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卫

对话

《公益时报》：近几年有些基
金会下设的专项基金在项目执
行过程中陆续出现一些问题。 您
对旗下基金的管理如何？

乔卫：华侨公益基金会下
设的专项基金， 工作范围可
以尽可能的广泛， 只要合法
合规，你做什么都可以。 在运
作过程中， 我们也充分尊重
捐赠人意愿。 但作为理事长，
我有一个特权， 这个权限可
能跟大多数基金会设置不一
样，就是我有一票否决权。 我
从不建议你的资金要用在何
处， 但我拥有否决你使用基
金的权力。 在我们基金会设
立的专项基金， 只要在你的
章程之内， 你愿意做什么事
都行，但是，当我觉得你的资
金使用与你的最初想法不一
样时，那就必须拿下，你说什
么理由都没用。

《公益时报 》：那你就不担
心人家说你这个理事长霸道 ，
搞“一言堂”？

乔卫 ：我就是“一言堂”，
不合适你就必须退出。 我的基
本原则就两条：第一，你的专
项基金发展方向应该与我们
最初设立的公益方向保持一
致；第二，在执行过程中，你的
执行人，包括我们基金会的人
不能从中获得好处，这个好处
指的是具体的经济利益。 当
然，民意的认可，社会的认可，
这类“好处”我是大力支持的。

《公益时报 》：我注意到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 ，华
侨基金会反应很快，从 1 月 30
日发出第一批资助， 到目前为
止已经 28 批了。在这次疫情的
项目对接和工作执行层面 ，是
不是也面临一些挑战？

乔卫： 这次新冠疫情来势
凶猛， 确实也牵动着广大华人
华侨的心。 大概在武汉没有封
城之前， 大家就已经开始商讨
如何支持抗疫。 在此过程中，我
明确了一个工作方向： 只接受
资金捐赠，不接收物资捐赠。

《公益时报》：为什么？
乔卫： 我们基金会没有力

量接受物资捐赠。疫情期间，即
使在国内做物资捐赠都非常困
难， 海外途径就更困难了———
海关、质检等环节，不仅琐碎，
而且风险高。

《公益时报 》：这次抗疫你
们捐赠的主要流向是？

乔卫：从资金捐赠角度讲，
尽管我们有外币账户， 各方面
也给予了很大支持， 但还是有
很多管制， 还是很辛苦的。 所
以， 这次我们基金会执行现金
的过程当中， 除非捐赠人有明
确要求说要捐给谁， 具体执行
层面我们就都捐给前方指挥部
了， 在我国目前这种防疫模式
下，只有政府主动性最强，也是

直接掌握大局的。
这次疫情期间， 华侨公益

基金会执行了大约 3 个亿的捐
款，不仅流程公开透明规范，而
且一分钱管理费没收， 我们是
自己“搭钱”做，一线抗疫确实
太不容易了。

《公益时报》：有业界人士
梳理抗疫期间公益组织的表
现 ，给出的综合分值比较低 。
你怎么看 ？

乔卫： 分值低可能也有分
值低的原因。 因为这次抗疫完
全由政府主导， 社会组织实际
上只能起到弥补政府不足的作
用。 当政府主导非常完备的时
候， 公益组织能发挥的作用就
不多。而且我觉得这次疫情中，
公益组织在整个应对过程中并
没有突破传统模式。

《公益时报 》：今年的这场
疫情导致国内经济整体受挫比
较严重， 一些中小企业陷入困
境的同时， 会不会也有一些公
益组织死掉？

乔卫： 一些公益组织在疫
情中死掉是肯定的。 因为有些
公益组织成立之初就很勉强，
目的就不是真正为了公益事
业。但我相信，真正好的公益组
织不会死。

问题的核心在于， 公益组
织要不忘初心，坚持做自己，始
终坚守自己固有的、 熟悉的专
业和阵地，把它做好做透，你就
不会有太坏的结果。 比如，你的
专长是给人治腿， 你千万别想
着，现在大家都治胳膊，我也得
去治胳膊去，那你就完了，一旦
你偏离了机构宗旨和使命，你
就很容易迷失和错位。

《公益时报 》：在华侨公益
基金会工作了十年有余， 你觉
得公益好不好做？

乔卫 ：我觉得这跟社会背
景有关。去年年底我们接连召
开了几个会议， 会上我表明
了一个观点： 从今年以后的
一段时期， 基金会工作将会
面临许多现实困难。 我提醒
行业人士注意———如果去年
年底之前我们考虑的主要是

公益项目如何吸引捐赠人，
那么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 这种思考及其模
式已经远远不能应付未来的
发展现实了。

《公益时报 》：那你的观察
是什么？

乔卫： 我觉得公益组织可
能需要学会提供更加个性化的
服务。 比如说，你现在有 20 万
元想做公益， 我来帮你设计这
20 万元怎么用，如何做到既能
产生社会效应， 也能提升机构
发展。说白了，无论是企业还是
公益组织发展， 以后没有那么
多时间和精力摆花架子， 也不
允许你拿着社会捐赠玩一些虚
无飘渺的东西， 就是要踏踏实
实干。

《公益时报 》：你如何看待
未来中国公益发展之路？

乔卫：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激发民心吧， 当大家都觉得这
个事应该做的时候， 无论是公
益组织还是捐赠人就都有积极
性； 当大家都觉得这事与我无
关的时候， 所有的人也都没有
积极性。

《公益时报》：那谁来激发呢？
乔卫： 这是个大的社会问

题。 有关中国公益组织的未来
发展。 我比较认同理性经济人
假设，认同 2007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哈维茨提出的激励
相容理论。 就是让你的个人努
力方向和你团队的努力方向保
持一致，这个制度设计好了，大
家才能共同进步。

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中
国未来公益组织和公益事业
的发展，可能还要仰仗于全社
会对公益事业的共同关注。 当
民间个体并没有感受到公益
组织带来的好处和便利时，更
多时候会觉得这种组织可有
可无，存在感很弱，只有公益
组织的能动性真正润物无声
地渗透到整个社会，惠及到更
多民众的时候，他们存在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才能被普遍认
识和接纳，公益组织本身也才
能得到蓬勃的发展。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乔卫：好的公益组织不会因疫情死去
■ 本报记者 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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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乔卫来说，他的人生转折发
生在北京奥运申办成功之后，水立
方场馆的筹建开始。 这也是他继
1993 年在北京团市委组建志愿者
队伍之后，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又一
次亲密接触。

2001 年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之
后，应广大海外侨胞的要求，经过
北京市委市政府慎重考虑，决定拿
出一座场馆来， 交由海外侨胞、港
澳同胞和台湾同胞捐资共建，最终
确定了水立方。该场馆扣除了规划
设计等前期费用，建设的总资金是
1 亿多美元， 按照当时 8.3 的汇率
计算，相当于 8 亿-9 亿人民币。

2003 年 7 月 15 日晚上，新闻
发布会在北京饭店举行。 在各种

“长枪短炮“的环绕下，乔卫和他的
同事们很平静地介绍了捐资共建

“水立方”的事情。
这场新闻发布会进行了一个多

小时， 媒体记者问的最多的是捐赠
人的名字如何体现？ 如何最大程度
满足捐赠人意愿？ 乔卫说，他都一一
耐心细致地予以了解答， 因为他理
解捐赠人的心情， 也不愿辜负每一
份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心。

新闻发布会刚开完，乔卫一回
到房间，就有一位叫欧阳乐耕的日
本华文电视媒体人揣着 1000 美元
要捐给水立方。“我回来给我爸看
癌症，身上就剩这么点钱，全捐给
你。 ”

2004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10
点，水立方正式破土动工建设。 其
后的几年间， 乔卫四处奔走募款，
也一次次见证了港澳台侨同胞对
北京奥运会的热情和爱心。

水立方的捐赠资金达到一定
数额之后，乔卫主动给北京市委市
政府写报告，要求监察局、审计局
定期监察审计， 每半年审计一次。
他深知这里面每一分钱的分量，也
担不起这份责任。

乔卫表示，自己对捐赠资金的
审慎和严谨来自当年非典时期的
工作经验和真实教训。 2003 年非
典时期，乔卫以市政府特命全权代
表的身份被派到北京宣武医院领
导医院改建和救治工作，当时有一
位侨胞捐了 1000 万元， 其中 500
万元物资，500 万元现金。“最后人
家一看捐赠明细不明白了：‘我捐
了 500 万对吧？’我说：‘对啊！’‘那
你这支出去 500 万 2000 是怎么回
事？’”其实是这笔资金在账上放了
一段时间，产生了利息，最后乔卫
将利息也都一并拨走了。

这 件 事 给 乔 卫 的 印 象 很
深———公益慈善捐款，一分一厘都
必须经得起审查和考验。 不过，也
正是经过了这么一档子事，这位侨
胞对乔卫的做事风格更加了解，原
来说捐 500 万美元，后来改捐 1 亿

人民币，捐赠额翻了一番。 直到现
在，他还在支持华侨基金会的公益
慈善事业，堪称“铁粉”。

为了做到所有捐赠收支的公
开透明，乔卫专门为水立方开通了
一个专用网站，强调“跑掉一分钱
就是丑闻” 的原则。“从开始到结
束， 每个捐赠人的名字这上面都
有，捐了多少钱列的清清楚楚。 对
于每一位捐赠人来说，能明明白白
查到自己的这笔钱到账，才会相信
其他人的捐赠也都落到了实处。 ”
乔卫说。

在乔卫看来， 爱心不分大小，
所以他始终不断地接收社会公众
的小额捐赠。时任北京市领导也表
示，“就算群众捐一块钱，你也得给
人家开捐赠证书”。那段时间，乔卫
做了很多小证书送给捐赠者作纪
念，众人拾柴火焰高，水立方的社
会募捐最终就是这么一点一滴完
成的。

2008 年 1 月， 水立方落成后
将正式举行测试赛，即当年的世界
青年游泳锦标赛。 那时，乔卫已经
收到了 10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 万
多名港澳台侨同胞的捐款，总额达
9 亿 4 千多万元人民币。

2009 年 7 月， 乔卫调任中国
侨联副主席，从那时起，他分管中
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华
侨公益基金会”），2010 年 10 月，
乔卫担任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在他看来，与其他基金会最大的不
同在于，华侨公益基金会的创立初
衷是希望调动海外侨胞这支特殊
的力量来支持国家发展建设。就公
益事业而言，海外侨胞既是中国公
益事业的先行者， 也是主力军之
一，具有深厚的公益慈善认知和长
期实践。华侨公益基金会有义务和
责任团结这支力量，为推动国内公
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采访中，乔卫对《公益时报》记
者说起了最让他自豪的两件事。

一是中国侨联、华侨公益基金
会、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共同发起了
“精准脱贫光明行”行动倡议，在众
多基金会的支持下，该项目自开展
至今， 已在全国 20 多个省区开展
筛查与手术工作， 为 12 万贫困患
者送去了光明。

再就是华侨公益基金会开展
的“珍珠班”“树人班”，吸纳那些学
习成绩很好、但因家庭条件无法继
续完成高中学业的孩子，资助他们
上完高中，截至目前已经帮助了 7
万多学生。

谈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给
公益组织的影响，乔卫不讳言会有
一些公益组织会因此消失或死去，
但他说相信那些真正好的公益组
织不会死。

乔卫是地道的北京人，打小住在芝麻胡同，熟悉这个城市的一草一
木。 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乔卫成为当年第一届大学生，学了工科。 大
学毕业后，他留校在团委工作，兼做人才学、社会心理学等教学工作，在
学校一待就是 6 年。1988 年，调至北京团市委工作。2000 年，调任北京市
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兼任北京市港澳台侨同胞共建奥
运场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