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发， 说话的时候喜欢笑，
一笑还有两枚浅浅的酒窝。看似

温和柔弱， 做起事来却毫不含
糊。 她是史兆苓，美疆基金会秘

书长。 十多年
前刚 刚 开 始
做公益 的时
候，她还青涩
未脱，如今已
是老 练 成 熟
的基金 会负
责人了。

25 公 里
公益徒步 的
时候，史兆苓
脚下一绊，脸

朝地狠狠地摔了一跤。 当时同行
的《公益时报》记者和另一位同
伴赶紧将她搀扶起来，问她摔疼
了没有，她拍拍身上的土，笑呵
呵地回一句“没事”。

谁也没想到，几天后在活动
即将结束的总结大会上，史兆苓
说起第一次来新疆克州探访时
当地孩子们的种种不易，竟一度
哽咽。

美疆基金会的成立源于爱。
2004 年 8 月 ，刚退休的王

小 梅 女 士 初 次 来 到 新 疆 克 州
旅游 。 旅途中她看到很多少数

民族女孩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
并 当 即 与 同 行 的 友 人 一 起 资
助了 10 名维吾尔族女孩 。 2005
年 9 月 ，为了给这些女童提供
持续的资助 ，也为了帮助更多
的孩子 ，她创立了北京市美疆
助学基金会 。 14 年来 ，基金会
秉承 “传递善心 、播种希望 ”的
宗 旨 ， 累 计 资 助 贫 困 学 生
73289 人次 。

相比其他公益机构，我们的
关注点更加聚焦和集中。 我们根
据当地的实际需求不断优化调
整项目资助方向，从为孩子们提

供物质条件、推动国语教学的早
餐工程 、美疆班 ，到重视孩子们
素质教育的公益助学行，项目一
直在优化丰富。 同时我们也积极
和业界同仁学习交流，提升机构
的专业化管理水平。

纵观当下，公益行业机构之
间的项目携手和融合相对较少，
但我认为公益组织之间的合作
共赢必定是未来的一种发展趋
势和方向，我觉得公益组织之间
并非商业竞争的那种存在，是可
以优势互补 、合力推动 、共谋发
展的。

鲁慰芳是万向集团北京代
表处总经理，也是已故万向集团
原董事局主席鲁冠球之女。 作为
美疆基金会的捐赠企业对接人，
鲁慰芳这十多年来不仅是美疆
公益的观察者和见证者，也是万
向集团积极践行社会公益的助
力者和推动者。

作为著名财富家族的一员，
鲁慰芳十分低调平和。《公益时
报》记者采访她时，她有些不好
意思地笑着说：“其实没什么好
说的，就是做点应该做的事情。 ”

鲁慰芳与记者的话题核心
始终围绕着她的父亲鲁冠球。 虽
然父亲已经离世一年有余，但每
每说到动情处，鲁慰芳还是会情
不自禁地红了眼圈。 鲁冠球给予

女儿鲁慰芳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生前他留下了什么样的嘱托，让
鲁慰芳感念至今？

我能够走上公益之路就是
来自我父亲的影响和引领。 其实
在我的记忆里，我父亲开始创业
的时候， 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有
一大家子人要养活，生活负担并
不轻。 但我从小时候记事开始就
经常听父亲说 ：“要懂得体谅别
人的不易，有能力要多去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 ”（上世纪）80 年代
初他就捐资 10 万元建了一所小
学，直到现在这个小学还在。 他
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不管
我们的企业将来如何发展变化，
公益和慈善这件事未来要一代
一代传承下去。 ”我们一定会尊

重他生前的想法，多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好事。

我父亲生前做企业很投入 、
很拼命。 当我们劝他没有必要那
么累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企业
做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已经不单
纯是为了咱们这一个家庭，也不
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员工、为了
当地的老百姓，也为了一份社会
责任。 ”我觉得父亲的这种表达
当中其实就蕴含着对公益慈善
的认知和理解，虽然他从来不曾
将这些字眼挂在嘴上。

十多年的援疆助学之路 ，我
觉得一切都可以用 “感恩 ”来概
括。 当地孩子们每次见到我，都
会以各种形式表达感激之情，有
些孩子的家长精心挑拣了当地

的葡萄干 ，卷成一个小包 ，托孩
子带给我，一见面他们总是扑上
来紧紧地拥抱着我，每次我都感
动的要流泪。 我经常在想，我们
付出的无非是一些资金，但孩子
们以无比纯真的感恩给予我们
更深厚的情感回报，让我们觉得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因为这
种付出不仅会改变一个孩子的
一生， 也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
一个社会，甚至助力于国家和民
族的改变和进步。

2009 年万向集团推出了 “四
个一万工程”，即援助 1 万个残疾
学生、1 万个失学学生、1 万个孤
寡老人、1 万个孤儿， 至今已经持
续 10 年。 我们希望这个项目能最
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慈善资源，

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实现永续发
展。 万向未来还会发展更多精准
的公益项目，帮助更多人。

（下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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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梅

以爱之名，我们携手去新疆
———“情系美疆·送教助学”活动侧记

1 月 4 日至 7 日，由北京美疆助学基金会（以下简称“美疆基金会”）主办、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情系远山基金会”）协办的“情
系美疆·送教助学”活动在新疆克州地区举行。 万向集团北京代表处总经理鲁慰芳爱心加盟，奥运会竞走冠军王丽萍倾情助阵，来自上海、北京、乌
鲁木齐等地的知名教育机构鼎力支持，近 40名热心公益的有爱之人集聚一堂，以公益徒步、送教助学、温暖家访等多种形式，赋予了此次寒冬时节
新疆克州公益之旅的别样风采和美好记忆。

《公益时报》记者受邀参与此次活动，真实记录参加此次爱心之旅的几位主人公的故事和感悟。 他们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成长经历也各有差
别，却同因“公益”而结缘，于 2019年新年之初在帕米尔高原携手同行，铭刻下平凡岁月中一段不凡的历程。

作为此次活动协办单位负
责人———情系远山基金会秘书
长时腾飞全程都忙得不亦乐乎。
克州地区的冬天干燥寒冷，不少
队友都生病不适。 时腾飞却始终
精力旺盛、“钢铁侠”似的充满活
力和斗志。 他永远是那一身行
头：深色皮夹克、同色的运动裤，
头上总戴着一顶年代印记颇为
强烈的“雷锋帽”。

32 岁的时腾飞聊起公益项
目思维超前，视角独到。 他是学
化学出身的理科生，却很有经济
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禀赋和认识。
这让他在带团队做执行的过程
中，既能保持理性思考，也不乏
感性细腻。

这次能够达成新疆克州送
教助学公益之旅，首先要从我们
情系远山基金会的两位创始人
俞敏洪和张邦鑫说起。 他们两人

都是出生于苏北农村，经过坚持
学习奋斗，一步一步把事业做到
今天这么大。 他们内心始终有种
情怀和愿景，就是希望更多的乡
村孩子能够像他们一样接受到
好的教育，有机会走出来。 当初
我应聘情系远山基金会秘书长
的时候，俞敏洪和张邦鑫都问过
我同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来
应聘这个岗位？ ”我的答案说出
来你不要笑，我说我想应该能用
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让
它变得更好一点。 当然，我一个
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众人拾
柴火焰高，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
加入进来， 投入爱心和精力，找
到一种精确有效且成本低的道
路，可以让乡村的孩子们享受到
良品教育。

另一个缘由是，我和美疆基
金会秘书长史兆苓深入交流后，

发现他们对新疆当地的帮扶做
得非常扎实， 时间跨度也够长，
而且突破了很多实践中的难点。
不须多想，我觉得现在就是将互
联网教育资源引入到新疆地区
的最好时机。

至于将互联网教育资源引
入新疆的未来发展如何，我信奉
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
曲折的。 ”如果单纯地将互联网
课程视为 “一播 、一放 ”，那我们
认为基本上没什么太好的效果。
要想真正将这种课程的效果发
挥好，需要当地教师的重视和教
育部门的积极配合，将孩子们在
互联网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在课
下进行反复的操练，网课老师和
当地教师的良好配合才有预期
效果。 要将其完全落地，且对当
地整个教育体系产生积极正向
的推动和影响， 乐观的估计，最

少也要三到五年。
在这期间，我们要面对的挑

战、克服的坎也不少。 首先，我们
会成立一个“混编团队”，成员既
包括我们基金会的人员，也包括
美疆团队成员，以及当地教育局
长、学校校长和相关老师。 这期
间要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如
何让这个混编团队具有共同的
认知、工作目标和工作范式。 解
决这个问题因地而异，时间长度
也有所不同。 第二个困难就是达
成既定工作范式之后的运营。 展
开运营之后大家会发现，工作初
期学生的成绩会有表象上的上
升，但实际上深层的问题还会在
一段时间以后凸显 。 问题凸显
后 ，如何稳定团队信心 ，保持目
标不动摇也是挑战。 第三个困难
就是前两个工作步骤完成之后，
如何让不同的对接群体提升和

受益。 让孩子的学习质量提高，
可以张嘴说英语，可以做对数学
题 ，可以说好普通话 ；让老师找
回专业价值和职业尊严；成就校
长的梦想，让学校发展得更好。

史兆苓：优化公益项目，向业界同仁学习

时腾飞：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鲁慰芳：父亲说，公益慈善要代代传承下去

鲁慰芳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时腾飞

� � 史兆苓（左一）偕送教老师家访（本版图片由活
动主办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