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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Topic

（上接 09 版 ）
《公益时报 》：但有的企业

家是主动拥抱和索要这种 “公
益的光环 ”。

白岩松 ：这里的动机，坦白
说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有的是
发自内心，觉得有余力了，就要
去帮助更多的人； 有的是企业
广告费的一种转移， 希望吸引
社会公众的目光； 还有的是希
望以此作为“敲门砖”打开自己
某些政治资本的通途， 成为政
协委员、成为人大代表，其实过
去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不乏
其例。 很多人出了问题被处理
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
都是用公益对自己进行包装
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作为一
个媒体人，一定要谨慎地鼓掌，

冷静地去面对。
《公益时报 》：去年中国公

益圈 “最热闹 ”的事可能要算徐
永光和康晓光的 “两光之争 ”
了 。 关于公益与商业孰左孰右
的问题 ，你的态度和立场是 ？

白岩松 ： 这件事始末我都
很清楚， 而且他们两个人关系
也很好。 当时永光出版《商业向
左 公益向右》 那本书的时候，
他迅速给了我一本， 我们还就
此作了探讨，意见比较一致。 我
认为未来是“越利人，越利润”，
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说法。 其
实你回头看过去也是如此。 即
便不是处在互联网时代， 很多
企业也是“越利人，越利润”。与
此相反的是，“越利己”， 恐怕

“越利空”。 所以未来的时代具

有相当大的“善经济”的天然属
性。 其实所谓的“争论”在我看
来也是一个伪争论， 他们俩关
系也不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在本质上的看法并不相
悖，是一致的，方向也一致。

《公益时报 》：2016 年 《慈
善法 》 颁布至今已两年有余 ，
大框架有了 ，但不少公益组织
抱怨说 “有些政策内容不够接
地气 ”，实操还是难度大 、障碍
多 。 你是全国政协委员 ，应该
对 《慈 善 法 》出 台 的 背 景 有 所
了解吧 ？

白岩松：依法治国在中国从
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快 40 年了。
最开始首要的使命是先得有法
吧，然后再逐渐搭建起一个相对
完善的框架，而后在此基础上予
以修正和调整、填补空白，使其
从过去的粗线条变得更加完善
细致，让其“血肉更加丰满”。 在
慈善公益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先
有这个法，接下来如何将其变为
真正的“善法”，变成善法之后如
何善行。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也
参与到这部法律的制定当中，更
何况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我
们在开会讨论《慈善法》的时候，
就对其中一个条款的更改极其
敏感，但是很遗憾，我的建议未
得实施。

《公益时报 》：哪一条可以
透露下吗 ？

白岩松 ：当然。 就是关于公
益机构的管理费到底是 10%还

是 15%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
核心的条款。 我当然支持 15%。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慈善
事业的发展，仅是自以为是、一
腔热血地去关注和爱护， 最后
其实是阻止了公益慈善组织向
更高的水平去迈进。

10%的运营费用怎么去吸
引更优秀的人才？ 这是不可思
议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热血中
年”和“热血老年”以及很多的

“热血青年”， 下意识地就会简
单地去想：“花钱应该越来越
少，全捐出去！ ”但如果都是水
平不高的人来操持着我们的公
益机构和慈善组织， 如果我们
很多国字头的慈善机构都是退
休干部安排养老的位置， 我们
怎么可能有期待之中的发展蓬
勃的慈善机构呢？ 凭什么公益
组织和慈善机构就不能吸引一
流的人才？ 而在现实操作中，
10%和 15%的运营费用区别巨
大。 所以， 我当然知道我是对
的。 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又转
回到 10%，大家心里是舒服了，
但事情做起来就困难得多了。
中国很多事情都是如此。

《公益时报 》：所以 ，你的结
论是这件事只能一点一点地往
前推？

白岩松 ：早晚有一天，我觉
得越早越好， 必须要把管理费
10%的上限向上再移。如果不解
决根基的问题，“又要马儿跑，
还不给马儿吃草” 的时代早就

结束了， 而且那个时代从来没
好过。 要不就是把所有的马都
累死了，要不就没马了。

《公益 时 报 》： 你眼 中 的
2008-2018 这十年 ，中国公益慈
善的发展和格局如何 ？

白岩松 ： 我觉得在这十年
在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进步是
巨大的， 简直可以说是翻天覆
地的变化。 因为它可以说是从
比“零起点”好不了太多的阶段
开始起步的， 而且它掀起了全
民参与的热潮。 每个人都在谈
论公益，并且越来越细节化，不
像过去动辄就是捐钱捐物。 现
在不仅仅是捐钱捐物的问题，
而是要看你这个钱花得好不
好，更多地开始以需求为本。

虽说我们的公益慈善在发
展中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但这
些问题不足以抹杀中国公益慈
善这十年巨大的发展———我们
起码努力地迈出了第一步：有
了《慈善法》，而且在很多方面
已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
些年我们也经历过很多信任危
机， 但由此也推动了每一次全
新的出发。 另外，社会监督的力
量越来越大，也让人们意识到，
不是你做好事就一切都好，在
打着做好事的旗号作恶的也大
有人在。 总而言之，中国公益这
十年，收获大、发展快、进步多，
但请不要急于为中国公益鼓
掌， 因为我们还依然走在建章
立制的坎途中。

“益想天开”脱口秀上演
用轻松的方式宣传“科学公益”

近日，“益想天开”脱口秀在
东方梅地亚中心 M 剧场举行。
“益想天开” 公益脱口秀节目由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三一基金会”）与北京脱口秀俱
乐部联合推出，旨在打造一个进
行公众倡导的社会热点议题发
声平台，以“轻松不烧脑”的方式
探讨公益话题，进一步向公众科
普和宣传“科学公益”的理念。

公益与脱口秀首度联手

公益既是它自己，也有它背
后的一群人。“益想天开”脱口秀
以“公益人也接地气儿”为主题，
邀请 6 位来自公益行业的资深
嘉宾、幽默“自 high”的单口喜剧
人以及更多关注公益的人一起
加入。

这是公益慈善行业与脱口
秀界的首次联手。 公益行业在努
力集合社会资源，削有余而补不
足， 而脱口秀演员则是想方设
法，竭尽所能地逗人发笑。 两者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都希
望为大家带来幸福与快乐。

本次脱口秀活动分为上下
两场，每一场分别由三位公益圈
的资深公益人和三位脱口秀演
员先后登台。 公益人为广大观众
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科普，比如

说公益行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的公益事业取得了什么样
的进步，又有哪些不足？ 脱口秀
则是集合那些脑洞大开、充满幽
默感的“戏精”们，通过捕捉生活
中的点滴细节来制造幽默搞笑
的场景，在说说笑笑之间，让大
众了解公益，读懂公益。

“大家应该知道联合国秘书
长吧。我跟他是一个级别的。其实
秘书长就相当于公司的 CEO，可
大可小。就工作性质来说，我总感
觉还是叫旧社会的掌柜的合适，
都是操心的命。 ”三一基金会常务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劲幽默的开
场，让现场观众哈哈大笑的同时，
又认真聆听要讲的内容。

李劲讲述了十年前和十年
后公益界公益理念的变化：十年
前，很多人认为做公益就是建希
望小学， 建希望小学就是做公
益。 比如在湖北长阳土家自治
县， 在上世纪 90 年代建起了 76
所希望小学， 现在只有 18 所在
运转。“剩下的 58 所是不是浪费
了呢？ 并没有， 卖给农民养猪
了。 ”他说。

十年后，三一基金会提出科
学公益理念。 什么是科学公益
呢？ 就是提升公益科学性、专业
性和有效性。 三一基金会了解到
一个项目， 有一个公益组织，支

持县里的老师通过上网、在线教
学去帮助村里的老师提升教学
方法。 但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是不是真的帮助村里的老师提
升教学水平，从而使农村的儿童
受益，需要科学的评估。 三一基
金会花 120 万元去做评估，而不
是花 120 万元买苹果电脑给 120
个孩子用。 因为做完评估如果真
的有效，这个方法可以在全国可
复制、可规模化、可持续。 那受益
的孩子就不只是 120 个， 而是
1200 万个，有可能解决中国教育
的一个大问题。

推广“科学公益”

李劲说，还有一个问题很重
要。“人人都说孩子不要输在起
跑线上，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
叫 3 岁看大，7 岁看老。 0~3 岁早
期认知能力发育迟缓，会影响他
将来上什么样的学、做什么样的
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是否能
成为一个实现了自我潜能而对
社会有用的人。 造成这个问题的
原因， 就是这些孩子的看护人，
多半是爷爷奶奶不了解这个问
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
性， 也不知道怎么改善这个问
题。 ”李劲表示，三一基金会和很
多公益组织做的项目，就是对这

些爷爷奶奶进行培训，让他们了
解这个问题， 提升他们的能力，
避免农村的孩子出现早期认知
能力发育迟缓的问题，他说：“如
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就忽略
了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造成
新的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所以
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就是
有价值的公益。 ”

另外，北京永真基金会秘书
长朱秋霞，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
秘书长助理吴尚，灵山基金会秘
书长王文，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
理事、残障项目总监蔡聪，壹基

金公众捐赠人发展总监罗海岳
也进行了生动的演讲。

三一基金会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
是一个致力于中国教育、创新与行
业发展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以
推动科学公益为使命， 在理论研
究、行动支持和公共倡导三个领域
开展项目，致力于建构和推广“科
学公益”理论体系、支持专业有效
的公益实践行动、培养和提升公众
意识，以期提升公益效能，推动中
国公益的科学发展， 共建充满活
力、善意和信任的社会。 （徐辉）

白岩松助力青少年心理辅导（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