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艺术作为实现公益传承的创新推动力
■ 本报记者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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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结缘

说起与艺术的结缘，童年时
代是刘亭最初的艺术启蒙，那时
还不识字的她时常被警卫员叔
叔抱去父亲的办公室，好让工作
繁忙的父亲能够获得短暂的休
息。 这期间，父亲会教她画各种
简易的画，比如：树、小鸟、月亮、
房子等。 母亲的工作也很忙碌，
所以童年时的刘亭时常是一个
人在办公室里翻看画册。 然而，
到了识字以后，便不能再进父母
的办公室了。

“文革”之后，刘亭远赴美国留
学。最初在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专
业学外交，后考入了哈佛大学商学
院学习工商管理，成为了第二位哈
佛商学院MBA毕业的大陆人。

硕士毕业后， 刘亭进入了美
国洛克菲勒公司从事基金投资并
参与亚洲文化协会义务资助文化
艺术交流工作。 亚洲文化协会是
约翰·洛克菲勒三世 1963 年成立
的一个公益基金。 洛克菲勒相信
艺术的力量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的
相互理解。 过去 50 多年中，亚洲
文化协会已经资助了近 6000 名
参与美国和亚洲之间的文化交流
活动的艺术家，其中，来自中国的
青年艺术家有 350余位。

刘亭由此与当代艺术结缘。
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
作及发展问题。 如今中国当代艺
术界的一些领军人物，都是她在
美国工作期间结下的挚友。

这样的经历，使得刘亭 1990
年代初就义务参与了纽约当代艺
术博物馆教育委员会开展的美术

交流工作，至今她从事文化事业、
艺术推广交流已超过 30年。

因母亲而涉足公益

“在说幸福工程之前，还是
想说说我的母亲。 ”

“母亲是给了您什么启发吗？ ”
“她的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
母亲王光美是在 73 岁高龄

身患重病的恢复期接受了“幸福
工程全国组委会主任”作为她唯
一的社会职位。 本是个国家项
目，但当时幸福工程并没有资金
来源，于是母亲捐赠了外婆留下
来的六件瓷器并进行拍卖，拍得
的 56 万余元悉数捐给了幸福工
程项目作为启动资金。

刘亭有一次在家里打国际长
途，母亲说电话是国家给配的，要
让她交电话费。 于是刘亭给了母
亲 300美金。 让刘亭不曾想到的
是， 母亲居然把这 300 美金如数
给了幸福工程办公室， 除了为办
公室购买了一台冰箱外， 剩余的
钱用于工作人员的午餐经费。

还有一次，刘亭出差了两个
月后回家发现冬天的被子少了
几床， 家里的保姆阿姨告诉刘
亭，都已被母亲捐了。“母亲考虑
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如何脱贫，
从来不考虑自己。 ”

在给幸福工程筹款的十年
中， 晚年的王光美还在四处奔
波，到处化缘。 当时的她已先后
罹患乳腺癌和淋巴癌，动过大手
术，右臂 26 个淋巴被全部取出。

刘亭告诉记者，她曾看过一
个“幸福工程”的捐款活动录像，
母亲坐在长安街的“长安商场”
前给群众签首日封，每签完一个
捐款箱里收获一元钱。 一元一元
的就那样坐在大街上坚持。“从
母亲的身上让我学到，不在于所
做事情的大小，而在于所做事情
的执着，而且真正有效。 ”

刘亭参与幸福工程， 始于
2006年。

那一年， 母亲王光美病危，
在病榻前，母亲依然放心不下幸
福工程的事，“甘肃那位大娘家
房顶还漏雨。 ”

“妈妈放心，‘幸福工程’的
事我帮你做下去。 ”

当自己答应将“幸福工程”
继续做下去时，已经不能说话的
王光美，用充满希冀的眼神望着
女儿， 吃力地抱起瘦弱的双拳，
做起揖来。 拥抱骨瘦如柴的母
亲，刘亭泪水夺眶而出，连忙说

“您别作揖，我承受不起！ ”

艺术与公益的结合

幸福工程， 全称“幸福工
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是
一项旨在帮助贫苦母亲的慈善
事业，以小额贷款的方式，最初
将 1000 元至 3000 元无息贷款，
发放给贫困母亲本人，作为脱贫
项目的启动资金， 在挣得利润
后，再将本金归还“幸福工程”，
如此滚动运作，使越来越多的贫
困母亲脱贫致富。

在 30 多年前中国所有贫困
人口中，贫困母亲的生活境遇最
为艰辛。 她们中有不少还生活在
极度贫困状态，口粮不足、缺乏
收入来源， 更享受不到文化教
育、卫生保健等社会福利。 她们
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很差，80%
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
妇科病。 但为了孩子和家庭，她
们默默承受着一切困苦和劳累。

谈及幸福工程的善款来源，
刘亭特别提了一支主力军，这是
在其母亲负责幸福工程时就开
始的。 他们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和
中办机关的工作人员，包括中央
首长、800 位退休和在职的部级
干部、临时工和勤杂人员，多年
为幸福工程捐款，截至目前共向

“幸福工程”捐赠善款超 1.6亿元。
此外，“幸福工程慈善晚宴”

也是募集善款的渠道之一。 刘亭
的公司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
公司 2015 年组织了“幸福工程
慈善晚宴” 上， 共计募集善款
1630 万余元，物资 500 万元。

今年， 是幸福工程的第 23
个年头，多年投身当代艺术的刘
亭，想要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对贫
困母亲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汇
聚全社会的力量来助推精准扶
贫，于是刘亭决定：用公益和艺
术相结合的形式。

“为了母亲的微笑———幸福
工程精准扶贫健康扶贫 23 载跡
录展”，正是刘亭对这一决定的尝

试，以幸福工程走过的 23 年历程
为时间轴， 梳理记录当中具有历
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慈善事迹。
展览以录巴青才仁和顾彩莲两位
母亲的摄影作品为主， 回顾幸福
工程创立至今“精准扶贫健康扶
贫”的历程、成就和贡献。展期从 5
月 18日持续至 6月底。

“此次在大千当代艺术中
心举办的母亲的微笑主题摄影
展览中，我们将捐助形式设置为
线上捐款，为的是保持捐款过程
的正规和透明。 几乎所有到场参
观的人都进行了线上捐款。 并
且，还有外国友人想要以现金形
式捐款，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帮助
之下，也实现了线上捐款。 ”

刘亭透露，展览主要从纪实
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图像、影像、
数字、文字、物件和现代多媒体
等形式。 精选了幸福工程志愿
者、著名社会纪实摄影师于全兴
十五年间走访、拍摄中国西部地
区贫困母亲巴青才仁和顾彩莲
的人物故事。 从黑白到彩色的影
像过渡，体现了两位贫困母亲从
求助前到被捐助后生活的变化。

此次展览是大千当代艺术
中心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幸
福工程项目达成战略合作后的
首次创新公益的实践，将艺术作
为实现公益传承的创新推动力。

“我们提倡创新， 以当代的形式
去策展，比如按创作主题、用当
代优秀中青年艺术家作品与历
史文本对话的形式去策展等。 我
的团队很年轻也很有创造力，他
们会有更多更好的策展和推动
传播交流的方式”。

“此次展览将是一个新的开
始，融合发展是幸福工程未来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将通
过不断创新公益理念，在正确的价
值观下传播公益理念，汇聚全社会
力量，助推精准扶贫。 ”她说。

截至 2017 年底，幸福工程已
在全国 29 个省（区、市）的 825 个
县落地开花，累计投入资金 16.6
亿元， 救助贫困母亲 33.2 万人，
惠及人口 142.7 万人， 脱贫率
85%以上，还款率 90%以上。 2008
年，幸福工程荣获民政部“最具
影响力慈善项目”；2012 年被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推举为

“扶贫创新项目”。

五月底，北京 798 艺术区大千当代艺术中心，一场名为“为了母亲的微笑———幸
福工程精准扶贫健康扶贫 23 载跡录展”的展览正向公众开放。

在等待采访对象的闲暇，记者驻足在其中一幅作品前细细观赏，正在此时，展厅
内突然人流聚集，只听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不断。

回头望去只见一位女士正引导前来的领导和来宾观展。简单、干练的齐耳短发，鼻
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袭孔雀绿印花连衣裙外搭一件蓝色翻领小西服，加之一双孔雀
绿高跟鞋相衬，颇显温婉和知性，她就是刘亭。 让人很难想象，眼前的她已年过花甲。

“她们的故事是 33 万受助贫困母亲和 80%已脱贫母亲的缩影，我们希望通过这
种公益与艺术相结合的方式，聚焦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全面提升幸福工程的品牌
影响力和凝聚力。 ”刘亭向随行的领导和来宾介绍着。

对仍异常忙碌的刘亭来说，当代艺术和公益慈善是她目前工作的两个重点。 她既是
大千当代艺术中心理事长，北京圣佳曦和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
会会长，也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幸福工程全国组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此外，她的另一身份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女儿。
赴美求学和工作的经历，让她投身当代艺术；母亲临终前的作揖嘱托，让她涉身

公益慈善。
刘亭在幸福工程 23 年展开幕仪式座谈会期间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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