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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最真挚的祝福带给每一位有梦想的学子，
他带着欣慰、希望和祝福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他与每一位毕业生合影，
轻轻的在每位毕业生耳边道下一句祝福的话语，
在这个炎热，却欢笑又激动的今天，
带着梦想一起启航，
工作简报总第 21 期

坚持梦想，就有一切！

The First Lesson Of Life

成龙影视传媒学院院长成龙先生、校董事长程凡先生 与优秀毕业生合影

成龙院长讲《人生第一课》
— 成龙院长讲《人生第一课》
— 坚守初愿得始终 断鳌立极铸新章

成龙影视传媒学院2016届毕业典礼温情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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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院长与每一位毕业生合影，把自己最真挚的祝福带给每一位有梦想的学子

身为院长，成龙大哥承诺“以后会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里，找不同的导师来给大家上课。
”实际
上从去年起，成龙院长一直在为大家提供进入片场实习的机会。
“不管是录音、跟场或是其他，只
要你在现场都是在学，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现场。
”带着这样一份关怀，他相信同学们会更有激情地

“我们参加了永生难忘的大学毕业典礼，有幸
12 级影视动画一班团支书 /16 届优秀毕业生张茹说 ：
观看了关于成龙院长的《三个梦想》的视频短片及聆听了成龙院长关于梦想的即兴演讲。
”

闯出自己的路。

2016 年 6 月 5 日，在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一群穿着学士服的天使，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在毕业典礼结束后，表演系邱玲老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好幸运！在成龙影视传媒学院见到成龙大哥了！

激情澎湃。毕业，对他们来说有着不舍和兴奋。影视传媒学院 2016 届毕业典礼在这里盛大举行，院长成

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叫他大哥，因为他亲切、友善、和蔼，真的就像一位好大哥。大哥调侃地说自己

龙在这里做了一场《人生第一课》的主题演讲，与大家聊聊梦想，这将成为所有人心里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没文化，没读什么书，可是他从师傅那里学到了做人做事的规矩，从做慈善那里学会了做人，为了生活，

在上千人的掌声和欢呼下，百忙之中抽空的成龙院长亲身降临校园，他衣着随意，大方的向所有人打着
招呼，引来全场欢呼。
成龙院长说：“我去年 520 过来过，这一年来我没有忘记大家，不敢说来这里讲课，我没有读过多少书，
论文化不及你们。就是想跟大家见个面，聊聊天。”成龙院长和大家唠起了家常，说起自己演艺生涯的
辛酸史。从最初的拜师到后来的一夜成名，他经历了太多。他说他没有能力给大家上课，只能聊聊他坎
坷走来的路——欢笑、艰辛、坎坷、不舍还有那遥不可及的成功。
如今成就非凡的他一度被人瞧不起，也曾想过放弃，是对电影的热爱支撑着他一路向前。
“今日的风光，都是拼来的。”他讲述曾经吃过的苦，曾经做过的错事，为的是告诉大家应该怎样做一
个更好的人。他说自己最初的梦想仅仅是一碗盒饭，现在的学子实在是太幸福，他鼓励大家应该用全力
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大家看到的是光芒四射的明星，却不知道他们背后的辛酸和付出。在最低谷的时候，

从剧组的各行小工那里学到了各种技巧和本领。”
“我也是个从艺三十年的过来人，我深深地知道这是校长对同学们掏心窝的肺腑之言！ 好羡慕同学们！
去年成龙大哥已经选拔了几名同学进入《铁道飞虎》剧组实习，这是学校给孩子们提供的多么难得的机
会呀。能够进入这样的剧组学习，是多少年轻人的梦想，我深深地知道机会的珍贵和来之不易。所以在“龙
之星”短训班上，我主动要求加班，让孩子们的能力能提高一点，再高一点，后来有四名同学荣幸地进
入了剧组。在典礼上成龙院长还专门提到，他们在剧组的表现很好，以后还会提供更多的这样的机会给
孩子们，真为同学们高兴。昨天见到了那几名同学，我从他们阳光、自信的笑容里看到了他们的成长。”
经历了这样特殊的一场毕业典礼，许多同学在听完成龙院长的演讲后深受触动。

12 级影视动画一班团支书 /16 届优秀毕业生张茹说：“我们参加了永生难忘的大学毕业典礼，有幸观看
了关于成龙院长的《三个梦想》的视频短片及聆听了成龙院长关于梦想的即兴演讲。”

成龙每天盼着通告，为攒钱连饭也舍不得吃，挨师傅骂，当摄影助理被师傅打是常有的事。但最难得的是，

“成龙院长一生中有三个大的梦想：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下印记已然实现，愿所有儿童受到教育和世界

他不忘初衷，不忘梦想，坚持每天练功，自制哑铃、沙包训练，坚持！为了梦想！

和平，他正在身体力行为之努力。而我深受启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知名的动画师，做出好的作品为

身为院长，成龙大哥承诺“以后会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里，找不同的导师来给大家上课。”实际上从去年起，
成龙院长一直在为大家提供进入片场实习的机会。“不管是录音、跟场或是其他，只要你在现场都是在学，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现场。”带着这样一份关怀，他相信同学们会更有激情地闯出自己的路。

国争光，让世界知道中国也能做出伟大的动画作品。我也知道现在自己的能力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会不
断努力，就像成龙院长从武行龙套一步步走向影视巅峰一样，我也会不断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拼搏努力，
争取实现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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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迎来了新的气象。原龙基会理事郭颖女士兼任了秘书长职务，姜滨先生、

中国古代有云：成人善事 , 其功更倍 ; 动人善愿 , 其量无涯。可见自古

李海燕女士担任副秘书长。回顾过往，收获的是宝贵经验和广泛认可；展望未来，动力十足、信心百倍。

以来，国人就把慈善看做是功德无量的事业。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

龙基会的使命就是将成龙大哥做慈善事业最本真的理念传承下去。在所有人共同携手努力下，龙基会的明

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慈善不仅仅是用金钱救济贫苦那样简单，慈善
更是仁德与善行的统一。

天将会更加灿烂辉煌。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龙基会）长期以来秉承这种精神，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成龙大哥一直自诩为“火车头”，希望

Stick To The Original Can Get
The Result, There Will Be A New
Start After Experienced Hardships

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中国慈善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慈善事业
当中来。他说：“我希望自己是个火车头，带着大家一起跑，但作为
一个带动者、领跑人，其实这很难，意味着我要承担更多责任。但我
会很开心，有那么多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慈善的行列。”因而，在
他的带领下，龙基会为社会奉献了一份份大爱，并让善行传递至今。
今年五月，龙基会又迎来了新的气象，原龙基会理事郭颖女士兼任了
秘书长职务，姜滨先生、李海燕女士担任副秘书长，袁绪炎先生担任
秘书处顾问，王秦先生担任秘书处财务主任。
而接受“龙将大任”的几名新的秘书处成员非常乐意通过采访来表达她
们善行的意愿和雄心壮志，她们坚定的目光、从容的神态掩饰不住那种
因自己是龙基会一份子的骄傲，同时更体会到做好慈善事业任重道远。
成龙大哥一直自诩为“火车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
中国慈善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慈善事业当中来

今年五月，龙基会又迎来了新的气象，原龙基会理事郭颖女士兼任了秘书长职务，姜滨先生、李
海燕女士担任副秘书长，袁绪炎先生担任秘书处顾问，王秦先生担任秘书处财务主任。

爱与梦 我们的原动力
众所周知，龙基会是由著名影星成龙先生一手创办的。
想当初，成龙大哥那句：“基金会的工作成本不要用别人的捐款，只可以用我的钱。”的霸气指示还回
荡在我们的耳边。
从 08 年至今，龙基会既在慈善爱心方面做了许多被社会认可的成果，也在慈善模式上开启了很多新的
尝试。而这次的人事调整，也把大哥热心慈善的信念传承发扬了下来，并延续其一贯的理念，为龙基会
焕发出新的光彩。
说起龙基会的创始人成龙大哥，“他可是个无比真诚和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呀！”新任秘书长郭颖女士连
声称赞道。
今年五月，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迎来了新的气象，原龙基会理事郭颖女士（左一）兼任了秘书长职务，姜滨先生（左二）、李海燕女士（右一）担
任副秘书长

坚守初愿得始终 断鳌立极铸新章

据秘书长郭颖女士介绍，成龙大哥在进行慈善活动时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号召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做，
他的理念是把他的慈善梦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号召大家一起把慈善公益这件事做起来，这不仅仅是爱心，
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这也是龙基会最难能可贵和最有价值的地方。
“之前四川汶川地震和尼泊尔地震，成龙大哥都亲自赶赴受灾现场，先不说在那个时刻到达现场本身就
很危险，比如余震啊，山体滑坡啊，但成龙大哥全然不顾，他都是第一个冲上去，真的很感人，这些事
情不只是媒体宣传那样简单，只是讲讲话，闪一下就走，他真的会拿几百万重建一个社区，把救急包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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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在看望西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

火车跑得快 还得龙头带
作为捐资方代表，成龙专程赴尼泊尔参与物资发放，成龙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高青（左一）陪同前往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理事兼秘书长郭颖女士

慈善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更是集体的力量、社会的力量。
在龙基会官网的首页，是成龙大哥做慈善事业的心里
话：“我希望自己是个火车头，带着大家一起跑，但
作为一个带动者、领跑人，其实这很难，意味着我要

龙基会的善行基金不只局限于国内。在国外，龙基会常与尼泊尔合作救灾和救助儿童。这些行动

承担更多责任。但我会很开心，有那么多人加入到我

的背后，书写着成龙大哥和龙基会成员的无私、关怀，并为我们的时代书写着一首首动人的情歌，

们的行列、慈善的行列。”

推动着当前社会的发展。而龙基会也在始终坚持着这些善行，并将其发扬光大。

难道这样朴实的话语仅仅是成龙大哥为了凸显自己的身
份才说的吗？当然不是。每一次出现自然灾害时，成龙
大哥第一时间在现场救助最能说明问题，而后有许多人
与成龙大哥一道，加入了做慈善的队伍中去。因而，在
成龙大哥的领导下，通过其名人效应，龙基会开始设计、

篷一个个送过去，这些环节他都是亲力亲为。”提起这些往事，那个紧张而感人的瞬间大家都有目共睹。
成龙大哥总是想帮助更多不幸的人，龙基会亦是如此。截至目前，龙基会共创立了善行传递基金、蕊合
阳光基金、林鹏爱心基金、救灾储备专项基金、贫困家庭儿童大病救治专项基金等项目，并在支援西藏

开展一系列活动，以引起更多人对于慈善的注意。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高青先生现场向河北临城围场中心小学捐赠助学善
款150万元

贫困家庭等方面做了巨大努力。到 2014 年，龙基会总支出达 10807 万元。其中七千多万用于挽救儿童

巡回演唱会，将在全国进行慈善晚会这一品牌的宣传。

出的“孤儿保障大行动”，累计捐款 181 万元。而其中的“贫困家庭儿童大病救治专项基金”更是挽救
了许多孩童的生命。截止 2012 年 11 月底，通过本项目住院资金直接受益的儿童约 40000 名。

“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宣传的方向，就是通过大哥，通
过他的朋友们，把这个如何做慈善，如何做教育的这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数额巨大的善款，许多可爱的孩子会因此而夭折，来不及盛开的花朵就此枯萎，将给
那些本就深处煎熬的家庭带去多少痛苦和悲伤！龙基会为祖国的未来撑起了一把可以遮风避雨的小雨伞，

我希望自己是个火车头，带着大家一起跑，但作为一个带动者、

并因此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认可。

领跑人，其实这很难，意味着我要承担更多责任。但我会很开心，

书写着成龙大哥和龙基会成员的无私、关怀，并为我们的时代书写着一首首动人的暖歌，推动着当前社
会的发展。而龙基会也始终坚持着这些善行，并将其发扬光大。

演唱会’”。副秘书长姜滨先生这样说道。
据他表示，龙基会将在全国搞这个品牌活动，搞成一个

生命，两千多万用于海内外的灾区救援。八年当中，龙基会参与了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推

龙基会的善行基金不只局限于国内。在国外，龙基会曾与尼泊尔合作救灾和救助儿童。这些行动的背后，

“我们要搞一个品牌活动，就是‘成龙和他的朋友的

有那么多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慈善的行列。

种基金和扶持深入人心，通过我们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来参与这个事情。”说到“带头”这个字眼，副秘书
长姜滨的语气中流露出极大的信心。
而除了选拔优秀人才，同时有基金赞助，龙基会未来
还有一些海外的发展情况，因为现在跟国内侨办的一
些合作项目，未来龙基会想通过海外华人华侨在国内

据郭颖女士介绍，作为龙基会的重点项目，贫困家庭儿童大病救治专项基金将会得到重点扶持。通过这

进行业务联系，在国内做些公益的项目，然后通过这个，

一专项基金，使得许多对孩子放弃治疗的家庭重新点燃了希望，而患病儿童也从死亡线上被重新拉回来。

跟华人华侨交流，从而获得群体力量，让慈善真正成

因而，该项目不仅仅是一个慈善活动，更承载着祖国的未来。而其它各项基金现在也呈现出繁荣发展之势。

为一个群体性的活动，而并非是龙基会本身、成龙大

心中有爱，未来龙基会一定能为社会贡献更多的慈善力量。

哥个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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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大哥在贵州看望孩子们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姜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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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与西藏拉萨达孜县金叶敬老院中的孤寡老人们合影留念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海燕女士

因为大的影视公司他们更希望是聘用成功的人而不是培养一个新人，大哥就拿出资金来，这个项

擢升硬实力 筋骨强精神

目是不收费的，就是完全凭报名，面向全国的新的导演和新的有才华的年轻人，这个活动已经做
了两届，以前是小规模的内部，后来大哥知道以后，基金会专门拨款做这个活动，所以很多导演

不同于某些基金会或慈善组织丑闻百出的情况，龙基会这些年

使用决不能违背捐赠者的意愿，但其指定用途却过于集中，造

来未出现过类似问题，这得益于龙基会严格的管理制度。

成项目之间的资金投向比例失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龙基会

郭颖女士表示，龙基会开展各项工作都有自身原则，归纳如下：
依法办事，依规办事，满腔热情做慈善。在这三个前提下，龙
基会管理是非常规范的，无论是定向的募集，还是项目的管理，
资金的到位，包括每年上级部门的要求，龙基会都逐项落实。
这些年，龙基会方方面面一直都收到好评，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郭颖女士无比骄傲的说。“有的项目不仅是要辐射几十个省市
地区，还要让国外有龙基会项目的人财物到位，在管理上，我

现在正在积极调整自身管理结构，立足于员工与员工、部门与
部门之间最大程度的融合与协调，并在公众媒体上，如微信、
微博等社交平台公示一些管理规定，财务制度，同时定期向质
量监测机关公告一些财务定向。
这些措施，现在在龙基会已经卓有成效，因而目前龙基会的工
作越发平稳有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措施必然会为龙基会
提供更为辉煌的发展前景，使龙基会更趋正规、完善。

们有管定向募捐的，有管慈善善款的，有管项目执行的，无论

更高的品质，全新的品牌不仅仅体现在管理层面上，还体现在

是合同的管理还是专项资金的规范使用，包括每个专项的执行

龙基会新的慈善运作方式上。据办公室主任李海燕女士讲，龙

进度、网站的公示、接受所有受捐助人的申请，我们都是专人

基会已经转变了自身的运营形式，从单纯的慈善活动转向了实

专管，大家都本着一份慈善的责任感，是特别尽心的去做，有

效慈善、软实力慈善的阶段。

些人因为个人原因要离开了都非常不舍，做这份工作不是为了
钱，就觉得很有意义。”

拿龙基会对于西部贫困儿童的教育捐助为例，就能够很好的看
出这种转变来。原先的教育捐助仅仅偏向于学校校舍等硬件建

新的领导班子建立，龙基会在资源整合方面进行了新的努力和

设，但是现在更偏向于软件建设。即使硬件设施再完善，投入

尝试。包括网管、IT 部门、法务部门，都在新的形势下进行了

资金再多，学生上不起学，同时没有人到这些地区进行支教，

相应调整和变化，以适应新的需求。

这些资金等于打了水漂。因而，龙基会更倾向于将东部一些优

由于成龙基金会的私募性质，不能面向社会公开募捐，因而这
些善款的去向、流通都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同时，由于善款

经过这个项目都是有了许多成就。

授人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
成龙大哥是以电影起家，因而他对于扶持当下中国电影具有强烈的热情。中国传媒业水深，使得一些电影
从业者缺少相应的机遇，因而使得个人梦想无从实现。龙基会成立之后，成龙主导制定了“成龙 A 计划”，
以帮助中国影视界富于才华和梦想的年轻人继续从事该职业。
“因为大的影视公司他们更希望是聘用成功的人而不是培养一个新人，大哥就拿出资金来，这个项目是不
收费的，就是完全凭报名，面向全国的新的导演和新的有才华的年轻人，这个活动已经做了两届，以前是
小规模的内部，后来大哥知道以后，基金会专门拨款做这个活动，所以很多导演经过这个项目都是有了许
多成就。”一直经管“成龙 A 计划”项目的副秘书长姜滨说道。同时他对龙基会未来在影视方面的成就富
有信心。

秀的教育资源引向西部，并利用成龙本身的名人效应，营造出

姜滨先生如此说道：“我们特别希望我们要搞一些活动，定向的。其实未来咱们可以跟海外很多项目对接了，

一个慈善氛围，从而通过种种活动带动龙基会自身和整个社会

包括澳大利亚，未来我们需要跟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全美国最好的电影学院）合作办学，让有梦想的孩

经济的发展。

子要走出国外，到海外去，去看看国外先进的方面，并且要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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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对自我管理体系加强更大的约束，对自我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今后，龙基会将平稳传承下去，推动促进引领社会进步，完善换届转型，
保证资金给最需要的人，避免不透明性、腐败性，对贫困的最需要资助的人
给与最优先的扶持。”李海燕女士在最后的发言总结中强调说。
遥想龙基会成立之初，就将“让大哥的梦，和大家的爱，通过我们得以实现”
作为运作宗旨。这么多年来，龙基会的每个成员都将这个宗旨贯彻于自己的
实际行动中去。都说坚守初愿，勿忘初心，才方得始终，在大哥的辛勤努力
和亲历亲为的号召下，龙基会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烙在了慈善事业这块沉甸
甸而富有人文关怀气息的土壤上，并将大爱与希望的种子播撒在此，而后开
出了绚烂丰硕的果实。这果实，不单单只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全体龙基会
成员和那些因得到善款而使生命和梦想之火得以延续的受灾群众和遇到困境
的年轻人以及关注成龙基金会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爱心人士，我们坚信，在新
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龙基会将会有更为广阔的宏大前景，更为明确的前进
方向，更为清晰的奋斗目标！这不仅仅是为慈善事业添彩，更是为中国社会
以及中国经济带来一番强大的动力。
龙基会已经具备4A级认证，现正在申报5A级,对于龙基会而言，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巨大飞跃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龙基会不会满足于过去的成就，如
今新的篇章已经开启。回顾过往，收获了经验和广泛认可；展望未来，动力十足、
信心百倍。龙基会的使命就是将成龙大哥做慈善事业最本真的理念传承下去，
在所有人共同携手努力下，龙基会的明天将会更加灿烂辉煌。

今年六月一日起实施的新《慈善事业法》是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的大好时机。尤其
对私募慈善基金会而言，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政策支撑和强大动力，开辟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遥想龙基会成立之初，
就将“让大哥的梦，
和大家的爱，
通过我们得以实现”
作为运作宗旨。这么多年来，龙基会的每个成员都将这个宗旨贯彻于自
己的实际行动中去。都说坚守初愿，勿忘初心，才方得始终，在大哥的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目前，我龙基会已经具备 4A 级认证，现正在申报 5A 级。申报资料正在准
备，在审计完后，大概 7 月份能够把这件事情顺利做完，这也是我们现在管
理层方面着手操作的一件重大的事情。”李海燕女士面带和善的笑容，话语
当中掩饰不住对龙基会未来发展前景更加光明的信心。
千万不要小瞧 4A 转成 5A 这个事情！对于龙基会而言，它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一次巨大飞跃，因为龙基会内部的规范化管理最后落实到一个结果就是得到

5A 的认定。
今年六月一日起实施的新《慈善事业法》是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快速发展、健
康发展的大好时机。尤其对私募慈善基金会而言，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政策支
撑和强大动力，开辟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龙基会必须要把握住新的时代脉搏，乘势而上，积极创造条件，改变机构性质，
将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由私募升级为公募，将龙基会本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
度上来，把龙基会的慈善事业做大做强，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在得到 5A 评定之后，龙基会的管理水平将更为规范化，从内部来说，实际

辛勤努力和亲历而为的号召下，龙基会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烙在了慈善
事业这块沉甸甸而富有人文关怀气息的土壤上，并将大爱与希望的种子
播撒在此，而后开出了绚烂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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