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庆

People人物
２０19．3.5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段理

07

刘英子：前半生发现问题，后半生解决问题
� � 她出生于新疆，自小虽身体
娇弱却个性好强； 她 18 岁就当
上了新闻主播，曾经冒着枪林弹
雨出现在报道现场， 在新疆喀
什小有名气； 她为了追随心中
的梦想，于上世纪 90 年代来到
椰风海韵的椰城， 后成为海口
电视台的首席主播； 她是海口
的一张“脸”，获奖无数，粉丝众
多。 因姐姐罹患乳腺癌结识李
嘉诚基金会临终关怀项目而涉
足公益， 后被第一投资控股集
团董事长“三顾茅庐”挖走，负
责组建成美慈善基金会， 筹建
团队，创造、培育成美，成为了
一名专职公益人。

她就是刘英子，成美慈善基
金会秘书长。

刘英子平日里打的一手好
网球，曾在全国新闻界举行的网
球赛中获得女双第四名，她说网
球令她坚韧，让她快乐。 也是因
为网球，让她和第一投资控股集
团董事长蒋会成成为好友。

从事新闻主播多年的刘英
子，人生之路可谓顺风顺水，却
因姐姐罹患乳腺癌打破了她多
年的定式。 在与病魔斗争的过
程中， 姐姐遭受了痛彻骨髓的
折磨和绝望。 一直陪伴在姐姐
身边的她， 也经历了一份求生
无助的煎熬。

先后动了三次手术后，姐姐
永远地离开了，姐姐是她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之一，她的离开让刘
英子备受打击。 在姐姐弥留之
际，李嘉诚基金会临终关怀项目
设在海南的宁养院将她姐姐纳
入了资助范围，让她可以有尊严
地离开。 宁养院的义工为了缓解
她们姐妹对于死亡和病痛沉重
的心理负荷，定期给她们做心理
疏导。

姐姐走后，刘英子去宁养院
做了义工。 她说：“临终的病人，
身上因为化疗和用药有种特殊
的气味， 跟姐姐的味道是一样
的，照顾他们像是照顾姐姐的延
续。 ”

这是刘英子第一次真正接
触到公益组织。 然而，当蒋会成
提出请她担任基金会秘书长时，
刘英子有些犹豫。 她一直认为自
己的未来在媒体，从没想过专业
做公益，另外没有从事过管理工
作，她觉得自己不一定能胜任秘
书长职位。

最终蒋会成的一席话触动
了刘英子，他说：“一直做义工，
帮助的只是少数的人， 如果全
职管理一家专业的慈善基金
会，动员更多的人参与慈善，募
集更多的善款， 将能帮助更多
人摆脱困境。 ”

于是，2010 年这一年， 刘英
子放弃了电视台首席主播的工
作， 全职投身到公益慈善行业
中。 从资深主播转身为公益新
人，刘英子的人生事业，自此一
切从零开始。

她笑称：“一切都是最好的
安排，前半生从事媒体工作时用
来发现问题，后半生做公益人时

用来解决问题。 ”这句话后来成
为了她的人生格言。

八年前，刘英子进入公益行
业时，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处于低
谷时期，在注册成美基金会时正
是郭美美事件的第二年，在这样
的冰河时期，刘英子的选择更加
遭到了大众的质疑，其心酸自不
言而喻。

筹备成美基金会时，只有她
和一个助理，两人需要完成跑注
册、准备资料和租办公场地等前
期工作。

基金会注册成功后，取名为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寓意“成
人之美，大爱无疆”，并将人作为
基金会的第一慈善投资对象，选
择关注教育、医疗、文化、环保等
四大领域的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致力于发展成为一个富有社会
影响力的慈善基金会。

从女孩到妇女，从儿童到青
年，从灾害到环保，她都助人脱
难，她都成人之美。 刘英子说，从
成美的第一个公益项目，到情暖
少数民族女孩项目，再到最新的
公益项目“有爱无疾”，每个项目
都凝聚了每位成美人的心血、期
待、努力付出和辛勤的工作。 刘
英子用“呕心沥血”来形容成美
为慈善事业的付出。

做慈善是上瘾的

《公益时报 》：从媒体人转
换成公益人 ， 特别是恰逢公益
行业的 “冰河时期 ”，是如何坚
持下来的 ？

刘英子： 做慈善是上瘾的！
比如在设置一个新项目时，从项
目的发起到调研到摸底，整个过
程中直接面对的都是受助人和
受助群体，在了解了受助群体遇
到的问题和困境后就会特别想
解决，当特别想解决时就会想方
设法在项目的设置上更加完善，
去募款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努力，
并且会不遗余力的为这个群体
呼吁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循环往
复后，便会上瘾。

《公益时报》：8 年来，慈善带
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英子：比如情暖少数民族
女孩的项目，当看到女孩们在短
短一年的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时，
我突然有种自己的女儿成花的
感觉。 第一年招她们来时的样子
历历在目，面黄肌瘦，个子矮小，
仅仅一年的时间， 变化惊人，因
为孩子都处在发育期，在最重要
的生长期，如果有足够的营养和
健康的饮食立马就会成长的很
好，回访时看到那些孩子我瞬间
泪流满面。

截至 2018 年 12 月， 情暖少
数民族女孩项目全国共资助
2964 名边疆地区贫困女孩上学，
已合计投入约 1664.7 万元。 成美
除了给每个女孩提供 6000 元助
学金外， 还特别设立靓志奖学
金，研发了靓志课程。

《公益时报》：成美作为一家
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如今做到了

全国的知名度，是怎么做到的？
刘英子 ：首先，我们获得了

海南民政部门的大力支持。 在
我们注册成美之初， 海南还是
个公益人才洼地， 也尚未形成
一定的行业气候， 好在我们获
得了民政部门的政策支持和各
方面鼓励， 他们也希望成美在
海南能成为公益行业的领头
羊，以期望带动行业发展，这也
正是成美的心愿。

其次，成美理事长蒋会成的
慈善和公益理念本身就是不拘
于地域性、 种族性和国际性的。
他认为慈善没有国界， 没有种
族，没有地域的区分，没有人与
人之间的差别。 因此，我们在成
立基金会之初，目标就是做全国
性的基金会。 在所有领域，只有
做到互通、跨界和联合才能使其
有生命力、具备可持续性。

最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
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和南都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两位老
师对成美的成长起到过关键作
用。 在成美成立之初，经蒋会成
的引荐，我跟随王振耀老师到新
加坡游学。 在那里，我不但学到
了先进的公益理念，走访了当地
最好的公益机构，并结识了公益
路上对成美产生重大影响的另
一位导师徐永光。

走出去的那两年时间， 让我
从一个公益新兵蜕变为业内人
士。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按照专
业化理念组建团队，培训员工，在
项目上也开始了专业化探索，并
确立了成美基金会的四个发展领
域：教育、医疗、文化和环保。

八年间， 成美慈善基金会的
慈善公益项目从海南拓展到了全
国，走向了国际。慈善公益活动覆
盖中国 27个省份，捐赠总收入达
1.3亿元， 总支出达 1.13亿元，受
益人数达 16.8万余人， 间接受益
人数 133.8 万，2661 万人次参与
捐赠。 在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
FTI 连续 5 年排行第一、2018 年
中国慈善信用排行榜 30 强、海南
地区首家且是唯一一家荣获中华
慈善奖的慈善组织、 全国先进社
会组织、“透明口袋”……

希望在有生之年，让成美走
的更高更远。

绝对不做泡沫的慈善

《公益时报》：成美作为全国
第一家非公募转公募的基金会，
当年转了公募之后并没有把重
点放在筹款上，而是把透明度作
为重中之重，包括现在，为什么？

刘英子：成美是在 2012 年 5
月份由非公募转为公募基金会
的，也是全国第一家。 当我们真
正非转公之后才发现并不是所
有的事情都按照你预想的那样，
并不是大众就认可你了，就给你
捐钱了。

首先公众并没有看见你，其
次公众为什么要看见你？ 是什么
原因看到你？ 即便看到你之后因
为什么信赖你？ 如何做才能收获

相应的认可和支持，打铁还需自
身硬。

2012、2013 年两年我们把筹
款放下了，用尽全部力气来规范
项目操作、项目执行，做过硬的
慈善产品，申报 5A 级基金会。 只
有把项目做到最扎实才可以证
明你拿出来的是最合格的慈善
产品，再通过传播让大众看到项
目的规范。

成美真正的公众筹款是从
2014 年底开始的，2014 年上线筹
款项目之后 2015 年就有了一个
大的突破，当年的年筹款增长率
是 200%。 2015 年 8 月被海南省
民政厅评为 5A 级基金会。

此外，募集的善款额度只有
缓步提升才能跟得上执行，跟得
上传播， 跟得上所有的后续，绝
对不做泡沫的慈善。 团队建设也
需要跟着募款额去发展，做相应
的配套，当执行能力跟不上募款
量时，适当的调节脚步就显得尤
为重要。

做公益需要理解生活

《公益时报》：成美基金会设
置公益项目的标准是什么？

刘英子：概括下来就是深入
生活、了解生活、升华生活。

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就
是源于生活。 当初我家里在招保
姆， 一位自称年满 18 周岁的女
孩来我家里应聘，然而看着只有
10 来岁那么大，她给的解释是海
南女孩都长得小，可最终了解到
的她的真实年龄只有 14 岁，所
以就无法聘用。 于是劝说小小的
她回去念书， 她却哭着和我说，
她和另外两个姐姐出来当保姆
都是为了供哥哥上学，如果我不
聘用她， 她回去后没有书读，也
没有饭吃。

看孩子可怜，我就决定给她
学费让她回去读书，她的回答是
不行，因为有钱读书家里也供不
起吃饭；于是决定供她读书并给
她生活费，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
是，她依然不同意，给的回复是

“不挣工资就没法供哥哥读书
了， 妈妈说了， 女孩子不用读
书”。 最终无论我怎么规劝，都没
能说服得了她。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在很多

贫苦地区，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
族地区，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思
想，通过项目调研，我们设立了
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 经过 7
年的打磨，项目于 2018 年 9 月荣
获了“中华慈善奖”。

成美迈出的每一步，都在奉
行“人是我们的第一投资”的核
心理念。 说到标准，这个世界再
有规则和法度，任何事情都是人
在做的事情，公益慈善也是。 既
然是人在做不免就会有人的情
感在里面，每一个机构、每一个
项目都会多少带有人的感情意
识和色彩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设
置慈善项目时，除了既定的标准
外我们更倾向深入生活、了解生
活、升华生活。

《公益时报》： 成美成立八
年，在管理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
分享？

刘英子：总结起来就是以下
三点：

首先，信任，放权；
其次，给足够的发挥空间和

容错率；
最后，一定要坚持做非牺牲

性的慈善而不是牺牲性的慈善。
不能只有一个馒头却全都给别
人把自己饿死；也不能只有一个
馒头，只够自己吃饱，还掰半个
给别人也不切合实际。 我们做任
何事情都要符合人性，这就是我
说的做非牺牲性的慈善。

此外，成美的全部人员均来
自公开招聘，杜绝关系户，从而
保证员工的公平性。

《公益时报》：成美对未来有
怎样的规划？

刘英子：无论公募基金会还
是非公募基金会必须拥有自己
的造血功能，首先要自己养活自
己，才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将基金
会发展壮大，不断积累、成长，之
后才能去做想做的事情，解决社
会问题。 未来除了做慈善和公益
项目的延续外， 会不断去创新、
提高、 升级现有的品牌项目，也
会继续发现更多需要解决的社
会问题，开创解决社会问题的新
思路，新方法。 另外一方面，希望
成美慈善基金会这两年能尽快
将体量做大，实现成美更大的公
益慈善目标，通过成美解决更多
的社会问题。

刘英子探访“有爱无疾”项目受助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