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6 日至 18 日，2019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在天津举行， 作为特邀公益媒体，《公益时
报》对本次论坛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

论坛期间，东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孔东梅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开
国领袖毛泽东的外孙女。

今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8 月 18 日上午 10 点，结束了公益论坛的演讲后，孔东梅在酒店的一间休息室里接受了《公益时报》

记者的独家专访。

孔东梅：
让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 本报记者 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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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东梅的讲述从基金会为什
么要建构科学公益项目开始。 她
觉得中国有一批特别有天赋、又
对科学充满好奇和热情的青少
年，但限于没有条件和平台，所以
无法将其禀赋予以挖掘、 潜力得
以释放。 孔东梅说自己的想法很
纯粹， 就是想给这些天赋异禀的
孩子搭建一条通往科学世界的天
梯，探索未来更多精彩的可能。

在孔东梅看来，边疆的孩子们
心智之聪慧灵动一点也不比城市
的孩子差，在音乐舞蹈等方面更是
凸显出不凡的艺术天赋。 正因如
此，孔东梅后来下决心将美育和艺
术培育纳入公益项目的整体设计。

孔东梅相信，当一个孩子从
小就能领悟和拥有“美和艺术”
这样内涵丰富且精神世界不可
或缺的内在元素时，无论遇到任
何困难和挫折，他们都能以豁达
包容的心胸去面对，在积极乐观
地想办法帮助自己走出困境的
同时，依然葆有爱他人、爱这个
世界的能力。

“你的外公毛泽东留给你的
印象和家风传承是怎样的？ ”采
访至尾声，记者问孔东梅。

“我们的家风就是‘认真做事，
低调做人’。 ”孔东梅说，“我希望和
所有的公益同道一起努力，让公益
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

教育与扶贫

《公益时报》：目前教育扶贫
已经成为不少公益组织力推的
项目。 东润基金会探索和推动的
“山村幼儿园 ”、“留守儿童夏令
营”等公益项目有何特色？

孔东梅：从项目创立伊始，我
们就希望可以打破一些疆界，希
望能对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贫困
生，城市打工子弟、乡村留守儿童
等领域的问题都有所助力和推
动，对困境儿童在音乐、艺术和美
育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也是我们探
索和努力的方向之一。

我们并不固守其中某一方
面，而是希望通过实践，加强这
些领域的横向交流和多维互动。
我们基金会发起开展的一些公
益项目，也是紧密结合当地特色
来策划设计。

比如新疆、云南这些地方的
孩子，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
保护和传承好本民族传统的艺
术文化，同时又将全新的教育理
念和创新思维，以及人文素质方
面的一些培养方式和方法逐渐
带到这些边远地区，让这些要素
成为他们学习成长中的一种有

力补充。 希望通过我们的尝试和
努力，能够帮助这些孩子快乐的
长大，将来可以顺利融入社会生
活，发展成为具有健康和完整人
格的全方位人才。

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但只
要用心去做，孩子们回馈你的一
定是惊喜和欣慰。

这次亚布力论坛开会的过
程中，我就收到了让人特别高兴
的消息：之前我们资助的几个学
生今年都考上了大学。 虽然这些
孩子从小生活在偏远的边疆地
区，但他们求知欲都很强，特别
爱思考、爱学习，他们就像默默
生长在岩缝里的无名小花，只要
你给他们一点阳光雨露，他们就
能量十足，尽情绽放。

其实这些年来，最打动我的，
还是那些孩子们对知识的渴
望———他们对外面更为宽广和美
好世界的渴望， 他们眼中闪烁的
那种希冀和憧憬， 是始终推动我
不懈前进的最大动力。所以，回到
我们做公益的本源和初心， 公益
这项事业确实是非常伟大的。

为了鼓励品学兼优但家境贫
困的少数民族高中生更好地学
习， 我们在新疆克州地区实施了
第一届“疆爱启航”东润奖学金项
目；2018年，我们又将“疆爱启航”
东润奖学金项目拓展至北疆哈萨
克族及维吾尔族聚集的伊犁州地
区，做到了“疆爱启航”项目南北
疆的双覆盖。2019年，我们将项目
资助范围从高中生扩大到小学生
群体，惠及学生累计达 3220人。

《公益时报》： 为何要将美
育、艺术培育嵌入到你们公益项
目的整体设计中？

孔东梅：身处贫困的儿童受
环境的局限，很难有非常强大的
自我觉醒意识来突破这种局限。
而美育或艺术都蕴涵着战胜贫
困的强大力量，它赋予身处贫困
中的儿童以骄傲、 自信与尊严。
只有当这些孩子建立了信心，开
阔了视野， 才能把握命运的轨
迹，看到更远的世界。

我相信， 当一个孩子从小就
能领悟和拥有“美和艺术”这样内
涵丰富且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内
在元素时，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
挫折， 他们都能以豁达包容的心
胸去面对， 在积极乐观地想办法
帮助自己走出困境的同时， 依然
葆有爱他人、爱这个世界的能力。

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形
的力量，它就深埋于每个孩子的
心底。 我们要做的，就是启发他
们感知和拥有这种力量，因为它
是让我们生命得以完整和美好

的珍贵之物。
《公益时报》：据你观察，目前

我国在教育扶贫过程中应在哪方
面给予更多资源和政策倾斜？

孔东梅：农村地区教育的软
实力目前还十分匮乏，这里面存
在着很多现实问题。

比如说，教师的编制、工资
发放和福利待遇等，能否作为一
项基本保障纳入到国家相关政
策体系当中？ 如果这些老师动辄
要为基本生活而发愁，甚至工作
之余还想着四处打零工赚点生
活补贴，那我们的乡村教育是不
可能得到长远发展的。

《公益时报》：你专职从事公
益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东润基金
会这几年的发展可圈可点。 作为
理事长，对团队工作你有什么基
本原则吗？

孔东梅：管理好一家基金会
很不容易———职业认知、专业素
养、知识积淀以及团队调度的能
力都不可或缺。 我始终强调的一
个观点就是工作一定要做扎实。

我对所有公益项目的安排
和要求， 就是务求细致和扎实，
细到每一个孩子的名字、每一个
数字、每一个家庭等。

走到今天，我愈发坚定了一个
信念： 我们做公益就是脚踏实地，
不追求虚幻华丽的数字，即便培养
帮扶的只是少数人，只要对孩子们
真正有所助力，那这件事就没有白
做，同样有价值、有意义。

科学与公益

《公益时报》：东润基金会成立
至今一直致力于科学创新公益项
目。 之前十余年，你一直助力“丘成
桐科学奖”，现在又提供对“吴瑞奖
学金”的项目支持。其实科学公益项
目的执行难度远超其他常规项目，
东润基金会为什么要知难而进？

孔东梅：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要想保持这种蓬勃的
发展势头，下一代的教育必须跟得
上，才能与时俱进，始终焕发前行
的生机和动力。我们的青少年在传
统教育领域之外， 还需要一个更
高、更好的平台，帮助那些富有天
分又特别热爱科学的孩子能有机
会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以促
进其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十多年前我结识丘成桐教
授的时候， 他就提出上述观点，
可以说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作
为国际著名的科学家、 数学家，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教授
拥有一颗拳拳报国的赤子之心，
他很早就回到中国，希望尽自己

的力量为中国发展做些事情。
2008 年，丘成桐教授与陈东

升联合发起设立“东润丘成桐科
学奖”，由我来捐资推动并助力其
发展。 我们开展项目合作的十余
年间，吸引了包括清华、复旦、浙
大、 哈佛和斯坦福等大学及广大
海内外中学、中学教师、中学生及
学生家长的关注和积极参与，发
掘和培养了一批一流的华人青年
学子， 汇聚了一批国际顶尖科学
家关注这一项目并担任竞赛评审
委员。应该说，这些年来取得的成
绩还是让我很开心、很欣慰的。

《公益时报》：你认为推动类
似 “东润丘成桐科学奖 ”这种包
含科学竞赛元素的公益项目最
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孔东梅：我觉得最重要的应
该是公平性。“东润丘成桐科学
奖”设立后的多年里，项目影响
力日趋扩大，很多相关机构不断
聚焦其发展，海内外人士纷纷投
来关注的目光，参与人数也日益
增多。 越是这种情况下，项目的
推动越要体现出很强的公平性，
充分彰显评比的公开和透明。 丘
成桐教授之所以努力将一大批
国内国际顶尖的数学家、科学家
以及国际大会的主席、 副主席，
甚至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邀请
参与到我们这个奖项的评比当
中来，一则凸显项目团队的专业
阵容，二则体现出该项目的学术
含量和高规格高层级。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建构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平台，尽
心尽力地寻找那些有天赋、爱科
学的孩子，帮助他们搭建起通向
科学世界的天梯，最终成长为他
们应该成为的美好的样子。

家风与轨迹

《公益时报》：毛泽东是你外公。
多年来， 你的家风传承是否也潜移
默化影响了你对“公益”的认知？

孔东梅：那肯定是的。 我母

亲曾经跟我讲起，那时候我的外
公毛泽东是怎么教育他的孩子
们的。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作为
一个伟人，我外公会对子女非常
严厉，其实并非如此。 我外公生
活中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对
自己的孩子呵护有加。 一方面，
他教育子女要低调做人，另一方
面也非常关心子女的成长和教
育。 我们的家风就是认真做事，
低调做人。 我外公要求我母亲、
姨妈、舅舅这一辈，都必须戒骄
戒躁，要经常为他人着想，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务实，那
就必须摒弃高调浮华的东西。 所
以，就当下我做公益来讲，我只
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公益时报》：多年的海外生活
经历对你今天投身公益有何影响？

孔东梅： 其实在海外很多国
家， 公益慈善已经是人们生活的
一部分， 融入到了他们日常的衣
食住行当中了。你会发现，很多孩
子一放寒暑假， 就通过打工的方
式挣点零钱， 然后把这些钱捐给
一些公益慈善机构， 那一刻他们
都觉得很骄傲很开心， 因为他们
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到了有需要
的人。在他们看来，富人做慈善理
所应当，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
大手笔的参与慈善， 做的都是引
领国际慈善潮流的事。 但与此同
时， 公益和慈善也并非富人的专
利，而是人人皆可为的平常事。

再看目前咱们国内，这方面
也越来越有着社会化普及的趋
势。 比如腾讯发起的 99 公益日，
企业可以参与， 慈善家可以参
与，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即便
是捐一块钱两块钱，也是对公益
慈善奉献了爱心，这种公益慈善
意识的萌芽和启蒙最是弥足珍
贵，这种理念也必将随着社会的
发展而不断提升和进步。 我希望
和所有的公益同道一起努力，让
公益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孔东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