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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防治关键在预防 
 

白岩松 

 

 

 

———————————— 

注：2006 年 12 月 23 日，中国科技会堂，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

人、青爱工程形象大使白岩松在“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

工程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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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知道，形象大使是一个责任，不是

一个荣耀，但是我还是愿意感谢青爱工程给了

我一个信任。 

在我看来，“名、利、权”都是中性词，

看你往哪儿用，如果更多的往个人利益方面用

的话，可能就会变成贬义词，如果往大家需要

的地方用的话，可能就会变成褒义词。电视节

目主持人和任何岗位一样都是普通的工作，但

这项工作有一个特征，通过让人家认识之后来

做好你的工作，因此有了一个虚名，非常感谢

青艾工程，给了我一次，把“名”这样一个词，

向褒义词方向推进的一个机会。非常感谢。 

形象大使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不希望

只作为一个形象，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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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使，我也跟青艾工程有所沟通，我希望每

年能做具体的事情，包括去一些基层的学校，

通过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会起到

一点的作用关注青艾工程，希望能够把我忘掉，

推动青艾工程，这样的话我大使的工程做的才

好，不仅仅停留在形象上。 

第三，刚才各位领导和专家都提到了，我

们的很多事情，其实在买棺材而不买药，比如

说在我的新闻生涯当中，曾经面对过一次火灾，

让我记忆深刻，我们采访报道的。在中国北方

有一个宾馆里面发生了一场大火，里面住了一

半的日本人，一半的中国人，最后死亡的几十

位受难者都是中国人，日本人没有一个死的，

为什么？他们从小受到了很好的防火逃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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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识训练。 

前不久我认识一个人，在内蒙古开车的时

候发生了车祸，最后送到了北京，很有可能瘫

痪，医生说你下意识的把安全带系上的话，就

不会受硬伤，而不会导致脊椎断裂。 

那么艾滋病同样如此，当我们要政府花大

气力，出这么多的钱，去解决和面对艾滋病问

题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在预防方面做更多的工

作的话，事半功倍，甚至是半都不到我们付出

的成本。所以青艾工程就是这样一个，也许你

看不到像我们解救了多少其他的艾滋病患者，

帮他付出那么多的，像买棺材一样的感觉，但

是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使大多人远离了艾

滋病。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买药，而不是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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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获取有时候会

有一种担心，我希望我们在做预防的时候也有

很多实际问题要承担。比如说我和青艾工程也

会在五年的时间里面用 20 万元的基金，去帮助

家庭中拥有艾滋病孤儿的老人，我去过一些艾

滋病村，我想王部长应该更清楚，有很多家庭

现在变成的是，家里没有中年人了，仅仅是老

年人带着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感染艾滋病而

离开，因此老人就有双重悲伤，一种悲伤是自

己儿或者女的失去，另外一种悲伤，本来是夕

阳红的时候，他们要承担这样大的责任。我们

希望每年帮助这样的家庭，起码渡过一些难关，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示范。 

最后特别想要说的是，经常有人会问，当



 

   - 6 -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去做公益事业的时候，图

的是什么？我觉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不会

形成一种更好的互动，也不会有更多的人重视，

正如刚才那个学生说的青艾工程 logo，我觉得

有利可图，因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所以有了

一种平静，对于中年人来说这种平静是奢侈品，

我希望大家在承担责任的时候，让自己的内心

多一种平静，这个社会需要一种平静，我觉得

这是对浮躁的反抗。 

我知道青艾工程短期的目标，我的任期是

五年，青艾工程的短期目标也跟五年有关，希

望在五年的时间里面，在中国的一万所学校，

每所学校投入一万块钱，就可以把这方面的教

育做的很好，目标是一个亿，我还是愿意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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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60分的标准，如果大家共同努力的话，也

许可以达到 80 分。 

另外需要各位朋友监督的是，第一青艾工

程在基金管理和各方面来说，装在一个透明的

玻璃匣里面，让大家放心。同时就我个人来说，

到学校进行教育的时候，不要浮于形式，就像

我们的教育不是没有教材、相关章节，但是大

家掩耳盗铃一般的仿佛做了这方面的教育，我

希望做扎实了。一万所学校，我希望个人承担

这一万所学校当中的五所，当然这只是万分之

五，还需要更多人的帮助。谢谢各位，我觉得

摇旗呐喊，共同来做，让我们热心更多一份奢

侈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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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平静越多 幸福就越多 
 

白岩松 

 

 

 

———————————— 

注：2008 年 1 月 6 日，北京嘉里中心，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青爱工程形象大使白岩松在“佳美丽家把爱献给您——慈善爱

心沙龙”上的讲话。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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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是好瓷，希望我也说点好词儿。怎么说，

以前说巾帼不让须眉，我说从 08 年的时候改

了，以后流行的话叫：须眉不让巾帼。 

因为我刚刚在昨天看到一个杂志，《2007

年的最佳团队》评为全世界的女性。因为随着

阿根廷等等越来越多的国家、美国这块也差不

多了，我估计中国也快了。所以我愿意提早把

这关系处好，希望你们将来领导我们的时候更

慈善一点。谢谢各位！ 

好，这是一个开场白。其实我为什么把郭

总叫来说声对不起!我没有这么急，但是这个以

为，我没急到非要打断人说话的地步，但是人

家给打断了，我特别不好意思，向你道歉！ 

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你是一个爱的缘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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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关我刚才说的瓷是好瓷，希望大家都留点

好的念想。我要说一下这个主题，我来这的主

要原因是因为我现在是这个关注艾滋病防治教

育的形象大使，走到哪都要去说，在节目里说，

在哪都要说。 

但是，另外我也会有一种自己的角色，我

是希望好事办好，因为从一开始，说句实话中

国的很多这方面的公益事业我也在参与，在做，

好事办好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心，好事要办不好，

比坏事办好还让人恶心，所以我就希望把好事

办好。 

今天也是一个尝试，所以来了好多的大姐、

姐妹，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其实更重要来

说希望每一个姐妹，今天当你们参与了这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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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后在回家能有好多天内心特别平静，我觉

得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求得都是

内心的平静。  

我在当这个形象大使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

句话， 我说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

事情， 我说，说不图什么是假的，但是图名恐

怕不，因为往往还拒绝嘛，做这件事的时候，

图利更不可能了。但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人

到中年之后内心能够平静，是非常大的一种幸

福。希望能通过做参与到这样的事情当中的时

候，内心的都有点平静，跟各位姐妹分享希望

大家也是如此。因为我一直有个感受就是平静

越多幸福也就越多。 谢谢各位！ 

接下来咱俩干点正事，词不一定说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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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是好瓷。我要负责拍卖

两套瓷，所以要先跟大家套套词，多给点面子。

开始我还不知道我要帮着拍卖两套，所以我带

来了五本书，《岩松看日本》，还都签上了字。

多多感谢你的爱心，组织者没提这种要求，是

我自愿的，我送给五位拍出数最多的当作纪念，

留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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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防治要从青少年抓起 
 

白岩松 

 

 

 

———————————— 

注：2008 年 4 月 27 日，河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青爱工程形象大使白岩松在“《梨园春》百名擂主在行动‘青

爱工程’主题晚会”上的讲话。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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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男）：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

还特别邀请了一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青爱工程形象大

使白岩松。 

主持人（女）：我们掌声欢迎白岩松。白岩松

今天是第一次到《梨园春》，怎么样，感

受到我们河南观众的热情了吧。（热烈掌

声） 

白岩松：谢谢！能在一个“尊老”的节目里做

“爱幼”的事情，是一个让人非常开心的

一种感觉。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知道《梨

园春》是一个“以弘扬中国传统戏曲文化

为己任”的名牌栏目，这从文化的角度来

说是“尊老”。但是青爱工程呢，是由中



 

   - 15 - 

华慈善总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于 06 年 12 月

启动的一个在艾滋病的威胁面前，通过对

青少年的艾滋病知识的普及来抵抗艾滋病

侵袭的公益项目。所以我说你看“尊老爱

幼”是中华最传统的一种美德，今天在这

个舞台上汇合在一起，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开心。 

主持人（女）：平常大家都是在央视的屏幕前

看白岩松主持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从掌声中我也听出了观众的一种期待和渴

望，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多和您进行一些面

对面的沟通。因为您一直做青爱的爱心大

使，所以借这个机会也和我们大家分享一

下做这个爱心大使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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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我觉得大家一定在期待着，就像每一

次期待《梨园春》里那些精彩的唱段一样

期待，但是我说的肯定没有唱的好听。我

非常简短的说啊，青爱工程，其实就是通

过在中国的中学、大学这样的学校里，面

对青少年，在每个学校里力争去建一个“青

爱小屋”，然后通过“十个一”，我不去

列全了，比如说一个专职的老师、一堂课、

一个讲座、一部电影等等等等，让青少年

有防范艾滋病的知识和能力。 

透过这“十个一”，其实我更在乎是

第十一个一，和第十二个一，那就是一生

幸福，一生平安。我觉得才刚刚起步，还

需要大家的帮忙，因为真正的敌人是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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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现出来的敌人。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多买一些药，可能用老百姓常说

的话就是：多买点药，就少买点棺材。我

觉得这种特通俗的说法特别有道理，好多

事情就是这样。 

足球既然要从娃娃抓起，防治艾滋病

也要从青少年抓起。我觉得我们就会有共

同的感受。在这呢，我向大家推荐、介绍

一位朋友，青爱工程里有一位从挪威来的

Merry小姐，做了 9个月的志愿者了，她在

这项工作里得到的唯一回报是能吃到每天

一顿免费的午餐，剩下全部都是自费。今

天她也来到了现场，是不是跟我们说一句。 

主持人：掌声送给她，来我们认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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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我很喜欢我的工作，谢谢！（热烈掌声） 

白岩松：谢谢你！其实她用这个很标准的中文

说的是“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听得到

你内心的声音是“我很喜欢我的责任”。

恰恰“青爱工程”的形象标志、LOGO 就是

一个责任的“责”字。我觉得作为“青爱

工程”的形象大使，我更愿意叫宣传员，

我能做的就是多说一些话，给您不断的鞠

躬。但是在座的每一位，希望你们能用你

们的爱心和实际行动去帮助每一个孩子一

生平安、一生幸福！谢谢你们！（掌声） 

主持人（女）：谢谢白岩松！ 

主持人（男）：不愧为名嘴，多么精辟的演讲。 

白岩松：最后我要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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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看的这一段终于过去了，接下来就是

好看的。（观众笑声） 

主持人（女）：其实这一席话让我们感受到了

白岩松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很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谢谢您！ 

白岩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谢谢！ 

主持人（男）：你让我们对“青艾工程”，和

如何做好“青爱”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

谢谢！ 

白岩松：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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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爱工程 爱的教育 
 

白岩松 

 

 

 

———————————— 

注：2009 年 11 月 3 日，成都大学，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青爱工程形象大使白岩松在“青爱工程全国首家基地暨二十一

所青爱小屋授牌仪式”上的讲话。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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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这个欢呼声中，我似乎听到了超

女和快男的某种娱乐氛围，也许媒体的记者，

和现场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是为了娱乐而来，看

一看活着的白岩松，但是其实今天的活动是为

了让我们的青少年更好的活着，一生幸福。 

这不是一个娱乐的内容，是一个严肃的内

容，那么明天如果媒体的记者愿意在版面当中

多谈一谈这些严肃问题的话，我在这里向大家

表示感谢了，谢谢！ 

其实我们青艾工程好像跟成都，跟金牛区

注定有缘。我们还有一个多月就要成立三年了，

在这三年里头，过去一年最忙，因为发生在金

牛座的一件事情改变了我们的路程。金牛座，

从星座的角度来说是从 4 月底到 5 月底，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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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12 大地震就发生在金牛座，那么 5.12 大

地震发生之后，青艾工程迅速的开出了一个分

支，就是 1+1 的心理救援活动，也恰恰就在四

川做了很多很多，这一年没少跑，前几天又刚

在绵竹挂牌。 

金牛座的第一个特点是日期改变了我们的

行程；第二个，我觉得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

们又回到了青艾工程的这个话题上，这就是金

牛座的第二个特点，金牛座的人都比较踏实，

希望我们的工作能比较踏实。不过我还要说和

成都的关系，我喜欢成都的这个“成”字，因

为这一个“成”是成长，是成人，是成熟，是

成功。 

这不管是我们 1+1 的心理救援，还是青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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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其实都与这四个“成”紧密相关。希望，

尤其青艾工程，希望大家在成长当中能够成熟，

能够成功。回到青艾工程来说，青艾工程这个

名字大家一看：哦，跟艾滋病有关。然后跟大

家有时候说不出口，但是又必须去面对的性教

育有关。 

其实我个人认为，我早就想把这名字改了，

或者说在我的心里就已经改了，我认为这个

“艾”既是艾滋病的“艾”，更是人间大爱的

“爱”。与其说我们是这个“青艾工程”，不

如说那个“青爱工程”，我们是“爱的工程”，

我觉得一方面这是对的，我们本来就要做关于

爱的心理、爱的方法和爱的安全的教育； 

另一方面我的这种说法也符合中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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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很多的人

谈性教育色变，谈艾滋病，知道其有，但依然

还躲着。但如果用“爱”这个词来替代的话，

“青爱工程”畅通无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成

都大学也好，我们的金牛区教也好，包括我们

全国各地也好，要用那个“爱”的“青爱工程”

来理解这个工程，我们要把它变成“爱的教育”。 

因为四川地震的废墟现在就已经很快展新

颜了，我们前两天去绵竹，我相信马秘书长这

种感受也特别深，这种废墟很难见到了。但是

在中国青少年的教育当中，爱的教育一直是个

废墟，希望青爱工程把它填补。 

只有做好人间大爱的这个“爱的工程”，

才能够防治艾滋病，才能够使性教育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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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进每一个教室，走进每一个家庭。我也恰

恰认为中国青少年最缺的就是这个“爱的教

育”。所以没必要顾忌，没必要忌讳，没必要

不谈，只要谈“爱的教育”没问题，它本身就

包含着防治艾滋病和青少年性健康这样的内

容。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它将使“青爱工程”

长命百岁，永远做下去，爱是没有尽头的，这

是我的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其实在做这个青艾工程的三

年里头，我不仅仅是说说话，我做每一形象大

使都在做形象，做策划者，做监督者。 

从策划者的角度来说，我希望青艾工程在

目前中国慈善事业转轨和变革的最重要的时

间，变得更加现代化，更有效率，更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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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 

不要害怕现在每天所面临的痛苦，痛苦是

使你现代化，使你更加长治久安的一个必经过

程，我觉得全社会希望来监督青艾工程，让它

成为中国很多个爱心组织当中最现代化的一

个，但是要通过现在的痛苦去走过去。 

第二个是监督，我希望全社会来监督，让

这个青艾工程，不管是善款，还是善举，都能

有善果。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清正廉洁不说了，

还要有效果。 

没有效果，将来一个落满灰尘的青艾小屋

又有何意义呢？落满灰尘的青艾小屋不是一个

爱的结果，是一个苦涩的结果，所以在这里我

衷心的希望来拿走牌子的所有学校的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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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来每天当你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谢谢

您能想一下我能为它添加什么？ 

说句实话，从青艾工程，从我们每一个人，

从银俊，从李扁，从我，尤其是从咱们的主管

部门，从这个慈善总会啊，从这个教育学会等

等，医师学会来说，我们想的多明白了，说一

二三四五六七全写明白了，你就照着办就完了，

没到这一步。青艾工程依然需要被挂牌的无数

个学校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勤奋智慧去为青艾

工程添加更多实际的内容，你们才是老师，我

们依然愿意做学生，但是在做学生的过程中，

做一个很好的推动者，去给你加一把劲，在需

要的时候我们再多做一些什么，共同的目的让

这个小屋永远不落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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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的是，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跟

青少年有关，都要成长，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

亲，我也面临爱的教育，中国只有在我们的青

少年当中添加了爱的教育，这里包括爱的心理、

爱的方法、爱的安全，然后懂得爱自己，爱身

边的人，爱家人，爱这个社会国家，这个是国

家将来最有希望的。如果我们全富裕了，但谁

都不懂得爱，那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一幕。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你们幸福，你

们幸福了，懂得爱了，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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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爱工程简介 

 

    青爱工程，是对青少年进行爱的教育。原名“青艾工程”，

全称“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经其首任形象大使

白岩松建议，于 2009 年改名“青爱工程”。项目启动伊始，

针对艾滋病防治，青爱工程明确主张：青少年艾滋病防治，学

校是基本面，性教育是主战场。 

    创建“青爱小屋”是青爱工程主推的项目。即是与大中小

学幼儿园共建“青爱小屋”，给学校赋能，帮助学校建立开展

以下五方面教育的能力：防艾、性健康、心理健康、传统文化

及慈善教育。传统文化是 2014年建议加入的内容。 

    五个方面的教育，处理五个维度的关系：艾滋病防治处理

两种生命的关系、性健康教育处理性别关系、心理健康教育处

理身心关系、公益慈善理念培育处理人我关系，传统文化教育

处理我与天地、祖先之关系。 

    青爱工程的 LOGO，是由青少年的青字头，加上艾滋病的艾

字，组成一个责任的“责”字。意在引导青少年建构“我”与

“天下”的关系：天下兴亡，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如何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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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个切入点，有一个抓手，即是小屋。这个 LOGO，周围是

五片艾叶，所谓“先有一个圈子，后有一个时代”，代表社会

各阶层携手关心青少年，关心祖国未来。五片艾叶，象征五星、

五环、五行，乃至五个手指，一手托起兴亡之责；又代表“工

农商学兵”及社会各行各业共同关注青少年。 

    在方法论层面，青爱工程主张从小事做起，“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广大青少年，皆是志在天下，但首先要做好眼

前的事，立足现实，“志向要远些，目标要近些；选择要远些，

行动要近些。”中国古人还有一句名言，与前一句相辅相成，

即“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小屋虽是一隅，若无大局

观，小屋也做不好。 

    青爱工程自 2006 年启动，到 2014 年底，已在全国 20 个

省市500多所大中小学幼儿园援建了“青爱小屋”或“心联小

屋”（灾区版青爱小屋），基本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与当前中国教育体制相适应的学校性健康教育、慈善教育的途

径，颇受社会各界关注。全国各地积极申报“青爱小屋”的学

校、教育局、文明办、宣传部、计生协、科协等机构日渐增多。 

    青爱工程最初由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主办，民进

中央是其支持单位。2011 年进入第二个五年，主办单位之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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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总会变更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中华

儿慈会），并在中华儿慈会名下设立了“青爱工程”专项基金。

2014 年，青爱工程在既有框架之下，注册了独立法人机构——

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九、十届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担任青爱工

程总顾问。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任青爱工程首席

顾问。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任

青爱工程首任领导小组组长。白岩松任首任形象大使。 

    青爱小屋是永久设施，是慈善机制。体制内外的资源，都

可贡献于其中。通过学校及社会各界的持续关爱、不断援助，

使小屋能力日益成长，社会共识在此凝聚，日积月累，移风易

俗。青爱工程的使命是“促进青少年爱的教育，创建负责任的

社会组织，以良好社会影响回馈捐赠人和支持者，使爱和善人

人可及”。愿景是“万间小屋，万方福田。”  

 

 

 



 

   - 32 - 

 

 

 

 

 

 

 

 

 

 

青爱工程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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