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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学院首批 2863名学生毕业
陈一丹寄语：人生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6 月 17 日， 武汉学院为
2019 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
这是武汉学院自 2015 年转设为
独立民办高校以来，培养的第一
批毕业生。

武汉学院创办人、 腾讯主
要创始人陈一丹在毕业典礼上
致辞：“不如多问自己能为这个
时代贡献什么。 把一滴水融入
大江大河，和时代一起成长。 人
生是漫长旅程， 方向比速度更
重要。 ”

当天，2863 名毕业生与陈
一丹、全体校董及教师、校艺术
团等 3000 余人合唱 《歌唱祖
国》，为共和国 70 年华诞献礼，
表达爱国热情。 此外，由腾讯公
司总裁刘炽平捐资建设的学术
报告厅冠名仪式及刘炽平获颁
宝蓝勋章仪式、 武汉学院与香
港外展训练学校战略合作签约
等一系列重要活动也在校园内
陆续举行。

“办学不取回报”
写入办学资质证书

作为创办人，陈一丹分两期
捐赠 20 亿元人民币举办武汉学
院，并坚持“办学不取回报”的原
则，开启了国内非营利性民办大
学的先河。 2015 年，经教育部、湖
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原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武汉学院转设为独立

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武汉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现任校长为李
忠云教授。

李忠云在接受《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2009 年， 陈一
丹注资学校以后，一是在办学章
程里提出实行民办公益办学不
求任何回报，将民办公益办学写
入批准办学证书，公开披露相关
信息，开启民办公益办学先河。

目前，国家对于民办大学没
有拨款， 政策制定也较为有限，
这与公办大学相比有着差别。 比
如，一些民办大学有些科研项目
还未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
不能申请，这些都是政策上的障
碍。 中国的民办教育起步较晚，
只有十多年历史，民办教育被看
作是公办教育的一个有益补充，
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有所改变。

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把
民办大学作为大学教育的组成
部分，在发展中进步，但这个进
步空间还很大，学校发展也需要
更多资金支持，对招生对象收取
学费也是支持学校发展的有益
途径，对于收费标准严格按照政
府和主管部门的批准进行。

“我们提倡国际化，学校出
资把优秀学生送出国进行访学、
游学或者培训不求回报，这些钱
将全部用于学校建设和教学培
养。 ”李忠云表示。

依靠社会力量发展
期待自我造血

自 2009 年起， 陈一丹先后
捐赠 20 亿元创办武汉学院，并
坚持“办学不取回报”的原则，开
启了国内非营利性民办大学的
先河。

2016 年 12 月，“湖北一丹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完成首轮共
建基金募集，该基金专项致力于
支持武汉学院的持续建设和发
展。 其中包括腾讯公司董事会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腾讯主
要创始人张志东、腾讯早期创始
团队成员吴宵光，以及其他热心
企业家和校董会成员的捐赠。 这
也是中国民办高校首次以共建
基金形式完成捐赠募集。

李忠云表示：“校园建成后
为支持学校发展，要进行配套设
施建设。 陈一丹先生首次在中国
民办大学创立基金会，就是要号
召更多的专家、企业家为基金捐
赠，学校将在教学楼、报告厅给
与冠名回馈。 通过良性循环是可
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但要从
高速发展向高水平发展就需要
有源源不断的办学经费支撑。 ”

“所谓良性循环是指收取学
费不求回报， 全部用于学校人才
培养和教学条件建设。目前，这部
分经费有保障。但要上层次、高水
平，办受人尊敬的民办大学，办一
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 为教育事
业做出更大贡献， 这就需要更多
的资金支持， 共建基金的成立也
是这个目的。 ”李忠云说。

据了解，该学院马化腾教学

楼就因马化腾捐资 1 亿元得名。

社会共建新力量
刘炽平报告厅揭牌

在此次武汉学院 2019 年毕
业典礼之际，腾讯公司总裁刘炽
平个人捐资建设学术报告厅，为
进一步改善学校公益办学条件、
促进人文知识传播提供良好的
环境保障。 17 日，武汉学院为刘
炽平报告厅举行了冠名仪式。

同时，为表彰刘炽平对武汉
学院和民办大学教育事业发展
作出的贡献，武汉学院校长李忠
云当天为刘炽平颁发宝蓝勋章，
表达武汉学院的嘉奖与感谢。

当天，武汉学院还为校内碧
波荡漾的明德湖举行了石刻揭
幕仪式。 石刻上“明德湖”三个苍
劲古朴的大字由去年业已仙逝
的国学宗师饶宗颐老先生亲笔
所书。 饶老生前非常关注武汉学
院的建设和发展，曾专门将个人
藏书赠予学校。 随着明德湖石刻
揭幕，武汉学院的土地上又增添
了一分文化古韵。

此外，在全新揭幕的刘炽平
报告厅内，武汉学院与香港外展
训练学校（OBHK）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 双方将在全人发展素质
教育方面开展深入交流，继续推
进 OB 训练营、 学生就业等方向
合作。

丰利公益基金会创始人毛凤丽：
服务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的人

2019 年 6 月 11 日， 由北京
丰利公益基金会与北京中国矿
业大学教育基金会共同发起的

“丰利励志奖学金” 公益项目捐
赠仪式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举行。

在捐赠仪式上，北京丰利公
益基金会宣布，从 2019 年 6 月到
2024 年 5 月。 将共向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教育基金会捐赠奖学
金 50 万元， 帮助品学兼优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激励他们勤奋学习、励志成才。

丰利励志奖学金
推动学校奖助体系建设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党委
书记徐孝民表示，丰利励志奖学
金的设立，将进一步推动学校奖
助体系建设，激励更多的同学奋
发努力、刻苦钻研，使更多学业
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培养他
们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这笔捐赠既是对学校人才
培养工作的支持和肯定，也将进
一步提升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徐孝民告诉
《公益时报》。

丰利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名
誉理事长毛凤丽现场表示，作为
慈善组织，应以善为本、以爱为
行，传递社会关爱，支持教育事
业发展，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
殊人群、聚焦群众关切。“希望矿
大学子走向社会， 敢于担当，创
新未来，服务社会。 ”

北京丰利公益基金会是由
丰利财富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原董事长毛凤丽捐赠 200 万
元， 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成立的
非公募基金会。 基金会致力于我
国的生态环保事业，发展方向主
要是资助区域协调发展、城镇乡
村文明传承、 贫困助学培训、脱
贫致富、宜居环境改善、国内外
慈善交流等。

出现在当天捐赠现场的毛
凤丽，感慨于中国矿业大学师生
的热情，连说“感恩”，感恩学校
给予的这个捐助机会，让自己有
机会为教育事业尽自己的绵薄
之力。

尽管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

游刃有余，但对于公益，毛凤丽
一直保持着谦卑的态度。 她对
《公益时报》表示，自己对公益一
直很“敬畏”，尽管从 2005 年创业
初期开始，自己就有成立基金会
做公益的想法，但是因为知道一
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所以直到
企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时，才开
始成立基金会。“首先企业要有
一套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才
能让公益可持续发展。 ”在成立
基金会之前，毛凤丽一直资助河
南当地的一些贫困学生。

聚焦教育和环保
关注人类健康和社会可持续

基金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
开展了诸多项目：对中小学的优
秀老师进行培训；对全国中小学
学生的音乐节进行支持；对巫山
的农民进行创业教育，教育农民
如何保护环境等。 毛凤丽说目前
基金会所开展的工作，主要聚焦
在教育和环保领域。

“环保和公益是自己一直在
做的事， 是对社会长久有益的
事，它关乎人类的健康生活以及
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毛凤
丽说。

毛凤丽坦承， 在丰利资产开
始做资产管理期间， 公司也遭遇
到了几次资本市场低迷的发展阶
段。她的应对措施是，在行情好的
时候，公司就大力发展业务、开拓
市场；在不好的时候就抓战略、抓
管理并做公益和学习。

毛凤丽个子娇小， 语气轻
柔，但正如在商业领域的气势磅
礴：管理着上百亿元的私募基金
和财富管理资产； 在公益领域，
她也有自己的宏大目标：丰利公
益基金会将从初始的个人出资
走向公众募捐，未来管理的资产
规模可望达到上万亿元。

“这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 ”
毛凤丽笑着说，她希望基金会能
有一个庞大的资金池，可以去服
务那些为人类的社会发展作出
巨大贡献的人。

目前，基金会在朝着这个伟
大的目标努力着。 为了实现基金
会专业化的发展，毛凤丽邀请了
其他各个领域的精英人才加入
基金会。“目前，公司已经上了一
个台阶，在健康地发展，所以我
个人的精力也会更多的投入到
基金会中，希望基金会发展得更
合规和健康。 ”毛凤丽说。

（徐辉）毛凤丽（左）在捐赠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