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资金、缺资源、缺传播，这几乎是每个草根
公益人都会遇到的难题。2017年，一个以支持
公益人才成长、让每一匹千里马都找到属于自己
的驰骋草原为己任的公益项目——“为公益千里
马添草”，在腾讯公益发起众筹，一下获得5万多
人次响应，筹得款项582万元。

这就是何泛泛参与创办的千里马基金，何
泛泛出任执行长。然而，让何泛泛名声鹊起的
并不是千里马基金众筹环节的一呼百应，而是
千里马引入的私董会模式。

私董会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由美国威
斯康星州企业家罗伯特·诺斯与其他4位CEO
定期的圆桌会讨论演变而来。他们为这种人脉

圈内部的交流起名为CEO发展机构——伟事
达。

50年后，伟事达私董会分支机构已拓展到
十多个国家，会员数达1.7万左右，甲骨文公司
创始人、汤姆森-路透集团是其主要股东。

千里马基金一设立，便将私董会引入公益
圈，为需求最迫切的草根公益人提供成长支
持。“私董会是企业家们相互学习和深度交流的

新模式，它将行动学习、品质社交和高管教练结
合起来，深受企业家追捧。”何泛泛说，为什么不
把私董会模式引入公益领域，为公益赋能呢？

没想到，千里马基金这项创新性的尝试，立
即在公益圈引起震动。千里马私董会一年内成
立了9个固定小组，每个组16人左右，由教练团
带领组员定期开会讨论交流，不断贡献集体的
力量和智慧，最后解决大家最为迫切的难题。

目前，千里马已为全国 120多位公益机
构负责人提供共同学习的空间，并在全国范
围内开设了 50多次免费体验场。私董会模
式在公益圈内赢得了草根公益人的信赖，也
让何泛泛从公益小白成为大家眼里的公益
名人。

“草根公益人都渴望成长，让每一匹千里马
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驰骋草原，这就是我们的责
任。”何泛泛说，千里马比较重视营造与铺垫，会
很快把问题、想法、共创的东西，以连续流动的
方式呈现出来，让大家一起面对，保持团队的粘
性，以及小组的持续发展。这样的做法，是千里
马一直主动倡导和推动的。

把私董会模式引入公益圈，让她名声鹊起

全职公益人何泛泛，36 岁，
2008 年接触公益，如今已是上海
仁德基金会千里马基金的执行
长，也是重庆绿山墙NGO的发起
人之一。

在她眼里，公益人就像美国
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里
形容的一样，“如果我能帮助一只
昏厥的知更鸟回巢，我就不虚此
生”。

她发现，帮助了一个人很开
心，它还会让你“上瘾”，去不断散
播内心的善意。

人物名片

“帮助了一个
人很开心，它还会
让你‘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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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爱的星火，照亮梦的航船，为贫困大
学新生圆梦的“尹明助学圆梦行动”网络众筹
公益项目，引发爱心如潮，汇聚成磅礴的力量，
让公益之光更加夺目。

截至8日晚11时，“尹明助学圆梦行动”网
络众筹公益项目已募集善款近 10万元，共
3382人次参与献爱心活动。

7月20日，团市委与本报尹明工作室协商
一致，以“尹明公益”的名义，在“腾讯公益”平台
发起“尹明助学圆梦行动”网络众筹公益项目
（备案号：53500000688935874WA18009），所
筹资金全部划入2018年重庆市希望工程“精准
扶贫·圆梦行动”“尹明助学金”项目，计划筹集
爱心善款50万元，按5000元/人的资助标准，
用于资助100名参加2018年高考并已被全日
制本科院校录取的重庆籍家庭贫困学生。

区县团委、爱心企业、爱心市民纷
纷加入

该项目上线后，我市各级团组织积极响
应，共青团长寿区委、共青团合川区委、共青团
渝中区委等30余个区县团委纷纷在项目中发
起“一起捐”行动，累计动员1500余名爱心人
士参与捐款。

共青团长寿区委书记周剑说，项目在网
上发起众筹后，团区委积极响应，迅速动员各
级团组织、青年联合会各界别参与其中，并借
助他们的力量转发“一起捐”邀请。“老团干张
冬芬率先响应，不仅带头捐款，还将众筹邀请
扩散到多个工作群。此外，千信能源环保公
司的‘80后’总经理赵仕清捐出了500元。”

除了各级共青团组织，中建二局西南分
公司、戴德梁行重庆公司、“超有爱”圆梦基
金、重庆银行、长安汽车等爱心企业和社会团
体也纷纷加入发起“一起捐”行动，让爱心不
断扩散。

得知重庆日报“尹明助学圆梦行动”之后，
戴德梁行重庆公司发起倡议号召公司员工奉
献爱心，很快成都、昆明、贵阳等华西地区的公
司职工纷纷响应，捐出爱心善款。

戴德梁行重庆公司总经理魏晓龙介绍，
戴德梁行将深度参与尹明助学圆梦行动，发
动大中华区所有同事与周围爱心人士参与活
动，并密切关注学生们的发展与成长。“我们
不是一次性资助学费，未来我们还想跟这批
学生所在的院校联系，关注学生们的发展与
成长，同时也会邀请被资助的学生代表到公
司参观交流，为他们提供专业知识的分享以及
实习机会。”

7月25日，“尹明助学圆梦行动”网络众
筹项目登上“腾讯公益”首页推荐栏目，获得

广泛关注。

高举“尹明公益”大旗，本报尹明
工作室发起“一起捐”

7月24日，重庆日报尹明工作室也在项目
中发起了“一起捐”行动，并推出了《点滴奉献，
汇成爱的海洋！“尹明公益”首次发起网络众
筹》微信推文。“尹明助学圆梦行动”公益众筹
项目将一个个“尹明志愿者”1元、10元、100元
的点滴爱心汇聚在一起。

“这是重庆日报尹明工作室成立以来发起
的首个众筹募捐，意义非凡。”工作室负责人介
绍说，从尹明第一次匿名捐款至今已经18年
了。在这18年间，尹明已经成为重庆的一个
爱心符号。

“在尹明的爱心感召下，重庆日报联合团
市委相继成立了尹明助学志愿服务队和尹明
助学基金，持续开展困境孤残儿童关爱行动。
5年来，形成‘爱洒四方’‘圆梦行动’‘阳光助

残’等多个志愿服务品牌。其中，尹明助学金
的影响力最大，每年都能收到许多爱心市民和
企业的捐款。”

“这次公益众筹，许多网友都是匿名捐款，
有的留下只言片语，都是对重庆公益事业发展
的支持！”该负责人介绍，一位网友捐款200元
后留言：支持尹明工作室，希望更多人一起携
手来帮助孩子们。短短一句话，饱含的却是普
通群众对尹明助学项目满满的信任。

为了更好地宣传“尹明助学金”项目，8月
4日，团市委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联合举办
了荧光夜跑活动，“尹明助学金”被纳入扫码捐
款通道。

本报老读者虽不在市内仍捐款，
只因相信“尹明精神”

“尹明工作室发起的‘一起捐’可积少成
多，为社会办好事，我赞成。我和老伴儿避暑
在外，只能先报捐款数，回城后付款。我们捐

500！”7月26日，当得知尹明工作室发起公益
众筹，本报多年的老读者，今年87岁的袁镇涛
老人给记者留言时这样写道。

袁镇涛老人多年来一直热衷公益事业，经
常无偿捐赠帮助处在困境的人们。他说：“青
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不能让他们因为经济原因
与校园失之交臂。为孩子做公益是我最愿意
的事，希望能借助重庆日报尹明工作室的影
响，让更多人加入到帮助孩子的队伍中来。”

爱心队伍中不仅有像袁镇涛老人这样热
心公益的市民，还有懂得知恩图报的受助学
生。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蔡文章也捐了款，
他说，自己在大学期间享受过16000元的助学
金，正是因为这笔助学金自己才能完成学业。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尹明助学’活动不仅传
递了正能量，还帮助了许多需要帮助的贫困学
子，我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
成美好的人间。”

据了解，筹款结束后，重庆市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将会同重庆日报等单位，对各区县团委
推荐的申请资助学生名单进行审
核，确定资助对象。预计 9月中
旬，资助款项将以“拨款
直通车”形式直接划拨到
受助学生银行账户。
后期，重庆市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将
会同重庆日报尹
明工作室对
受 助 学 生
进 行 持 续
关注。

18天3382人次响应捐款，“尹明助学金”募集善款近10万元

“尹明助学圆梦行动”
网络众筹公益项目引发爱心如潮

本报记者 周尤

做公益是一件让人“上瘾”的事
本报记者 余虎 杨铌紫

荷花盛开的时节，
何泛泛又出发了。这
次，她带着“行走的火
锅”志愿服务队，来到
合川区三庙镇戴花村，
与村里的留守儿童和
村民们，在院坝里一起
吃了一顿火锅。荷花
丛中，香飘四溢，火锅
香与荷花香相互浸润，
不时传来村民们的欢
笑声。

她说，这就是她要
做的公益。

何泛泛，36 岁，
2008 年接触公益，如
今已是上海仁德基金
会千里马基金的执行
长，也是重庆绿山墙
NGO的发起人之一。

其实，何泛泛的公益路并非一帆风顺。
在2008年之前，公益这两个字似乎从未出

现在何泛泛的生活里。大学毕业后，何泛泛当
过杂志编辑，干过广告宣传，后来由于“5.12”汶
川地震，她参与到一家爱心企业的公益策划中，
第一次与公益“亲密”接触。

就是这一次“亲密”接触，让何泛泛辞掉
了媒体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并数年
坚持用不同方式参与公益。直到 2015 年
底，何泛泛决定创办公益机构，成为一名全
职公益人。

2016年，何泛泛如愿以偿创立了民办非企
业组织，并和重庆几位女企业家共同发起了一
家关注妇女儿童救助的非公募基金会，做的第
一个项目就是关注乡村学前教育。

“每当我走进乡村，看着那些即使命运对他
们有诸多不公，却依然微笑着的孩子们，常常就

会觉得生活待我们足够的好。”何泛泛说，或许这
就是公益人即便遭遇再多挫折，也要坚持下去的
动力。

去年，何泛泛参与发起支持公益人成长的
千里马基金，并出任执行长。繁忙的事务让她
完全脱不开身，不得不割舍儿女情长，甚至承受

与至亲的生离死别。
今年3月，何泛泛的父亲患了癌症，在人生

最后时刻，她没能及时赶回老家广西陪伴在父
亲身边。

“我的公益路上，始终有父亲的影子。”何泛
泛说，在被查出癌症晚期之前，父亲准备把家里
的一间房腾出来，做成图书室，免费开放给村里
的孩子，还要帮忙给村校做一些书架，“甚至我
人生道路上的所有选择，父亲从未干预过，哪怕
我要做公益，他也默默地在帮助我。”此时的何
泛泛，眼眶湿红。

公益路上，并不总是快乐

▶

▲“行走的火锅”项目走进武隆犀牛寨。
◀今年世界杯期间，绿山墙NGO与摄影机构合作，到

山区为孩子们拍摄照片，教他们踢足球。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 何 泛 泛
（右一）与千里马
基金成员。

经历了诸多收获与失去，何泛泛也在不断
调整自己的状态。

“以前我特别宅，开始做全职公益后，大部
分时间都在外面，一年出差的次数差不多是过
去十年的总和。”何泛泛说，跟其他公益人一
样，自己一边想着要放弃，一边又在咬牙坚持
着，其间唯一的原因就是做公益确实很苦很
累。

但何泛泛却不想这样。她开始思考，做公
益也许能有另外的可能：比如与家人一起快乐
地参与，哪怕做一件很小的事，就能用这样看似
微小的举动，来影响更多人参与公益。

于是，就有了绿山墙NGO，有了“行走的火
锅”项目。何泛泛参与发起成立绿山墙NGO
后，就以绿色家庭创建、环保宣传和妇女儿童关

爱为目标，参与了阿拉善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
基金会等组织的关爱环境公益项目，还针对青
年人群体开设短期研习营，邀请年轻人远离手
机走出家门，走进森林，在登山的路途中认识植
物，激发青年力量关注环保。

何泛泛说，所有公益项目参与对象基本都
是青年群体或亲子家庭，“行走的火锅”也不例
外。他们邀请了城市里的亲子家庭和爱心企
业，去了武隆犀牛寨、合川戴花村，与那里的孩
子们共同做一顿火锅，玩一把游戏，或是谈一次
心。

“这其实是一件双方都获利的事情。”何泛
泛半开玩笑地说，既让城里的小朋友得到锻炼
学会成长，也让农村的孩子们收获精神上的慰
藉和快乐，未尝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做法。

有人会问，这样的方法真的有用吗？何泛
泛给出了答案：做公益不是“简单粗暴”地给钱
就好，而是要润物细无声地呈现。

“再多物质上的关心都比不过一次付出真
心的陪伴。”何泛泛告诉记者，如果有需要，所有
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都可通过绿山墙NGO对
山里孩子进行后续帮扶。

“行走的火锅”继续在行走着，不知道下一
次又会去探访哪一个村落。而做公益这条路，
何泛泛说，虽然不能要求社会公众像她这样的
全职公益人一样可以坚持很久，但如果有那么
一两次的激发与影响，让公众对公益有认识和
触动，并对外界保持友好，当身边有需要帮助的
人与事，他们能站出来一起共建良善社会，就足
够了。

在何泛泛眼里，公益人就像美国女诗人艾
米莉·狄金森的诗句里形容的一样，“如果我能
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回巢，我就不虚此生”。
她发现，帮助了一个人很开心，它还会让你“上
瘾”，去不断散播内心的善意。

“行走的火锅”继续在行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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