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会一夜长大”

《公益时报 》：去年全年 ，东
润基金会的各个项目无论在资
助金额还是覆盖地区上都有很
大的突破，能否详细介绍这些项
目的最新进展？

孔东梅：2021 年是东润基金
会厚积薄发、 全面发展的一年，
在教育领域不断深耕细作，“东
润启航”“东润益师”“东润美育”
等项目全面升级扩大、逐步体系
化， 地区从原来的立足新疆，到
如今的四川甘孜藏区、青海玉树
藏区以及河南、江西的红色革命
老区，受惠学生从困境高中生群
体扩展至困境中小学生群体，帮
扶形式也得到扩展。

2021 年也是脱贫攻坚到乡
村振兴的转变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指出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 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
效更可持续。 也指明了接下来的
重点和我们的方向，要持之以恒
的把事情做扎实，发挥慈善组织
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价值。

《公益时报》：这样的升级和
扩展，是出于基金会怎样的战略
考量？

孔东梅：我国目前对乡村振兴
的支持力度非常大，乡村学校盖得
越来越多、 硬件设施越来越好，互
联网教育资源的投入和普及也在
逐渐铺开，有些乡村学校甚至可以
媲美城市学校。但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教育公平问题依然存在，教育资
源不均衡问题依然凸显。

东润基金会自成立起就专注
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少数民族地
区的教育不均衡等问题。 在第一
个五年内， 我们抱着边做边学的
心态， 在南疆等地实践我们的教
育扶贫理念，积累了大量经验。从
第二个五年开始， 我们逐步拓展
项目地区、 资助金额及帮扶方式
等，努力实现教育公益的体系化，
将成功经验复制到更多地区。

《公益时报》：新冠疫情蔓延
了两年之久 ， 在牵扯精力的同
时，势必也会对机构开展教育公
益项目带来影响，东润基金会是
如何克服重重困难的呢？

孔东梅：对于中国公益领域、
基金会行业， 新冠疫情都是一次
挑战， 但同时也是一次极大提升
自身的机遇。 对于东润基金会来
说，正是抗击疫情中的及时、高效
反应，使得我们迅速成长，基金会
好像在一夜之间长大。

2020 年初，武汉正面临非常
严峻的时刻，东润基金会迅速成
立专门针对一线医务人员及其
子女的“东润抗击疫情医护保障
及子女教育专项基金”， 在一个
月内为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的
97 家医院、1613 名一线的医务人
员、979 名医务人员子女筹集了
5000 万元资金，并且一对一地捐
赠到受益人手中，这对基金会上
上下下是一次难得的历练，使我
们具备了在高压下圆满完成目
标的能力。 2021 年，我们继续在
抗击疫情方面发力，并且第一时
间响应水灾紧急救助，这都为我
们开展基金会常规项目带来了
能力和自信上的提升。

做乡村美育的“追光者”

《公益时报》：东润基金会在
教育公益上的一个特色是扶持
乡村美育体系， 并且投入不小 ，
为何要在乡村打造美育教育呢？

孔东梅：基础教育的目标是
启发孩子的感知力和创造力，而
启发孩子创造力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艺术教育， 但大多数时候，
艺术教育与贫困偏远的乡村儿
童绝缘。 然而艺术能抚慰心灵，
乡村儿童更需要艺术教育，他们
同样有感受美和艺术的需求。

这个项目的灵感也来自于
委内瑞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益
项目，该国一名音乐老师将喜爱
音乐的贫困孩子们组成一个乐
团，让这些孩子远离了当地街头
巷尾打架斗殴的不良风气，并且
让他们提升了自信。 这个项目后
来变成了委内瑞拉国家层面的
公益项目，数百个儿童和青少年
乐团陆续成立，大大改善了该国
贫困青少年的面貌。

当时我们借鉴了这个项目，
便首先在北京周边的打工子弟
学校以及新疆、云南等地去考察
可能性，结果出人意料，民间的
力量很强大，热爱音乐的孩子和

民间团体无处不在。 相关教育部
门也认为，在考取高等院校的同
时，让孩子们能够登上艺术的舞
台，展现民族的优秀文化，对他
们同样也是圆梦的过程。

在另一端，艺术界的有识之
士也同样重视乡村孩子的美育
发展，在他们的支持下，我们的
美育支持平台得以搭建。 我为这
个项目起名“东润星尘”，因为我
觉得乡村的孩子就像天空中的
一颗颗星星、宇宙中的一粒粒尘
埃，但却足以发光发亮。

《公益时报》：我感觉这个独
特项目的成功和作为女性公益
领 袖 身 上 的 特 质———细 心 、温
暖、执着等，是分不开的。

孔东梅：是的。女性一般更具
有同理心，更加细心、耐心，对于
女性、儿童等公益领域，具备天然
的视角和关怀。 在很多社会事件
中，女性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她
们对弱势群体的遭遇更加感同身
受。 当我看到乡村孩子们眼中闪
烁着那种享受美的光芒， 散发出
的追求艺术的渴望，我就在想，我
们为什么不能去帮助他们的心
灵，让他们散发出更美的光芒？

如今，国内的知名艺术家对
我们鼎力支持，国外也有著名的
音乐学院主动要与我们合作，冬
奥会上唱响奥林匹克会歌的也
是来自乡村的孩子，教育部门最
近也在实施“双减”政策，所有因
素都在向好，我们就没有理由不
坚持把乡村美育做下去。

公益援藏援疆大有可为

《公益时报》：东润基金会当
年第一个项目就选择了新疆，这

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孔东梅： 当年我在新疆多地

调研时， 看到当地有许多孩子充
满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外界的向
往，但当地教育资源却相对缺乏，
我很受触动， 以个人名义资助了
一些孩子， 后来进一步萌生了建
立基金会的念头， 更系统、 更专
业、更持续地帮助更多孩子。

东润基金会成立后，地区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重要节点上
的新疆便成为了基金会重点关
注地区。 东润启航奖学金项目开
展之初， 我带队赴新疆调研，发
现与中东部省份相比，新疆的教
育资源存在不小的落差。 教育的
滞后势必为新疆地区的发展带
来诸多制约， 大力发展教育、培
养当地人才是新疆的必行之路。

此外，教育还能促进民族团结
和社会和谐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
长治久安。东润基金会希望通过东
润启航项目，精准对接、支持国家
的重要大政方针，为边疆地区的繁
荣、稳定再加一块压舱石。

《公益时报》：社会组织如何
在 “援藏援疆 ”方面切入并发挥
价值，能否谈谈东润基金会的经
验和理解？

孔东梅：在每一个时期、每一
个阶段，社会组织如何转变思想、
积极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中， 是一
项需要长期思考和创新的课题。

对于公益项目，我觉得，要想
真正理解和帮助一个群体，还是要
走进他们的家庭，你会感知到很多
站在远处或高处无法获知的事情。
只有在对当地环境、人文和发展现
状等综合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再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理解他
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求，才能给予

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以东润启航项目举例，基金会

在多次走访调研过程中发现，在新
疆等欠发达地区，许多家庭条件困
难的优秀学子因为缺乏资金、缺少
物质上的支持，纷纷放弃学业。 由
此， 基金会与当地部门直接对接，
发放奖学金，项目高效透明，保障
资金落实到每一个受益学生。这其
中，要与当地政府充分沟通，与当
地相关政策充分融合， 比如通过

“奖、贷、勤、补、免”多位一体的资
助政策，东润启航项目树立融入当
地教育体系，给奖教助学以社会力
量的补充，受到当地教育部门和学
校的欢迎和好评。

传承红色基因

《公益时报》：你如何看待自
身身份对慈善事业的影响，什么
样的原因使你与乡村产生了深
深的联系？

孔东梅 ： 作为毛泽东的后
人，我们这些晚辈没有从他身上
继承物质财富，但得到的宝贵精
神财富是取之不尽的，让我们受
益至今。 外公对我们晚辈教导最
多的， 就是做一个普通的中国
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培养
为人民服务的淳朴气质与达观
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
仅是伟大的革命精神，更是我们
历久弥坚的“家风”传承。

每到一个项目地， 基金会团
队都会去了解当地的历史和革命
传统，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而发扬是最好的传承， 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红色文化，让红色精神
折射出新时代光芒， 这既是东润
基金会的职责，也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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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孔东梅：

我看见孩子眼中闪烁着光芒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孔东梅在四川甘孜走访调研，与东润资助学生
合影

孔东梅在新疆克州受资助学生古丽哈尤木家
进行家访

三月初春，刚经历了一冬严寒的北京陡然升温，和风送暖。
与孔东梅的再次见面，就是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下午。 一如既往，知性、真诚、落落大方，是眼前这位女性公益领

袖带给所有人的印象，与之交谈，如沐春风，甚是应景。
作为东润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东润基金会”）理事长，孔东梅又一次如数家珍地向《公益时报》记者讲述基金会各个项目的

最新进展———经历了抗击疫情对于机构的锻炼和洗礼后，用她的话讲，东润基金会如同“一夜之间长大”，在过去的 2021 年取得
了长足的突破。

在机构第二个五年的发展期内，孔东梅表示，东润基金会将继续深耕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及红色革命老区的青少年教育事
业，努力发挥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和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与孔东梅交谈下来，你会发现，东润基金会及其个人在公益道路上取得的成绩，并非因其特殊的家族背景，也并非因其成功的从商
经历，而是女性面对公益的特有优势———细心、温暖并执着。

如同她所说，因为她捕捉到了“孩子们眼中的光芒”，就决心把这丝微光放大，义无反顾地做教育公益路上的“追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