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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北京新东方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俞敏洪：不伤害社会是企业家的基本责任

农村教育是防止社会分化
的关键

《公益时报》：如果有公益机
构向你“化缘”，你在项目甄选时
会侧重哪些方面？

俞敏洪：首先我自己是有偏
向的，尤其是偏向一些偏远地区
农村教育领域，因为我认为中国
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教育问题是
个大问题。 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不
同，会带来社会的撕裂，由此导
致社会整体发展不均衡，甚至会
带来社会的动荡。 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长远考虑的话，最容易被
抛弃、最容易形成某种社会撕裂
力量的，一定是边远农村地区的
孩子，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相应的
教育，到最后他们的机会就越来
越少。 所以，给予他们平等受教
育的机会，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目前我参与的所有公益项
目， 都是和农村孩子有关的，包
括我在北大的捐款，都是支持北
大里面来自农村地区的孩子。 像
新东方做的“自强自新”奖学金
项目，大部分支持的都是农村的
孩子；新东方与好未来教育集团
共同成立的“情系远山公益基金

会”都是针对农村孩子的各种公
益活动； 同样，“一校一梦想”也
是针对农村孩子来做的。

我们曾经跑到农村给当地
建学校，但后来发现这并非资金
最有效化的使用，所以我逐渐将
关注焦点转向了教育资源的支
持方面。 帮助当地盖学校，建立
基本的教育硬件和基础设施，是
国家和政府的义务与责任；而其
中教育资源的丰富和整合，我觉
得民间力量可能会更加积极、作
用也更明显一些。

商业和公益应共同面对变革

《公益时报》：你认为管理一
家企业和管理一个公益机构异
同点有哪些？

俞敏洪：我觉得不管是一家
企业还是一家公益组织，其在管
理方面的核心要素是不会变
的———比如说组织结构的效率，
在组织结构中人的配置问题、监
管问题、对外协作问题、品牌建
设问题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剩下
的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个组织
的负责人及其团队对自身所从
事的事业的使命感、愿景以及责
任心到底有多大，相应也决定了

其做事的效果。 这里面也涉及在
做事时的整体判断力、眼光和布
局未来的能力，并且它们都必须
迎接不断的变革，必须以最大化
和最有效的角度去想问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觉
得我们现在应该想的是： 未来
我们还能创新出比现在做的更
好更有效的形式吗？ 当我们面
对这么多的农村小学， 面对农
村发展和内在结构、 概念的不
断演变，如何与其相生相融？ 比
如说， 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会
萌生将孩子送进城市的念头，
因为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在更
好的学习环境里接受更完善的
教育。 而且随着农村人口的逐
渐迁移， 这种变化趋势是不可
逆的。 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要考
虑， 如何帮助到还留在农村生
活的孩子们，有没有比现在“一
校一梦想”更好的方法？ 这属于
一个前瞻性的问题。

“成功”的定义不应拘于世俗

《公益时报》：你经常会去各
个大学演讲，你觉得你所分享的
人生经验和体会在当下这个移
动互联时代，对 90 后、00 后还有
没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俞敏洪：我觉得这个问题要
一分为二地看。 有些经验可能已
经过时了，有些经验是永远不过
时的。 比如奋斗精神、自我成长、
自我鼓励，这些精神特质无论在
什么时代都是一个人成长过程
中的必然要素，是永远不会过时
的，但有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
和手段。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
代，利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多
种现代科技和技术，寻找最好的
学习系统和学习方法，促使你的
学习效率得到迅速地提高，这件
事情肯定是当时我们那个年代
做不了的。

新时代更加讲究合作与共

赢，那么如何在孩子们成长过程
中培养他们的合作共赢意识，在
我们目前这样一个以独生子女
为主的国家，孩子们都以自我为
中心的国度里，让孩子们逐渐将
这种意识根植于心并非易事。 那
么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是强调
对抗性竞争还是合作性竞争，这
又是一个不同的方向，所以这中
间很多问题势必是随着时代的
改变而不停地发生变化的。

《公益时报 》：你曾经说 ，今
天的年轻人拥有的资源和信息
比你们那个时候要丰富一百倍，
没有理由不成功。 你衡量成功的
标准是什么？

俞敏洪：抛开社会世俗的说
法，我觉得真正的成功是心性上
的成功，就是从心灵、心理层面，
一个人能够始终有所成长，活在
一种自我完善的状态。 一个人觉
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意义、充满
了幸福和愉悦，觉得自己为之努
力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值得自己
自豪和欣赏，我觉得就是一种成
功的概念。 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
说，我觉得那种浅薄的、庸俗的、
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是没有任何
价值的，比如告诉孩子们如何快
速成功、如何快速赚钱等，毫无
意义。

我认为我的“成功学”是一
个基础很好的成功学，原因是我
认为我教给孩子们的是为人处
世的基本方式方法和原则。 当
然，即使在理念和方法正确的前
提下，我们依然要付出巨大的努
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但如果方
法和理念本身就有问题的话，那
再努力也没用。

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公益之路

《公益时报 》：近年来 ，中国
企业家群体参与社会公益的热
情高涨，纷纷以各种形式投入公
益慈善事业。 对此你的思考是？

俞敏洪：我觉得企业家最重
要的任务就是把企业做好，并且
还兼具两三个附加条件。 第一，
它对社会的进步有意义； 第二，

不会对社会带来伤害，比如说一
边做企业，一边造成污染，这就
有问题；第三就是为国家提供财
政收入，这意味着许多有需要的
人可以因为一个企业的贡献得
到满足和分配，比如说国家的转
移支付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从这几个层面上来说，一个企业
家如果可以把这三条完成了，从
某种意义上说也就完成了其应
尽的所有的社会使命。 其他诸如
参与慈善捐款，或者像我所参与
的“一校一梦想”， 都是附加
的———你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
也不会产生道德和良心上的谴
责。

其实所有的企业家如果都
能把自身主体做好了，那么中国
社会也就什么都不缺了。 企业家
参与主体工作之外一些额外的
公益慈善活动，当然很好，但我
觉得如果把做公益慈善界定为
一个企业家唯一的社会责任，那
么企业家本身作为“企业家”这
个社会角色究竟应该负担什么
社会责任，就变成了一个需要考
虑和深思的问题。

企业家不能仅以解决单个
问题为自己的核心要务，而是必
须要在没有不良后遗症或者连
带伤害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这才
是企业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未来
中国公益之路？ 是否有更高的期
待值？

俞敏洪：我觉得中国公益更
多地应该由民间力量来做，同时
政府提供大力支持。 其实不需要
有期待，政府放手了，民间力量
自然也就体现出来了。 目前我们
与国外的差距就在于，中国的企
业家群体现在还不算是一个真
正成熟的群体，他们对社会的捐
助和大规模的慈善扶持还有待
时日，这一点，我们的政府应该
有耐心。 我觉得政府应该在充分
合法的前提下，毫不犹豫地支持
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因为只
有企业家才能真正构成中国社
会发展的有生力量，并且把中国
社会带向繁荣。

5 月 24 日早晨，四川省什邡市什邡中学的礼堂里坐满了人。 大约九点半，礼堂门口忽然有些小小的
骚动。 有人从一群刚进门的人中认出了他们要等的人，忘形地喊了一嗓子：“俞敏洪老师！ ”

黑色短袖 T 恤，深蓝色牛仔裤，藏青色运动鞋，平头加圆框眼镜———俞敏洪周身散发着浓浓的校园
特质和书卷气息。

一站到台上，俞敏洪就表达了自己参与公益不喜张扬的原则。 “其实之前说主题活动要带上我的个
人符号，叫‘俞爱同行’，我坚决不同意。 后来标题倒是去掉了我的名字，可你们看下面一行字‘俞敏洪助
力一校一梦想什邡公益行’又把我的名字加上去了。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台下观众哈哈笑，台上俞敏
洪嘿嘿笑。

俞敏洪表示，此次什邡公益行，他将近期出版的新书《行走的人生》所得版税 55.9 万元人民币及后
续所有版税捐赠给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用于支持中国乡村教育。

此前俞敏洪旗下的新东方公益基金会曾两次向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捐赠合计 120 万元人民币，投
入“一校一梦想”公益项目。 更早些时候，俞敏洪以个人名义捐出 3700 元，帮助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完
成为某校捐资修建操场的项目———俞敏洪看到了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健在微信群中发出的
信息,他的这笔个人捐款填补了完成该项目所缺的最后一笔善款。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我深知农村孩子成长的不易。 ”不过他对成功却有自
己的定义，他希望孩子们懂得，“那种浅薄的、庸俗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俞敏洪相
信，只有企业家才能真正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并且把中国社会带向繁荣。 新东方无疑是这种
力量在教育领域生长的典型写照，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公益。 他说，中国公益更多的应该由民间力量来
做，“你放手了，民间力量自然也就体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