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汶川地震发
生的 2008 年乃中国公益之元年，但 2004
年实为中国公益行业不容忽视的一个起
始点———《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意味
着基本停滞发展的基金会重新上路，尤
其是其中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破
冰”性意见，让民间公益得以蓬勃起来。

2005 年，中华慈善大会在京召开，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政府与民间
慈善组织共同举办的慈善大会； 至 2006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 31.4 万个，
其中， 非公募基金会已有 349 家；2007
年，境外及香港基金会纷纷在内地设立代
表机构，企业一掷千万参与公益的已不在
少数。

意识到民间慈善的“闸门”已被放开，
《公益时报》在 2004 年推出了我国第一张
慈善榜单———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
立意“旗帜鲜明地扬善”，这张榜单就是今
日“中国慈善榜”的前身；次年，中国社会
工作协会（现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企业
公民委员会亮相人民大会堂，《公益时报》
与其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企业公民论坛，
推动更多中国企业以经济和社会责任兼
具的形象立于市场。

让我们在有限的生涯里， 舍弃虚华无用之物，将
喧闹华丽的表象一一剥离， 只留下最珍贵的精神内
核。你终会发现———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公益永
远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

———刘京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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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前，新世纪开启未几，中国推开世贸组织大
门， 经济腾飞的华夏向世界展示着其不可估量的民族
潜力。不过，社会问题浮现，治理难度增加，在政府与商
业之外， 希望另一种力量更多地参与平衡的声音也愈
渐清晰。 只是，彼时的“雄鸡”版图上，这种力量还只是
星星之火。

但谁也不曾想到， 这星星点点的光热已被敏锐地
捕捉———第一家全国性、综合性的公益领域媒体《公益
时报》于是年悄然诞生，就像谁也更不曾想到，中国的
公益行业以及这份报纸旋即随风起势， 时至今日绽放
出耀眼的光芒。

当然，这其中的过程是曲折且未竟的。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公布、2008 年汶川地

震救援开启“公益元年”、2011 年“郭美美事件”重创行
业公信力、2015 年腾讯推出“99 公益日”、2016 年《慈
善法》 实施、2020年新冠疫情再引全民公益热情……
一次次重大事件为公益行业屡屡“塑形”。

对公益时报人来讲，这番事业却是浪漫且无畏的。
2004 年首创中国慈善榜，旗帜鲜明地扬善；2009

年推出中国公益新闻年会， 赋行业以总结和导向；同
年，发起中国社工年会，培育社会“润滑剂”；2011 年始
评“卓越奖”，推崇商者责任之道；2016 年升级中国公
益年会，打造行业平台；2017 年承办亚太区社工盛事，
展露国际触角；同年，举办全国社会创新与发展大会，
深挖社区服务潜力……一次次整装待发都是中国公益
的缕缕写照。

2020年疫情未消， 新的挑战横亘公益行业面前。
19岁的《公益时报》将仍像最初与你相识的那般，捕捉
和记录一个个善意萌发的瞬间， 分析和解读一件件影
响深远的事件，守望和呵护一簇簇暖人心脾的烛光，拥
抱和推动一股股为公向善的力量。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 甫入世
贸组织的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但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且社会治
理难度在不断增加。有赖于公益慈
善意识的逐渐苏醒，在政府与商业
之外寻求另一种力量参与社会治
理的呼声也不断增加，只是这种力
量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势头还难以
匹配———2001 年前的 8 年间，全
国一共仅出现 172 家慈善组织；
2003 年底，全国有近 1200 家基金
会， 但几乎全为公募基金会，“民
间”之声尚弱。

不过， 如同后来数次公共紧
急事件一样，前有 1998 年的洪灾
救援，后有 2003 年针对“非典”的
筹款，这两次“灾难”对公益慈善
印象的初塑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后者更间接催生了公益下一篇章
时代的开启。

就在社会开始对公益慈善有星
星点点讨论之时，《公益时报》 悄然
诞生了———2001年 6月 1日， 我国
首份全国性公益类报纸在发刊词中
写下这样厚重的承诺：“以推动公益
事业发展、造福人民大众为己任。 ”

2001-2003星火阑珊正当时

2004-2007百舸争流创新篇

比起“开启公益元年”，汶川地震之于中
国公益行业更多的应是全方位的唤醒和加
速：公益意识高涨，行业政策频出，捐赠总量
井喷，志愿精神泉涌，慈善手段革新。

2008 年在汶川地震之外， 年初的南方
低温灾害和年中的北京奥运会也促成这一
年成为我国公益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 截
至 2 月 29 日，全国接收冰雪灾害捐赠款物
22.75 亿元， 截至 12
月初， 全国接收地震
捐 赠 款 物 751.97 亿
元； 大规模捐赠促使
相关法规政策的完善
时刻“跟上节奏”；中
国志愿者队伍在这一
年则至少增加了 1472
万人；次年，福耀玻璃
董事长曹德旺拟捐出
70%家族持有股份成
立基金会， 初步探索

“股捐 ” 实现方式 ；
2010 年， 意识到中国
企业家慈善意识的猛
进，比尔·盖茨和巴菲
特在北京举行了著名

的“巴比晚宴”……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公益时报》 在中

国慈善榜的基础上， 持续发布年度慈善捐赠
发展蓝皮书，探究捐赠数字背后的行业规律；
推出中国公益新闻年会和中国社工年会，公
布年度性评选以鼓励奋进， 并为公益行业和
社工领域开创年度性的解读和前瞻。

（下转 10 版）

2008-2010多难兴邦亦弘善

2020 年 6 月 1 日，《公益时报》迎
来 19 周岁生日，并非巧合，这一天也
是 《公益时报 》 社长刘京 60 岁生
日———19 年前，刘京将《公益时报》创
刊之日选在了这一天。 为纪念这段难
忘的岁月，也为过往的旅程留下值得
的印记，一部以刘京的成长史与其创
办公益时报的风雨历程和不凡成就
为主线的图书正在紧张编著之中。 这
本书以 《京生有你 》为名 ，全书约 15
万字， 内含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真
实记录了刘京本人成长和投身公益
事业的方方面面，以及公益时报的崛
起和发展之路， 这本书将在 2020 年
秋季与广大读者见面，带你认识一个
更加真实立体的刘京。

这本书不仅是刘京本人成长与
公益之路的燃情记忆 ， 刘京的朋友
圈也在这本书中闪亮登场 ， 他们对
刘京 、 对公益时报和公益的回应和
点评， 也使得这本书超出了个人传
记或回忆录的范畴 ， 而是作为中国
公益人的共同记忆得以呈现 ， 成为
激情燃烧的大时代里中国公益发展
史的缩影。

本书共分四大篇章 。 第一篇章
“万水千山曾走遍，公益是归途”为刘
京自述，倾情回忆自其童年时代至今
60 年人生旅程：农村下放，回京就业，
从民政部的小小打字员成长为部领
导秘书，他如何做到的？ 初涉商海赚
第一桶金，偶然还是必然？ 从企业老
板转身创立公益媒体，艰难无助囊中
羞涩时，只能自己垫钱硬撑过关？ 企
业公民年会、中国慈善榜 、中国社工
年会、中国公益年会……这些如今颇
具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当年如何打响
了“第一枪”？ ———翻开这本书，答案
就在其中。

第二篇章 “江湖四海皆兄弟，真

诚结善缘 ”是刘京的朋友圈中 “各路
神仙”对他的印象和评价。 讲述者既
有昔日与他共事的老领导、 老同事，
也有隔三差五聚会，一起打球讲段子
聊心事做公益的老朋友，更有那个曾
在寒冬的火车站黯然送别，纵然多年
不见但永远不会陌生疏远的家乡老
同学……朋友结交渊源各有不同，对
刘京的称呼亦是大相径庭，圈里流传
最广、叫得最响的名号缘何是“主席”
和“老大”？ ———听刘京 40 位朋友一
齐“吐槽”揭秘其人其事。

苦难成为拼搏奋斗的动力，坎坷
化为坚忍不拔的财富。 本书第三、第
四篇章收录了 2001 年《公益时报》创
刊至今 19 年间， 刘京出席重要活动
期间发表的精彩演讲，以及此间各大
新闻媒体对其专访内容。 透过这些文
字，读者可以看到刘京对公益慈善事
业的孜孜追求、对中国社会文明进步
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公益发展格局
的探索推动。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曹德旺，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董事会主席、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
马蔚华，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彦
宝，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田涛，
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华侨公益基金
会理事长乔卫，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
副主席葛国瑞，星云影视文化集团总
编辑、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
人夏骏等业界知名人士均从不同角
度发声 ， 阐述了各自心目中的 “刘
京”； 来自民政部的几位老领导和老
同事也深情回忆当年与刘京并肩工
作的岁月， 感叹他 20 年公益之路的
不易和艰辛……言语之间，有严谨中
肯，有风趣幽默，有真挚动情，更有无
限祝福。 （文梅）

追述人生六十载 回首公益二十年
《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回忆录
《京生有你》即将问世

“
”

� � 2001 年 6 月 1 日，《公益时报》 社社长刘京在人民大会堂的创刊新
闻发布会上

� � 2004 年 3 月 19 日，时任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台上居中
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招待会上介绍《基金会管理条
例》有关情况，记者蜂拥而至

� � 2006 年 4 月 18 日， 第三届中国慈善榜发布， 余彭年
（右，已故）获年度十大慈善家

� � 2008 年 5 月 15 日，汶川地震后第三天，《公益时报》员工走上
街头向北京市民发放 5·12 赈灾号外 50 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