本《脊髓损伤者生活自助手
册》， 并创立了一套伤友自立训
练法，希望将正确的康复理念介
绍给其他伤友。

2014 年，他们毅然放弃了各
自的工作，在中国肢残人协会以
及北京市残联、东城区残联的支
持下， 成立了一个线下组织，也
就是北京市第一个脊髓损伤者
希望之家（原中途之家），开展以

“同侪服务”（伤友服务伤友）为
核心的生活重建培训项目。

2015 年 6 月，唐占鑫和她的
团队参加了中央电视台财经频
道的《创业英雄汇》节目。 这次节
目改变了她以往对公益和商业
的认知，让她重新考虑了今后的
发展方向。 不久后，她和伙伴们
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为北京新
生命养老助残服务中心，承接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

2016 年 9 月，唐占鑫联合一
些企业家朋友以及投资人，发起
成立了北京新起点公益基金会
（以下简称“新起点基金会”），并
担任基金会理事长。 她希望通过
公益的力量为更多脊髓损伤者
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进一步扩
大服务范围。 为了给基金会提供
持续的资金支持，同时解决伤友
们的就业和创业问题，鼓励伤友
投入公益事业，2017 年 4 月，他
们还共同投资了一家社会企业。

唐占鑫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 保守估计， 国内至少有 200
万名脊髓损伤者， 并且每年以 8
万人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
是说， 每 10 分钟就会有一个人
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针对现状，唐占鑫和她的团
队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促进脊髓损伤伤友的生活能力
重建、 职业能力重建和回归社
会。 作为国内第一家关注脊髓损
伤人士的基金会，新起点基金会
的成立过程也是脊髓损伤者从
自救到救他的过程。 唐占鑫希望
通过更加专业的方式，让脊髓损
伤的伤友以及全社会知道，通过
适当的学习和训练他们是有办
法再次回归社会的，不会一直成
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做公益不能只靠情怀

《公益时报》：你做的事情越
来越专业， 困难也随之更多，为
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成立一家
基金会呢？

唐占鑫：成立“民非”之后我
们承接了一些政府购买服务，比
如北京市残联、东城区残联的项
目。 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民
非”的服务范围非常有限，机构
的资金都用在了支持项目上，不
能用于其他方面，这让机构的发
展和创新也非常受限。 此外，当
时不断有全国各地的伤友联系
我们， 希望我们为他们提供服
务， 我们自己也想做更多的事
情，但在实际运作中民非开展跨
省服务非常困难。

《创业英雄汇》这个节目给
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明白了两
个问题：第一，机构靠什么活下
去， 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 你是想服务身边的几个
人，还是希望服务更多的人。 那
个时候我逐渐意识到，做公益不
能只靠情怀，而是需要更加专业
的形式，我希望用专业的方式去
做专业的事。 同时，我也第一次
了解到，可以依靠商业的方法来
实现公益的目的。

《公益时报》：除了成立基金
会，你和基金会的出资人还共同
投资了一家社会企业，这是出于
什么考虑？

唐占鑫：其实当时我和投资
人对此也是有不同的想法的。 我
觉得如果基金会可以得到稳定
的捐赠、 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就
不一定要依靠商业手段来实现
自我造血。 新起点基金会的原始
出资人大部分都是企业家和投
资人，他们非常支持公益，但在
这些商业领域的人士看来，建立
另外一种形态去支持公益机构
发展非常必要，因为外界捐赠可
能有时候不太稳定或者不可持
续。 他们提出可以成立一家社会
企业，设计一些具有商业竞争价

值和能力的服务内容，反哺基金
会。

《公益时报》：最终你接受了
他们的观点？

唐占鑫：在跟出资人接触的
过程中，我逐渐厘清了公益和商
业的关系，也逐渐理解了为什么
一些大型的公益机构仍然会推
出很多公益产品。 事实上，我之
所以同意这么做也是考虑两个
方面：第一，为基金会造血，通过
商业手段解决公益机构面临的
现实问题；第二，激励投入公益
事业中的伤友伙伴。 虽然伤友们
在公益机构里的工资很低，但只
要他们肯做，愿意做，未来他们
都有可能从社会企业里得到一
部分股权。

让项目落地更为重要

《公益时报》：基金会有一个
“轮椅上的金种子培养计划”，目
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有意愿、
有自理能力、愿意为残障群体付
出的伤友，让他们去服务更多的
脊髓损伤者，但依靠基金会现有
人员力量似乎很难实现这一目
标。

唐占鑫 ：确实，依靠个人或
一家机构的力量很难，所以主要
是依靠了中残联康复部和中国
肢残人协会的项目支持。 当有伤
友报名项目后，我们首先会进行
初选， 即基本的身体能力考察。
初选完成之后，我们会将名单交
给中残联康复部和中肢协，他们
再通过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筛
选，对报名者进行考察，了解报
名的伤友的身体情况及是不是
真的有意愿去做公益、是不是愿
意帮助更多的人。 最后，我们再
根据当年的支持情况和募款能
力，每个地区推荐两至三名候选
者， 基本上保证每个省有人入
选。

《公益时报》：还要考虑这些
“金种子” 接受完培训之后能否
将项目落地的问题。

唐占鑫：我觉得这不只是我
们，也是整个公益领域需要考虑
的问题。 很多公益组织都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项目推广，培养各个
领域的优秀人才，但这些人才培
养出来之后回到自己生活的地
方，真的能像预期地那样开展工
作吗？ 他们回去之后如何才能建
立起适合自己的土壤？ 谁又能够
为他们建立这个土壤呢？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花费
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培养出这些
人，但他们只是依靠自己的一腔
热血去帮助一两个人，这是没有
什么价值的，这种局面也不是我
们想要的。 所以我们在选择培养
对象的时候，还要考虑他们回去
之后能否真正落地。 我们会从两
个方面进行考量：首先，他个人

有没有能力将项目落地； 第二，
当地有没有能够让项目落地的
土壤。

《公益时报》：在这方面你们
是如何设计的？

唐占鑫：我们之前进行过估
算，一个接受过培训的伤友在一
年内至少可以影响 15 个人。 但
是如果我们帮他们建立起一个
团队或者建立一个机构，他们一
年至少能够影响 100 个人。 所
以，对所有的“金种子”我们其实
是有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主
要是培养个人；第二年主要是帮
助他们落地，做一些项目，让大
家在实践中积攒经验；第三年我
们会帮助他们培养团队，进行团
队支持；第四和第五年我们会提
供机构支持，在技术、资金等各
个方面进行全套支持。

希望更多人关注残障群体

《公益时报》：去年 11 月电影
《七十七天》上映之后，新起点基
金会联合剧组以及主演江一燕
共同推出了“燕影行动”。 能介绍
一下发起这个行动的初衷吗？

唐占鑫：电影中江一燕饰演
的主人公蓝天的原型是我们的
一个伤友，同时江一燕本人因为
一直从事公益事业，就计划包场
让残障人士免费看电影。 很偶然
的一个机会剧组通过一些渠道
联系到了我们基金会，但我们并
不想仅仅停留在让伤友看电影
这个层面，我们更加希望通过包
场看电影这种方式让外界关注
电影院等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建
设。

我们推出“燕影行动”，一方
面是希望让伤友走出家门、融入
社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让更多
人关注到这类人群，在人文以及
硬件设施等方面为他们提供一
些帮助。 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
好，这可能是电影院多年来第一
次接待这么多残障人士看电影，
全国有上千名伤友通过这次行

动走进了电影院。 通过这次行动
我们也让很多电影院意识到了，
其实身边还有这样一类观众，不
应该忽略他们的需求。

《公益时报》：推动无障碍环
境建设及文化传播也是基金会
的工作重点之一。

唐占鑫：我们联合福建省自
强助残助学基金会共同发起设
立了“无障爱专项基金”，主要用
于开展推动无障碍事业发展、促
进无障碍文化传播以及与之相
关的项目。 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
这个领域，国家每年也都会在无
障碍环境建设方面投入很多钱，
但我们总感觉有所欠缺，我们身
边的无障碍设施并不是很完善，
因为目前中国的无障碍设施建
设并没处罚制度和强制标准。

所以，我们去到公园或者地
铁等地方进行实地体验、 考察，
并推出了无障碍设施手册。 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
题：除了硬件条件的改变，人们
对于残障群体的观念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定位就是
促进公众意识的转变，推进无障
碍文化传播。

《公益时报》：基金会尚处于
初创期，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什么
规划？

唐占鑫：我们是国内第一家
关注脊髓损伤人士的基金会，是
伤友自己成立的基金会，基金会
的成立也是一个从自救到救他
的过程。 因此，我们有着自己的
特殊性。 目前我们有民非、社会
企业和基金会， 我感触最深的
是，如何把基金会建设成一家专
业的规范的机构特别难。

此前，我一直在用运作“民
非”的思想管理基金会，觉得首
先要把项目做好，不用对出资人
以及捐赠人负责，而是要让服务
对象满意，把他们服务好。 但现
在我觉得，基金会既要满足服务
对象， 更要满足出资人和捐赠
人，同时还要符合政府的发展方
向。

2015 年，唐占鑫带领机构承接政府购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