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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簡介
陳一心先生（1929-2003）

　　陳一心先生於民國初年出生，歷經內戰及中
日戰爭的磨難，曾旅居四大洲，創立了興盛的國
際性企業。他從未遺忘自己的根以及自己在家鄉
度過的童年歲月，並於後半生致力幫助不幸的
人，對家鄉江蘇省啟東市的公共建設投入大量精
力和財力。

　　陳先生出生於 1929 年，14 歲時離開家鄉前往上海求學。1948 年，他來
到香港，後來遠赴英倫留學。1957 年，陳先生返回香港，加入家族企業工
作。他成功地在西非國家——尼日利亞、加納和科特迪瓦開設工廠。正如許
多同輩一樣，陳先生年輕時經歷了挫敗、戰亂和飢荒等磨練，使他在荒蕪的
地區開拓業務時，能夠應付種種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他為人積極向上，對事
物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而且努力不懈，因此在個人及事業上都獲得傑出成就。
陳先生的勤奮，加上穩健的投資策略，為家族事業帶來豐厚的回報。

　　父親陳兆民先生，從小開始，就教導兒子慈善事業——回饋的重要性。
1972 年在香港支持的陳兆民中學是陳氏家族第一個慈善項目。陳一心先生在
啟東修建了六所學校、一個社區醫院及家鄉所需的大量公共建設。2003 年 11
月 29 日陳一心先生溘然而逝，但他一生的慈善工作催化了 2003 年 10 月創建
的陳一心家族基金會（現“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

　　陳一心先生馳騁商界，關愛家庭，慷慨捐輸，一生備受尊崇。這位熱誠
慷慨的慈善家生前非常關注年輕一代的教育，希望他們的潛質得以發揮。以
他命名的陳一心家族基金會將延續這種精神，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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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

關於我們

　　成立於 2003 年，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是一家撥款和運作混合型基金會，
策略重點是借着發展圖書館及推廣閱讀計劃幫助改善幼兒閱讀素養和讀寫能
力。對於能提高教育成效和促進兒童個人成長發展的課外體驗式學習項目，
基金會亦十分支持。

資助項目區域

　　本基金會乃撥款機構，資助在中國內地 
（主要分布於北京、上海、安徽、江蘇及雲南）、 
香港和非洲加納的創新、高效能和具影響力的項目。

使命宣言

　　建立、支援及延續各種提升學習能力和個人發展的創新方法，以培育下
一代的潛能。

包括：
•資助本地有關團體及人士提升能力
•介紹最佳方法或嶄新意念
•擴展成功項目
•鼓勵推廣創新意念
•協助培訓圖書館人力資源
•推廣優質文學
•支持生活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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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寄語

我們很高興呈現此案例，
分享自 2003 年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創辦

以來的一些重點工作。

作為一家基金會，
這些回顧是一次絕佳的機會，

讓我們反思我們已經做了什麼，
我們學到了什麼，

我們可以如何做得更好。

案例將詳述我們的經驗、教訓
及采用的方法，

我們也希望通過分享，
支持他人的慈善之旅。



教育的可變之道 — 快樂閱讀 : 適應本土的新模式

4

教育的可變之道
快樂閱讀 : 適應本土的新模式 

“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了世上的一切，
推動着社會進步，是進化的源泉。”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對閱讀的倡導反映了他們的核心理念：沉浸於閱
讀的快樂童年會帶來終身學習的習慣。本案例由 James Henri 教授所撰寫。
James Henri 教授自 2007 年起擔任基金會閱讀和圖書館項目顧問，借此案例
探究如何發展出比功能性閱讀更為有趣的“快樂閱讀”的文化。

願景
　　從閱讀項目設立伊始，基金會就有清晰的使命。其主要目標就是在中國
農村地區培養“快樂閱讀”（Happy Reading）的觀念。盡管這一詞彙在專業
學術文獻中並不常用，但“快樂閱讀”的意思也並不難理解。基金會相信快
樂閱讀有助於造就快樂的人，賦予他們想象和探索大千世界的能力。正是這
一信念驅動着基金會在那些能夠幫助孩子享受閱讀的項目上持續投放資源。
0-12 歲的中國農村兒童成為基金會閱讀項目的天然目標人群。

　　對所能資助的項目的類型做出限
制是必要的。基金會選擇了以幼兒園、
小學以及家庭與社區為基礎的項目，
這些項目最大程度覆蓋了目標人群。
在地域上，項目重點區域被縮小到陳
家人的故土——江蘇啟東。啟東成為
了先驅項目點，之後又擴展到同在江
蘇省的鄰市海門。後來，項目先後在
合肥市、安徽多地以及雲南和甘肅的
偏遠農村開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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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的持續監管
　　一旦確定將“快樂閱讀”作為資助重點，理事會保持積極主動的監管就
顯得尤為重要。這些監管必須包括：提供充分的資金和資源確保項目達成不
同階段的目標；項目所提供服務的有效性；通過詳實的項目報告來確保從失
敗中吸取經驗；以及在恰當的時機下選擇改進或終止方案。

　　執行總監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項目現場與理事會之間的重要聯系人。執行
總監需要親臨項目所在地、與項目合作伙伴溝通、選擇項目計劃以及監測項
目進展。執行總監必須能夠談妥初始計劃，並有效地處理突發事件。因為執
行總監需要走訪與監管基金會所資助的全部項目，所以項目的地域分布不應
過於分散。在地理位置相對集中的基礎上進行項目支持能帶來良好的監測，
也能促進經驗的分享交流。

先行者
　　在不同的領域和行業，諸多基金會都參與了慈善項目的發起。作為“先
行者”，他們所面臨的挑戰之大不言而喻。對於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來說，
這些重大的挑戰包括：如何向一個廣泛不認可閱讀趣味性的群體介紹“快樂
閱讀”；尋找能夠利用專業知識，識別具備相似理念的當地合作伙伴；說服
利益相關者嘗試值得冒險的先驅項目，以及取得當地政府以及參與者的認同。
作為一個“先行者”，這些都必須在沒有成熟實踐經驗借鑒的情況下完成。

　　在理事會和執行總監對這個領域缺乏專業知識的情況下，挑戰會變得更
加復雜。這就意味着三點：
• 項目實施初期的保守是明智之舉；
• 尋求專業意見很有必要；
• 縮小領域範圍，以加強學習，提升專業水平。

發現問題
　　在基金會開展閱讀項目的初期，圖書館在中國學校形同虛設，尤其是在
農村小學，圖書館僅僅被當作是存放書籍的倉庫，書籍也多以認字、基礎知
識學習等類別為主。書店在農村地區更是難覓蹤影，學校圖書館幾乎又是農
村地區孩子唯一能夠接觸到書籍的地方。閱讀，近似狹義的說教。中國的出
版社似乎對“快樂閱讀”不感興趣，對國外譯作也鮮有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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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家長對於“快樂閱讀”的理念也不支持，他們更希望孩子們把看
“閑書”的時間用於課本學習，以在考試中取得高分。學校裡，喜歡閱讀的
孩子往往是從自己家裡帶書去學校，而非閱讀學校購買的書籍。這些根深蒂
固的思維都需要得到改變。

合作
　　理事會成員意識到，簡單移植國外的點子是絕對行不通的。共擔風險的
合作才能為成功提供最好的機會。首先，有必要找到一位圖書館領域的專家
向理事會介紹學校圖書館，並制定“快樂閱讀”的實施方案。在常常被蔑稱
為“文化荒漠”的香港，圖書館發展已經被視為教育改革的核心。理事會成
員與香港國際學校的圖書館人員進行交流，對方提供了關於構建以“快樂閱
讀”為重點的圖書館平台計劃。

　　此外，建議還強調了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性。包括當地教育部門、學校校
長和家長。學校和家長之間的聯系極為重要。絕大部分農村家庭很可能都處
於“無書地帶”，接受傳統教育的家長們在閱讀方面幾乎是零經驗，對學習
型閱讀沒有興趣，更不用說興趣型閱讀。

　　作為討論結果，理事會開始意識到現代學校圖書館的復雜性以及它對於
師生學習與休閑娛樂的重要意義。尋找合適的試點學校和能為計劃提供持續
支持的當地合作伙伴顯得尤為關鍵。執行總監要具備必不可少的技能，並了
解如何克服當地阻力、發揮當地支持。基金會因為對啟東政策和教育環境的
熟悉而取得便利，這種熟悉與陳家在啟東的慈善歷史相輔相成，為“快樂閱
讀”的迅速開展實施鋪墊了道路。

　　找到一個合適的當地合作伙伴尤為重要。合作伙伴應在當地擁有適當的
規模和人脈關系，以確保各種阻礙都能通過協商得以成功解決。基金會確定
“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關工委”）是一個合適的組織，與關工委由
此建立了緊密的伙伴關系。關工委能夠聯絡當地學校與教育局，並通過他們
對教育政策和教育實踐的認知，協助基金會實施計劃。借助在當地的地位，
關工委還能夠協助解釋項目並爭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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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這樣的合作關系有其價值，它提升了閱讀在重要利益相關方心目中
的位置。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基金會和關工委之間觀念的差異日益凸顯。
關工委更關心考試分數，對閱讀的重視局限於為應試做准備，而非閱讀興趣
和閱讀習慣的養成。

　　受啟東項目早期成功的鼓舞，基金會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尋找其他機會。
因為啟東的成功經驗在人際網絡中廣為傳播，不少人通過“朋友的朋友”找
到了基金會。遺憾的是，與關工委的合作模式在別處不可復制，基金會需要
尋找更多新的途徑，包括與當地 NGO 建立合作關系，或者資助當地機構的
閱讀推動計劃。在這一過程中，基金會學到了重要的一課：若是沒有合適的
當地合作伙伴，計劃通常則不宜開展。

監測評估
　　“快樂閱讀”行動極度倚賴人與人之間的頻繁交流。這在早期非常有必
要，能夠確保合作關系和項目計劃皆在正軌。實地探訪為項目雙方建立關系、
促進項目間交流、提供支持、傾聽當地需求都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其中，傾
聽最為重要，能直接了解當地的需求，找出誤解和需要幫助的地方。

　　例如在早期，由學校發起的議題總是關於如何整理圖書館館藏以及如何
確保書籍不失竊。書被認為貴重如金，圖書館因此常常將書籍重重緊鎖。有
些圖書館為了防止書籍丟失，索性概不外借。基金會花了巨大的工夫，讓這
些學校明白書不是黃金而是糧食。作為糧食，就應該被“吃下”。如果在使
用期間丟失或者損壞，也不一定是壞事。衡量圖書館好壞的標准不是學校擁
有書籍的數量，而是每個孩子喜歡看多少書。花費大量時間為書籍編碼和防
盜不重要，重要的是該怎麼
擺放才能讓孩子一眼就看到
他們的心頭好。同樣地，師
生們共同推廣好書，遠比評
選“閱讀之星”更重要。作
為圖書館，如何能對讀者產
生吸引力、如何讓閱讀變得
便捷，這兩者應該優先被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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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書和適宜閱讀的好書之間區別很大，所以更大的挑戰就是讓當地合
作伙伴充分認識到兩者的區別。令人困擾的問題是在折扣面前如何該衡量書
籍品質。合作伙伴通常會因為折扣而把整筆預算砸在一個供貨商身上，事實
上這類采購的書籍往往不適合孩子們閱讀，但他們似乎並未考慮這一點。

　　對於書籍采購，學校通常都缺乏判斷力。在最糟糕的案例中，教育局包
辦了整個購書流程，進行采購招標，價低者得標。教育局本身幾乎沒有具備
專業出版知識的人員，也沒有為學校購書而專門培訓過的人員。一些學校因
為收到低質量的廉價書籍陷入尷尬，棄之不用的這些書籍，只在年度檢查時
拿出來展示，應付檢查。

　　另一個常見問題就是指派不恰當的圖書館負責人。在大多數案例中，學
校在圖書館人員方面的選擇都是糊裡糊塗的，最後往往由廚師或者園丁頂上。
很明顯，這就是一味追求教學，而忽略了藏書豐富、專業人員齊備的圖書館
的重要性。而選擇一位熱愛閱讀或者能夠創造“閱讀綠洲”的人，並不在學
校的考慮範圍之內。

　　基金會在這個過程中也學習到，設定恰當的項目衡量指標在監測評估中
至關重要。 “快樂閱讀”項目由於經驗缺乏而受阻。加之缺少適當的研究對
作為指導，又加重了問題。項目走訪中，缺少專業人士的參與——雖有基金
會的香港顧問全權負責項目走訪，但卻沒有合適的本地項目走訪人員。所有
這些都意味需要采取補救措施。

　　有時候，成功路上最大的障礙來自對象本身，他們告訴資助者他們 
所“認為”資助者願意聽的話，而不是資助者真正需要聽到的話，甚至誇大
要點，扭曲事實。不慚愧地說一句，領悟到“不是所有種子都會發芽”這一
道理很有必要，因為有太多現實的因素，諸如貧瘠的土壤、無知的園丁、
不恰當的耕犁、糟糕的氣候、疏於施肥澆灌等等，對於園藝來說如此，對 
於“快樂閱讀”也同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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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練與失誤
　　在計劃和實施階段，往往要先遭遇失敗，才能取得進步，“快樂閱讀”
也不例外。當一個計劃沒有取得預期進展，我們就一定要找明原因：是一開
始的想法就錯誤嗎？又或者想法正確，是沒說清楚？或者計劃不夠好？還是
實施不當？

　　“快樂閱讀”計劃曾一度顯出頹勢，基金會當機立斷，決心從頭到尾復
審整個項目。這次復審由香港大學教育系的專家們領頭，他們都是在閱讀和
學校圖書館建設方面極具經驗的專業人士。復審過程兼容並蓄，既吸收了外
國同類項目經驗，又包括中國國內的實地考察。復審結論推斷出，項目存在
着一些亟需解決的顯著問題，也指出包括象 Room to Read 這樣的優秀組織，
其項目模型在中國農村也不易實施。根據詳盡的復審結果，基金會聘請專家
為持續發展設計出一套穩健的項目模型，它兼具持續性和擴展性。專家們給
出的解決方案被稱作“閱讀曼荼羅 Reading Mandala” ( 見下圖 )。

注：閱讀曼荼羅 Reading Mandala，是 2007 年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會顧問走訪國內多個閱讀
項目後，結合國內外閱讀推動項目的經驗，開發出的“以兒童為中心”的閱讀項目模型。此
模型兼顧了閱讀項目的持續性和擴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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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每兩年會在中國內地和香港舉辦一次國際閱讀論壇，“閱讀曼荼
羅 Reading Mandala”即成為第一屆國際閱讀論壇的焦點。這些相互交流的
論壇讓大家有機會交換最佳實踐經驗、實現革新創想、挑戰固有思維，更能
讓人傾聽到當地人的心聲。從大家對於 RM 模型的反饋中，基金會找到了需
要進一步檢視和完善的關鍵問題。

　　一個最直接的變化就是“快樂閱讀（Happy Reading）”的命名問題。“閱
讀曼荼羅”采用了在專業和學術文獻中隨處可見的“趣味閱讀（Reading for 
pleasure）”一詞，但這個詞彙尚未在中國試水。這也正是“閱讀曼荼羅”受
到質疑的地方。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觀點是“學海無涯苦作舟”，而從閱讀
中找樂子的西方觀念顯然不被中國文化所容。因此，“趣味閱讀”被推薦更
改成  “自由自主閱讀（Free Voluntary Reading）”這一更為大眾接受的說法。
“自由自主閱讀”要求學校圖書館能夠擁有包括小說和非小說在內的豐富館
藏，並且能夠提供便捷途徑，讓書籍隨手可得；同時將閱讀視為學校較為重
要的活動，並提供閱讀時間，培養閱讀興趣。

經驗教訓與計劃實施
　　過去數十年間，基金會在如何最好地准備與實施新計劃方面學到了不少
經驗。在任何計劃中，選擇學校時，很有必要了解學校的動機。這所學校是
否有過此類項目嘗試？這個項目與學校其他項目是否具有可比性，能否兼
容？學校追求成功是真心為了學生還是只求校方名聲？學校與教育局的關系
如何，能否讓這些新點子有扎根成長的機會？

　　基金會深知，成功需要堅韌的毅力和不斷的關注。要為學校提供相互學
習的機會，鼓勵反饋和對進步的渴望，這非常重要。但在文化背景和政治體
系不同的情況下，成功不能簡單移植。就算僅在中國，教育部門之間的不同、
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差別也是顯而易見的，再好的項目想要移植過來，也應該
做出改變。盡管竭盡全力去發展的項目兼具持續性和擴展性，也必須考慮和
注意到學校之間的顯著差別。（有的校長是政客，有的不是；有的學校有過
成功創新的歷史，有的沒有；有的學校背後有社區支持，有的則沒有。）花
時間去認清這些因素，對於任何新項目的成功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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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基金會已經在閱讀及圖書館建設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足
以被稱為中國的領軍人物。基金會因在中國內地推廣“快樂閱讀”而入選了
2014 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最佳實踐獎。除啟東外，各個先驅項目所帶來的洞察
力源源不斷地注入了合肥“石頭湯”閱讀旗艦項目，該項目將在另外的案例
研究中詳述。而基金會在啟東面臨的挑戰，引發我們對在中國大陸推廣其他
教育模式的一些關鍵問題的思考。

• 在語言教學中，漢字總是要通過認真仿寫才能學會，在這種情況下，陳一
心家族慈善基金應如何對傳統教育中“復讀、模仿、背誦”的理論進行改
革？讓創新的模型適應當地環境極為重要。在英文國家，例如自然拼讀法
這樣的實驗性方法論被認為是學習字母表的可替代方法，但在漢語語境中
就行不通。

• 在該領域沒有前人經驗和知識的情況下，如何在不熟悉的環境中選擇共擔
風險的當地合作伙伴？先前的案例已經表明這樣的合作關系關乎項目成
敗，我認為基金會需要更嚴格地考慮究竟自己想從合作伙伴處找到什麼，
以及項目初期的技能匱乏該如何克服。（對於任何想要改變沉痾舊疾的公
益機構來說，這是尤為棘手的挑戰。）

• 引入“外來思維”並將其培養得枝繁葉茂的最佳方法是什麼？在儒家思想
的藩籬下，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還能夠在哪些其他的中國傳統中獲取靈
感？但這並不意味着只認同本土的思想。無論來自何方去向何處，開拓者
們總是不合潮流的。基金會的工作前提必須是，此種方法確實可行，且具
有很強的說服力。

• 若基金會因為鼓勵獨立思考而被扣以“個人主義”之名，那麼值得注意的
就是，中國最大的社會經濟挑戰將來自於創新精神的匱乏。中國若想從工
業化發展至後工業化社會，必須擁有活力，擁有勇於打破常規、具備創
造思維的企業家。儒家思想體系的建立，使中國的社會風氣變得嚴格盲
從、等級森嚴，鮮有人對此批判，多數人選擇從眾。但資本主義要求的卻 
是“顛覆性思維”，這樣才能打磨和發展出新產業。只有當教育體制呼應
社會需求、銳意進取，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革才能可持續地發展下去，基金
會正力圖成為這一變革的催化者和響應者。



教育的可變之道 — 快樂閱讀 : 適應本土的新模式

12

• 最近，關於中國教育體制的電視紀錄片成為風潮，其中的大部分都在關注
嚴格的教育紀律和應試高分。它們讓我想起了趙勇的書《誰害怕大壞龍：
為什麼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優秀（以及最惡劣）的教育體制》，《紐約書評》
對其這樣評價：

　　“趙在書裡寫道，中國陷入了西方的溢美之詞中，雖然努力想要打破
制約創造性的應試傳統藩籬，卻被西方人的贊美所累，不敢輕易拋棄造就
高分的教育手段。”

　　這是巨大的諷刺，也是對中西方認知之間復雜作用力的深刻洞見。我想
知道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在中西方傳統帶來的多樣實踐經驗中尋求提升的同
時，是否也有足夠空間去打破這樣的反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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