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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飞龙

（上接 14 版）
问：接下来的区域化和全球

化步骤是什么？
答：公益创投的模型起初是

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推出的，在执
行的过程中发展区域会员组织，
因为这样做更贴近市场，并能够
由区域的董事会成员来控制和
管理。 在人们没有成为积极的风
险慈善家时，接受公益创投是一
个更大的目标。 EVPA 已实现这
一转变， 成立了全欧洲理事会。
AVPN 有 10 个董事会成员。长远
来说，我们计划设立国际慈善创
投事业中心（IVPC），这是一个
联盟组织，将推进新的协会在非
洲、 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成

长。 每个部署的任务都相当艰
巨， 需要对每个市场进行学习，
机遇与困难并存。我们需要增长
价值， 明确本地化的合作伙伴，
组织财力以及明确潜在的早期
使用者。 我们从 EVPA 和 AVPN
获得了有丰富的经验和信誉。
IVPC 也将执行更广泛的目标，
围绕知识共享、培训和建立全球
关系。

AVPN 在亚洲地区有一些成
功案例。 我们有一个 BIMA 的项
目，这是一个为低收入家庭提供
小额保险和健康服务全球保险
服务项目。 我们已经在世界各地
发展了 16 个国家的超过 2300 万
客户，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 通过手机向我们的客户发送
信息。 BIMA 项目由 LEAPFROG
投资公司资助，这是一个欧洲的

金融公司。
我们还有

一个缅甸医疗
援 助 基 金 会
（MAM），为偏
远的地区的居
民和城市贫民
窟提供卫生保
健服务， 在那
里大多数人付
不起足够的医
疗费用。 这个
项目由荷兰商
会和税收办公

室监督。投入资金达 55000 美元，
受益人群达到 8000 人。

香格里拉农场是我们资助

的一个中国云南的社会企业，
它通过公平贸易销售自己生产
的咖啡和蜂蜜产品。 这是一个
农民的合作社， 推广有利于环
境保护的农业措施。 香格里拉
农场由来自欧洲的 LGT 慈善
创投组织资助。

（据英国慈善媒体 《联盟杂
志》，原作者：卡洛琳·哈特内尔）

注： 道格·米勒在金融和私
募股权领域有 43 年的 职 业 经
历， 在 40 多个国家开展广泛的
国际工作。 他目前在英国居住 ，
是 EVPA 和 AVPN 的创始人和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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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建国初的社会救济
由于连年战争，国家工农业

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
端困苦， 加之 1949 年严重的自
然灾害， 全国受灾面积达 12787
万亩，受灾人口约 4555 万人，粮
食减产 114 亿斤，灾情分布在全
国 16 个省区、498 个县市的部分
地区。 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之时，
如何解决社会救济问题，成为刚
刚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及人
民政府所必须面临的问题。 毛泽
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曾指出，

“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
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
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 必须继
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
工作”。 为了更好地团结并领导
全国从事救济福利事业的团体
和个人，协助政府组织群众进行
生产节约、劳动互助，推进人民
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并担负相
应的国际工作，中国人民救济总
会孕育而生。 建国初期，“救总”
以当时最紧急的灾荒救济和失
业救济为重点开展工作，在社会
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救总”的成立

1950 年 4 月 24 日至 29 日，
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社会救济代
表会议。 经过中国救济代表的协
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救济总
会会章，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救
济总会，并选出了宋庆龄、董必
武、吴耀宗、沈体兰、陈维博、伍
云甫、谢觉哉、李德全等 49 人为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
委员，陈其瑗、熊瑾酊、司徒美堂
等 9 人为中国人民救助监察委
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
章规定：“救总”是中央人民政府
领导下的群众性的救济组织，其

宗旨是团结并领导全国从事救
济福利事业之团体及个人，协助
政府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节约、劳
动互助，以推进人民大众的救济
福利事业。“救总”的社会救济工
作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实行
自救助人为方针，其救济福利款
物由政府补助和在群众中募集
共同组成，同时接受国际友人的
援助。 国内救济福利团体接受国
外救济福利款物， 事先须取得

“救总”批准，在“救总”的通盘计
划下分配使用。 中国人民救济代
表会议为最高机关。 设执行委员
会，在救济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为
最高领导机关。 宋庆龄为“救总”
主席，董必武、谢觉哉、李德全、
吴耀宗为副主席，伍云甫任秘书
长。 这样“救总”就形成了一整套
规章制度和体制，为指导以后全
国救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救总”社会救济的实践

1.救助灾区群众。 帮助灾民
募捐衣物和钱款是“救总”的重
要职能。 1950 年，皖北、苏北、河
北、河南等地发生水灾，受灾农
田达 12795 万亩，灾民约 4000 万
人， 其中大块重灾区共有 2800
余万亩，急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
700 万人。 为了协助政府解决灾
区人民的寒衣问题，中国人民救
济总会与有关人民团体成立了

“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灾民寒
衣劝募总会”， 发动了全国性的
劝募寒衣运动，向全国发出了募
集 600 万套寒衣的号召。 在全国
人民和各级人民政府、各地救济
机关、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及各
界热心救济人士的热烈支持下，
在极短的时间内，“救总”共募得
寒衣 6887561 套， 折合人民币

3400 多亿元（币制改革前的人民
币， 新币 1 元等于旧币 10000
元）， 超过原订计划 600 万套的
13%以上。 募捐上来的寒衣用途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分配给上
述地区灾民，共计分配给灾民寒
衣 5210750 套； 二是各地区利用
救济当地贫民及外地迁入的灾
民，共计寒衣 1177895 套；三是救
济朝鲜难民，共计寒衣 1000 套，
同时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又救济
朝鲜难民 200 亿元的现金。 这不
仅解决了皖北等地重灾区灾民
及部分城市贫民缺乏寒衣的困
难，还援助了朝鲜的难民，增强
了中国国际上的交往能力。

2.收容社会弱势群体。 新中
国成立初期，由于历史上的诸多
因素，导致城市里产生了大量的
游民、乞丐、小偷、妓女、残老和
孤儿，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民生
问题。 经过“救总”多方面努力，
从 1949 年到 1952 年， 全国各主
要城市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了
收容，建立起无数个不同性质的
生产教养院，上述群体大量地被
收容进去，并施以适当的思想和
文化教育，使他们学会了各种生
产技能，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
者。 据统计，中国人民救济总会
各地分会办理的收容教养机构
有 98 个， 其中收容儿童的有 55
个。 同时，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
地分会协助政府办理灾难民的
临时收容、紧急救济和遣送回乡
生产的工作，减少了自然灾害所
带来的消极影响，两年半就收容
遣送灾难民达 13 万余人。 此外，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结
合当地具体情况做了大量城市
贫民救济和临时救济工作，如贫
病补助、贫婴补助、产妇补助、贫
民生活补助和城市火灾、风灾救

济等，据初步统计，救济分会所
办理的贫民救济和临时救济受
益人数有七万余人。 在工作中，

“救总”依照“社会互助”的方针
发动群众，杭州市分会救济江干
区火灾灾民时， 群众自动捐款 8
亿余元；武汉市分会救济重划区
火灾灾民，群众自动捐款达 12 亿
余元，并捐助了大批衣服粮食。

3.整顿历史遗留的社会救济
组织。 全国政权建立以后，如何
解决民国时期遗留的数千个救
济福利社团是整合已有社会救
济力量的重要方面。 为此，从
1950 年开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
对国际与国内规模较大的团体
进行了调查研究，用协商的方式
对国内规模最大的红十字会总
会进行了调整，经过思想、领导、
组织、制度、人员等多方面的调
整，新的中国红十字总会以崭新
的面貌得以出现，在治淮工程的
医疗工作、朝鲜前后方的救护工
作、老根据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
医疗防疫工作，以及国际反对侵
略保卫和平的斗争中，都起了积
极的作用。“救总”还对国际性救
济团体进行了改造，解放前国际
性救济团体有 40 多个， 解放后
大部分已撤退或解散， 剩余的 9
个接受美国津贴，从 1951 年 4 月
底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
济机关会议开始，“救总”对这些
团体已进行了处理与改造。 除了
对部分反动的、名存实亡的和假
冒为善的团体予以处理外，一般
的斟酌情况予以团结性改造，并
通过各种适当的组织形式，使它
们积极地参加当地的救济福利
事业，发挥其服务的自觉性与积
极性。 建国初期，在中国人民救
济总会领导下，各地分会总计已
对 800 多个遗留的救济福利团

体组织进行了整顿。
4.进行对外国际援助。 在国

内救济的同时，“救总” 广泛地开
展各种形式的国际援助。1951年，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将中国人民为
援助“松川事件”中被迫害的日本
人民的捐款寄到日本，援助了“松
川事件”的受难人士。次年日本北
海道地震， 日本人民遭受严重灾
害，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及时汇去
了救济地震灾民的款项。 这两次
援助增进了建国初期中日两国的
民间交往， 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
的友谊。“救总”还曾联合有关人
民团体对遭受严重旱灾的印度人
民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救济； 组织
了“中国人民救济马来亚难侨委
员会”，对受英帝国主义殖民当局
压迫的马来亚华侨作了正义声
援。 这些国际援助为新生的人民
政权赢得了国际民众的认同。

此外，“救总”地方分会还办
理了一些救济性质的福利事业，
如产院、诊所、托儿所、保育员训
练班、平民宿舍、劳动人民服务
站、义仓、夏令饮水等。 这些努
力，都是新中国社会保障事业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救总”在
中国社会救济体系中扮演着十
分重要的角色，是政府主导下社
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且代表人民政府积极参与到社
会保障事业建设的活动中，这与
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大多
停留在文件上面、广大民众很难
得到政府的救济形成明显的对
比。 在社会救济中，中国人民救
济总会注重社会救济的覆盖面
和公平性，使得社会弱势和困难
群体得到了应有的救助，从而在
根本上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的
合法地位。 （据《兰台世界》）

� � 今年是新中国建国 70 周年。 站在这个节点，回望这 70 年的历史，我们看到，慈善事业在很长时间内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直至上世纪 80年代后才慢慢向当代公益慈善事业转型。 我们希望，通过回顾建国后慈善事业的发展史，能有助于我们充分吸取历
史的经验教训，进而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进程。

公益创投的亚洲社会企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