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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hinese Media Coverage 

 
1. 中国网 China.org 

 
http://china.org.cn/chinese/2017-06/22/content_41079048.htm 

 
22 June, 2017 

 

2017 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在京举行 

 
中国网 6 月 22 日讯（记者 吴瑾） 

昨日，来自国内外的 100 余名嘉宾参加了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在北京举办的

“2017 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社会性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慈善基金会管理

人员等嘉宾在现场讨论了社会性别与慈善的各方面话题，如社会性别平等纳入慈善发展的

国际标准和在中国的实践、慈善基金会实施项目中面临的挑战、慈善基金会和企业如何改

善捐赠机制等。 

中华女子学院刘伯红教授在论坛上讲述了一个故事：为了治疗偏远村庄妇女的妇科

疾病，有机构给那里的妇女提供了一批补助金，希望让她们买卫生巾和医用药物，然而这

些妇女却把钱都花在了给丈夫买烟和给儿子买书包上，因为在她们的信条中，丈夫是家里

的顶梁柱，而孩子上学需要双肩包。 

在分享完这个故事后，刘教授强调：“没有社会性别视角，我们的捐赠就达不到目

的。” 

同样，在当天的会议中，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国别主任汤竹丽女士也强调了战

略扶贫的重要性。 

她认为：“鉴于慈善义务，国际以往的经验表明，我们需要致力于战略性的慈善，也

只有这一方式能有效地应对最弱势、最被边缘化的人们的需要。” 

汤女士的一席话与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中国主任兼首席代表高倩倩交相呼应。高

女士在发言中强调，如果没有细致的慈善分析及谋划，两性平等举步维艰。 

在她的主旨发言中，高女士说：“无论我们提供何种资助，我们需要理解不同性别的

扶困对象的不同需求。” 

在当天的活动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海瑟•格雷迪在主旨发言中将慈善分为了机

构慈善、公司慈善及互联网慈善，并称中国是互联网慈善发展最迅速的国家。 

在格雷迪的讲演中，她认为世界需要具备有实力的技术，才能保证两性平等，保证

妇女及女童的权利。她倡导人们打破桎梏，扭转将妇女作为传宗接代和照看孩子的工具的

刻板印象，改变妇女在商界及政界面临稀少上升空间的现状，并呼吁构建“长期发展至为

重要的性别网络”。 

作为联合国妇女署国别亲善大使，著名演员佟大为先生呼吁人们改变固有的性别歧

视论，尤其是那些不经意但又本能地认为男性高于女性的陈旧思想。 



“在中国的学校里，经常有这样的论调：别看初中女生学习强，但到了高中，男生就

会超越女生，”佟大为说道。他认为这样的想法虽小，但它却是一种深深植入的对女性的

歧视。 

他认为，为了更好地将性别平等的意识付诸实践，人们需要关注每件小事，例如确

保男孩和女孩都有机会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而这件事不关乎性别。 

   2. 硕博英才网 shuobojob.com 

 

http://www.shuobojob.com/news/xwjj/2017/0626/68815.html  

 
June 26, 2017 

 

2017 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在京举行  

 
Same as number 1.  

 

 

3. 新华网 Xinhua Net 

 

http://www.sn.xinhuanet.com/2017-06/22/c_1121190941.htm  
 

22 June 2017 

 

  佟大为国际论坛发表演讲 为女性发声感动观众 

 

 

http://www.shuobojob.com/news/xwjj/2017/0626/68815.html
http://www.sn.xinhuanet.com/2017-06/22/c_1121190941.htm


 

 昨日（6月 21日），2017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知名演

员、联合国妇女署国别亲善大使佟大为受邀出席，与到场嘉宾一同分享社会生

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发声。论坛上，佟大为发表题目

为《从小事做起，消除刻板印象》的演讲，倡导大家从身边做起，消除引起社

会性别不平等的固有偏见，并与大家分享南希-史密斯的诗词，“只要有一个女

人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定有一个男人没有享受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呼吁

父亲参与家庭责任与孩子成长，感动在场观众，获得热烈掌声。 

  论坛上，佟大为以自己和太太关悦为例，解释性别偏见，“大家常说，我

作为演员，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我太太背后的支持，因为她把家庭和孩

子照顾得很好，的确如此，我感谢我的太太关老师”，但是，佟大为同时强调

称，男性与女性在家庭里、社会上，发挥的作用是同样重要的，“我们不能只

看到我太太在家庭中发挥的作用，还应该看到她在影视项目出品制作、公司管

理等方面的作用，并且她在这个过程中还拿到了两个硕士学位”。现场，佟大

为还表态称，以后也会继续支持太太在工作上和学习上有更好的发展。 

  谈及生活中常被忽略的性别刻板印象，佟大为分享了自己在陪伴孩子成长

中遇到的例子，“很多家长都说女孩子应该学习一些文静的东西，男孩应该学

习一些对抗性强的东西，因为男孩长大后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佟大为否定这

样的性别观念，称生活中从不会干预孩子的选择，女孩走向社会面临的压力不

会比男孩少。佟大为还补充道，“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说女孩上了高中成绩

就不如男孩了。可是清华大学里面至少有一半是女同学，事实已经证明这个说

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是这个偏见已经根深蒂固，佟大为就曾听到过一个

初中女学生安慰成绩不如自己的男孩，说女孩上了高中成绩就不如男孩了。 



演讲结尾，佟大为还与大家分享了南希-史密斯的诗歌《只要有一个女人》

中的两句诗词，“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定有一个男人没有享

受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以此来强调父亲参与家庭责任的重要性，呼吁“父

亲产假”，感动在场观众，获得热烈掌声。佟大为开玩笑称，每次太太休产假

自己也会跟着“坐月子”。在和联合国妇女署的合作过程中，自己越来越意识

到，生孩子是生理性别决定的，但照顾孩子是男女共同的责任。推行父亲产

假，可以使男性照顾责任从制度上成为可能，“如果男女都休产假，还有哪个

单位会因为性别问题歧视女性”。 

4. 云南信息港 Yninfo 

 

http://ent.yninfo.com/bg/201706/t20170622_2487627.html 

 
22 June 2017 

 

   佟大为国际论坛发表演讲 为女性发声感动观众 

 
Same as number 3. 

 

5. 龙华网 ilonghua 

 

http://ilonghua.sznews.com/content/2017-06/22/content_16528207.htm  

 
22 June 2017 

 

   佟大为国际论坛发表演讲 为女性发声感动观众 

 
Same as number 3. 

6. 保定频道 Hebei.com.cn 

 

http://bd.hebei.com.cn/system/2017/06/22/018358844.shtml  

 
27 June 2017 

 

   佟大为国际论坛发表演讲 为女性发声感动观众 

 
Same as number 3. 
 

 

7. 灿星娱乐 Canxing Yule 

 

http://www.canxingyule.com/Stars/20170625622.html 

 
25 June 2017 

 

http://ent.yninfo.com/bg/201706/t20170622_2487627.html
http://ilonghua.sznews.com/content/2017-06/22/content_16528207.htm
http://bd.hebei.com.cn/system/2017/06/22/018358844.shtml
http://www.canxingyule.com/Stars/20170625622.html


佟大为国际论坛发表两性演讲 为女性发声感动观众 

 
（6 月 21 日），2017 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知名演员、

联合国妇女署国别亲善大使佟大为受邀出席，与联合国妇女署国别项目主任汤

竹丽(Julia Broussard)等社会各界关注妇女儿童发展的爱心人士一同分享社会生

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发声。论坛上，佟大为发表题目

为《从小事做起，消除刻板印象》的演讲，倡导大家从身边做起，消除引起社

会性别不平等的固有偏见，并与大家分享南希-史密斯的诗词，“只要有一个女

人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定有一个男人没有享受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呼吁父

亲参与家庭责任与孩子成长，感动在场观众，获得热烈掌声。 

 

 
论坛上，佟大为以自己和太太关悦为例，解释性别偏见，“大家常说，我作为演

员，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我太太背后的支持，因为她把家庭和孩子照顾

得很好，的确如此，我感谢我的太太关老师”，但是，佟大为同时强调称，男性



与女性在家庭里、社会上，发挥的作用是同样重要的，“我们不能只看到我太太

在家庭中发挥的作用，还应该看到她在影视项目出品制作、公司管理等方面的

作用，并且她在这个过程中还拿到了两个硕士学位”。现场，佟大为还表态称，

以后也会继续支持太太在工作上和学习上有更好的发展。 

 

 
谈及生活中常被忽略的性别刻板印象，佟大为分享了自己在陪伴孩子成长中遇

到的例子，“很多家长都说女孩子应该学习一些文静的东西，男孩应该学习一些

对抗性强的东西，因为男孩长大后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佟大为否定这样的性别

观念，称生活中从不会干预孩子的选择，女孩走向社会面临的压力不会比男孩

少。佟大为还补充道，“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说女孩上了高中成绩就不如男孩

了。可是清华大学里面至少有一半是女同学，事实已经证明这个说法是没有科

学依据的”。但是这个偏见已经根深蒂固，佟大为就曾听到过一个初中女学生安

慰成绩不如自己的男孩，说女孩上了高中成绩就不如男孩了。 



 

 

 



演讲结尾，佟大为还与大家分享了南希-史密斯的诗歌《只要有一个女人》中的

两句诗词，“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定有一个男人没有享受为人

之父的全部滋味”，以此来强调父亲参与家庭责任的重要性，呼吁“父亲产假”，

感动在场观众，获得热烈掌声。佟大为开玩笑称，每次太太休产假自己也会跟

着“坐月子”。在和联合国妇女署的合作过程中，自己越来越意识到，生孩子是

生理性别决定的，但照顾孩子是男女共同的责任。推行父亲产假，可以使男性

照顾责任从制度上成为可能，“如果男女都休产假，还有哪个单位会因为性别问

题歧视女性”。 

 

8. 凤凰网娱乐 Ifeng 

 

http://ent.ifeng.com/a/20170622/42950450_0.shtml  

 

22 June 2017 

 

   佟大为国际论坛发表演讲 为女性发声感动观众 

 
Same as number 6. 

 

9. 甘肃网络广播电视台 gstv.com.cn 

 

http://www.gstv.com.cn/folder8/folder16/2017-06-22/464356.html  

 

22 June 2017 

 

   佟大为国际论坛发表演讲 为女性发声感动观众 

 
Same as number 6. 

 

10. 红网 rednet.cn 

 

http://ent.rednet.cn/c/2017/06/22/4332539.htm  

 

22 June 2017 

 

   佟大为国际论坛发表演讲 为女性发声感动观众 

 
Same as number 6. 
 
 
 
 
 
 
 
 
 

http://ent.ifeng.com/a/20170622/42950450_0.shtml
http://www.gstv.com.cn/folder8/folder16/2017-06-22/464356.html
http://ent.rednet.cn/c/2017/06/22/4332539.htm


11. 时代中文网 mitimex.com 

 

http://www.mitimex.com/v-1-243277.aspx  

 
22 June 2017 

 

   佟大为国际论坛发表演讲 为女性发声感动观众 

 
Same as number 6. 

 

12. biz 商界 thebiz.cn  

 

http://www.thebiz.cn/v-1-261643.aspx  

 
22 June 2017 

 

   佟大为国际论坛发表演讲 为女性发声感动观众 

 
Same as number 6. 

 
 

13. 中国财富网 CFBond 

 

http://www.cfbond.com/yw/cfkx/201706/t20170621_5334930.html   

 
21 June 2017 

 

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在京举行 

 

联合国妇女署于 6 月 21-22 日在北京举办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此论坛专注于将

社会性别平等理念纳入慈善项目的方法与经验，通过主题发言、参与式讨论等方式，交

流、倡导更多慈善机构能在慈善援助中加入性别平等的指标。  

  来自国内外的 100 余名嘉宾参与本次论坛，其中有社会性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慈

善基金会的管理人员等。论坛内容涵盖了社会性别与慈善的各个层面：社会性别平等纳入

慈善发展的国际标准和在中国的实践，慈善基金会实施项目中面临的挑战，以及慈善基金

会和企业如何改善捐赠机制等。联合国妇女署国别亲善大使佟大为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

讲，倡导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消除引起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刻板印象。  

  在开幕式上，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国别主任汤竹丽女士肯定了中国慈善组织对中

国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强调了在慈善工作中纳入社会性别平等视角的重要性：“了解

援助和发展项目对男女不同的影响，并确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非常重要的，这与中国政

府践行的精准扶贫是一致的。只有在慈善援助中加入性别指标, 慈善援助才能从服务到最

需要的人。我们要致力于增强女性在各领域平等参与的机会，以确保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和

可持续性。”   

http://www.mitimex.com/v-1-243277.aspx
http://www.thebiz.cn/v-1-261643.aspx


  联合国 CGF 项目在华已经开展工作超过 10 年，以多机构（国家劳工组织、法国大使

馆、荷兰大使馆、福特基金会、联合国妇女署，以及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合作的方

式，不断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在中国的发展。今年开始的第八批项目侧重以下三方面：慈善

援助/企业社会责任、教育以及二孩政策，旨在关注这些领域的性别平等。来自青海、江

西、甘肃等省的 9 家机构，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院校等机构，在论坛开幕式

上接受了联合国项目证书。 
 
 

 

14. 上犹新闻 Toutiao 

 

http://www.toutiao.com/i6435458360505532929/   
 

25 June, 2017 
 

联合国，佟大为，社会性别，上犹，这些关键词组合在一起，发生了什么？ 

 

6月 21日，2017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市举行，论坛上，联合国

妇女署国别项目主任汤竹丽(Julia Broussard)与知名演员、联合国妇女署国别

亲善大使佟大为共同为我县颁发了《联合国中国社会性别研究与倡导基金受资

机构证书》。 



 

据了解，今年 4月，县教育局向联合国妇女署递交了“在江西省中小学教育系

统中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教育的制度化"项目申报书，经过两轮严格评审，我县

提交的项目在全国 149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以第 2名的好成绩被联合国妇女署

评审通过，被列为了第八批项目招标中选项目。 

该项目将在我县建立可持续的面向中小学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教育制度，并作为

性别平等教育的制度化试点、推广，推动各级学校向中小学生开展全面具体的

社会性别主流化教育，改变学生固有的社会性别概念。 

 
 

15. 山东女子学院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http://xuebao.sdwu.edu.cn/info/1114/2058.htm  

 
27 June, 2017 

 

公益必须由社会性别视角 

 

作者：王会贤 

今天上午，佟大为在 2017 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上做了一个演讲。因为

是社会性别主题，他借了自己太太和孩子来举例。 

佟大为的形象一向是低调而顾家，作为同样被演艺事业耽误的厨师，他也喜欢

在家里做饭、送孩子上下学。在送孩子上兴趣班时，佟大为听到很多家长说，

女孩子就应该学一点斯文的东西，男孩子学一些对抗性强的，未来面临的社会

压力比较大。 

 

他则跟女儿说，不管是唱歌跳舞还是擒拿格斗，爸爸都支持你学。社会的压力

http://xuebao.sdwu.edu.cn/info/1114/2058.htm


并不会因为你是女生而减少。 

 

说起家庭责任，关悦生孩子的时候，佟大为都会陪着坐月子。但是他说，自己

能“休产假”是因为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但在跟联合国妇女署的接触

中，了解到很多欧美国家男性是有产假的，他们会真正参与到对孩子的照顾

中，让妻子更好地恢复。“希望我们也能够尽早实现男性产假，这样在社会招

聘的时候，就不会女性就不会因为生育而受到歧视。” 

 

他引用了南希·史密斯的几句诗： 

 

只要有一个女人， 

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 

定有一个男人没有享受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 

只要有一个女人得不到有意义的工作和平等的薪金， 

定有一个男人不得不担起对另一个人的全部责任。 

 

这首诗还有两句是这样的： 

 

只要有一个女人向自身的解放迈进一步， 

定有一个男人发现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 

 

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许，当女孩不被要求一定温柔贤淑，男孩也就能够卸下必

须阳刚威武的枷锁。 

 

好了，这个略长的开场白结束了，回到今天“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的主题。 

  

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公益项目才更有效 

 

女性声音的缺失，体现在什么地方，联合国妇女署官员马雷军举了个例子：某

国际援助项目在天津蓟县修了一条高速公路，这条路从一个村子中间穿过。路

修好后做评估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村子里 90%的男性觉得这条路很好，但一

多半的女性表示不满。因为路的另一边是菜市场和学校，买菜和接送孩子都是

妇女的事。原来只需要两分钟的路程，现在来回要绕两三公里。男性一般骑摩

托车出门很方便，女性则更麻烦些。后来当地按要求整改，修了一条天桥。 

 

如果在公路设计的时候，就听取女性的观点和意见，项目设计会更加合理。但

是在项目开展之前的评估，也非常少有女性参与。所以，马雷军表示，不只是

单纯的性别类慈善项目，所有主流化项目中，都应该加入性别观点。这样才能

保证项目的实施效果最大化。 

 

另外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在对汶川灾区回访时，马雷军问一位妇女，对救灾物

资是否满意，得到的回答是“也满意也不满意”。说满意吧，需要的东西总没



有，说不满意吧，又总给发东西。村长已经通知她去领第四个皮夹克了，但她

需要的是卫生巾。 

太多资源关注健康生殖，性别平等方面太少 

 

说到女性权益，在大家印象中，关注这方面的国际国内公益机构并不少。但往

细了看却并不完善。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海瑟·格雷迪，对美国和中国的慈

善领域同样了解。她统计了美国基金会关注的性别议题，发现 2010-2015 年，

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巴菲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大基金会，相关

项目大部分是支持生育健康，其次是妇女的教育。主要是关注她们在生育方面

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其他方面。 

 

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对性别平等的关注是多方面的：包括针对妇女的

制度性歧视；针对妇女的暴力；损害妇女、女童权益的行为，严重的如童婚、

割礼，轻微如刻板印象等；女性承担的大量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妇女在各类

决策中的参与能力；性与生殖健康；非正规就业。 

 

“同时还有污名化的问题，污名化使得受到暴力的女性没有办法站出来发声。

中国也是如此”海瑟·格雷迪说，“在中国不少农村地区，现在妇女占劳动力

的大部分，但在决策上却没有权力。生殖健康不是不重要，而是更应该关注造

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根源。这方面甚至应该投入更多，因为转变社会机制

更困难。” 

 

“如果我们没有社会性别视角。捐助捐赠可能会达不到目的。”中华女子学院

教授刘伯红这么说，“我们经历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男主外女主内就被视作男

女平等。毛主席说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但毛主席没说，时代不同

了，女同志能做的事，男同志也能做。” 

怎样在慈善项目中加入性别意识 

 

马雷军讲到乐施会的一个培训项目，女性来参加，可以领到餐票，省去照顾家

人吃饭的担忧；如果女性参加培训，男性在家做饭，则可以领到奖励。这样的

措施确保了女性参与度。 

 

姚基金执行总监叶大伟则讲述了他们的项目设计。姚基金主要关注乡村体育教

育，组织学生篮球队。中小学生里打篮球通常是男生的游戏，但项目要求，女

生的比例不能低于 20%。为了增加女生的参与感和荣誉感，在篮球季比赛规则

中规定：女生正常投入一个球得 3 分，男生仍然是 2分。通常学校为了达到要

求，是 4个男生带 1个女生，有一个学校队伍利用这个规则，4个女生和 1个

男生组队，4场小组赛赢了 3场，这让女生们也很自豪。 

 

这个项目告诉我们，一个支持性的政策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中国慈善组织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心智障碍者家庭中，很多家长开始

发起成立公益机构，自救同时也救助同样遭遇者。“我们发现这几千家家长自



救型组织中，发起者大部分是女性，都是母亲。”徐永光说，“我们支持了全

国心智障碍者家长联盟，这个领域的发展，可以让更多女性得到解放。” 

让男性认识到“性别平等对男性有益”非常重要 

 

1951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就通过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但限制仍然

有很多人甚至不认为女性是完整的主体。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蒂姆·德美

尔从男性视角解读性别问题。他表示，男性通常会倾向于把经济行为看成零和

游戏，一方赢必有一方输。但是性别问题不同，通过提升妇女的薪资水平，可

以看到新的经济驱动力。 

 

“怎样让男性认识到，性别平等长期来看对男性是有益的，这非常重要。”蒂

姆·德美尔说。中国这些年发展速度很快，就业方面女性参与程度也很高。但

也存在问题，目前各个层面都认识到市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完全依靠市

场调节，则可能伤害到一些人。 

  

 

16. 公益时报 China Philanthropy Times 

 

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11996.html  

 
June 27, 2017 

 

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公益项目才更有效  

6 月 21 日，2017 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联合国妇女署官员马雷

军表示，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公益项目才更有效。 

女性声音需要被听到 

某国际援助项目在天津蓟县修了一条高速公路，这条路从一个村子中间穿过。路修好

后做评估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村子里 90%的男性觉得这条路很好，但一多半的女性表示

不满。因为路的另一边是菜市场和学校，买菜和接送孩子都是妇女的事。原来只需要两分

钟的路程，现在来回要绕两三公里。男性一般骑摩托车出门很方便，女性则更麻烦些。后

来当地按要求整改，修了一座天桥。 

如果在公路设计的时候，就听取女性的观点和意见，项目设计会更加合理。但是在项

目开展之前的评估，也非常少有女性参与。所以，马雷军表示，不只是单纯的性别类慈善

项目，所有主流化项目中，都应该加入性别观点。这样才能保证项目的实施效果最大化。 

在对汶川灾区回访时，马雷军问一位妇女，对救灾物资是否满意，得到的回答是“也

满意也不满意”。说满意吧，总给发东西：说不满意吧，需要的东西总没有。村长已经通

知她去领第四个皮夹克了，但她需要的是卫生巾。 

不只是生殖健康 

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11996.html


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海瑟·格雷迪，对美国和中国的慈善领域同样了解。她统计了

美国基金会关注的性别议题，发现 2010~2015 年，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巴菲特

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大基金会，相关项目大部分是支持生育健康，其次是妇女的教育。

主要是关注她们在生育方面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其他方面。 

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对性别平等的关注是多方面的：包括针对妇女的制度性

歧视;针对妇女的暴力;损害妇女、女童权益的行为，严重的如童婚、割礼，轻微如刻板印

象等;女性承担的大量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妇女在各类决策中的参与能力;性与生殖健康;

非正规就业。 

“同时还有污名化的问题，污名化使得受到暴力的女性没有办法站出来发声。中国也

是如此。”海瑟·格雷迪说，“在中国不少农村地区，现在妇女占劳动力的大部分，但在

决策上却没有权利。生殖健康不是不重要，而是更应该关注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根

源。这方面甚至应该投入更多，因为转变社会机制更困难。” 

“如果我们没有社会性别视角。捐助捐赠可能会达不到目的。”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

伯红强调。 

怎样在慈善项目中 

加入性别意识 

马雷军讲到乐施会的一个培训项目，女性来参加，可以领到餐票，省去照顾家人吃饭

的担忧;如果女性参加培训，男性在家做饭，则可以领到奖励。这样的措施确保了女性参与

度。 

姚基金执行总监叶大伟则讲述了他们的项目设计。姚基金主要关注乡村体育教育，组

织学生篮球队。中小学生里打篮球通常是男生的游戏，但项目要求，女生的比例不能低于

20%。为了增加女生的参与感和荣誉感，在篮球季比赛规则中规定：女生正常投入一个球得

3 分，男生仍然是 2 分。通常学校为了达到要求，是 4个男生带 1 个女生，有一个学校队

伍利用这个规则，4 个女生和 1 个男生组队，4 场小组赛赢了 3 场，这让女生们也很自豪。 

这个项目告诉我们，一个支持性的政策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中国慈善组织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心智障碍者家庭中，很多家长开始发起成

立公益机构，自救同时也救助同样遭遇者。“我们发现这几千家家长自救型组织中，发起

者大部分是女性，都是母亲。”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我们支持了全国心智

障碍者家长联盟，这个领域的发展，可以让更多女性得到解放。” 

性别平等对男性有益 

1951 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就通过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但限制仍然有很

多人甚至不认为女性是完整的主体。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蒂姆·德美尔从男性视角解



读性别问题。他表示，男性通常会倾向于把经济行为看成零和游戏，一方赢必有一方输。

但是性别问题不同，通过提升妇女的薪资水平，可以看到新的经济驱动力。 

“怎样让男性认识到，性别平等长期来看对男性是有益的，这非常重要。”蒂姆·德

美尔说。中国这些年发展速度很快，就业方面女性参与程度也很高。但也存在问题，目前

各个层面都认识到市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则可能伤害到一些

人。 

17. 中国妇女研究网 WSIC 

 

http://wsic.ac.cn/academicnews/88632.htm   

 
June 22, 2017 

 

公益必须有社会性别视角  

 
Same as number 16. 
 
 

18. 中国发展简报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9677.html  

 
June 22, 2017 

 

公益必须有社会性别视角  

 

 原标题：冯小刚怼年轻演员太娘，佟大为却教女儿“你想学擒拿格斗还是唱歌跳

舞，爸爸都支持” 

       今天上午，佟大为在 2017 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上做了一个演讲。因

为是社会性别主题，他借了自己太太和孩子来举例。 

  

http://wsic.ac.cn/academicnews/88632.htm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9677.html


 

 

       佟大为的形象一向是低调而顾家，作为同样被演艺事业耽误的厨师，他也喜欢

在家里做饭、送孩子上下学。在送孩子上兴趣班时，佟大为听到很多家长说，女孩

子就应该学一点斯文的东西，男孩子学一些对抗性强的，未来面临的社会压力比较

大。 

       他则跟女儿说，不管是唱歌跳舞还是擒拿格斗，爸爸都支持你学。社会的压力

并不会因为你是女生而减少。 

       说起家庭责任，关悦生孩子的时候，佟大为都会陪着坐月子。但是他说，自己

能“休产假”是因为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但在跟联合国妇女署的接触中，了

解到很多欧美国家男性是有产假的，他们会真正参与到对孩子的照顾中，让妻子更

好地恢复。“希望我们也能够尽早实现男性产假，这样在社会招聘的时候，就不会

女性就不会因为生育而受到歧视。” 

       他引用了南希·史密斯的几句诗： 

只要有一个女人， 

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 

定有一个男人没有享受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 

只要有一个女人得不到有意义的工作和平等的薪金， 

定有一个男人不得不担起对另一个人的全部责任。  

       这首诗还有两句是这样的：  



只要有一个女人向自身的解放迈进一步， 

定有一个男人发现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  

       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许，当女孩不被要求一定温柔贤淑，男孩也就能够卸下必

须阳刚威武的枷锁。 

       好了，这个略长的开场白结束了，回到今天“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的主题。 

 

       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公益项目才更有效  

       女性声音的缺失，体现在什么地方，联合国妇女署官员马雷军举了个例子：某

国际援助项目在天津蓟县修了一条高速公路，这条路从一个村子中间穿过。路修好

后做评估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村子里 90%的男性觉得这条路很好，但一多半的

女性表示不满。因为路的另一边是菜市场和学校，买菜和接送孩子都是妇女的事。

原来只需要两分钟的路程，现在来回要绕两三公里。男性一般骑摩托车出门很方

便，女性则更麻烦些。后来当地按要求整改，修了一条天桥。 

       如果在公路设计的时候，就听取女性的观点和意见，项目设计会更加合理。但

是在项目开展之前的评估，也非常少有女性参与。所以，马雷军表示，不只是单纯

的性别类慈善项目，所有主流化项目中，都应该加入性别观点。这样才能保证项目

的实施效果最大化。 

       另外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在对汶川灾区回访时，马雷军问一位妇女，对救灾物

资是否满意，得到的回答是“也满意也不满意”。说满意吧，需要的东西总没有，

说不满意吧，又总给发东西。村长已经通知她去领第四个皮夹克了，但她需要的是

卫生巾。 

       太多资源关注健康生殖，性别平等方面太少  

       说到女性权益，在大家印象中，关注这方面的国际国内公益机构并不少。但往

细了看却并不完善。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海瑟·格雷迪，对美国和中国的慈善领

域同样了解。她统计了美国基金会关注的性别议题，发现 2010-2015 年，如比尔

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巴菲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大基金会，相关项目大部分

是支持生育健康，其次是妇女的教育。主要是关注她们在生育方面扮演的角色，而

不是其他方面。 



       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对性别平等的关注是多方面的：包括针对妇女的

制度性歧视；针对妇女的暴力；损害妇女、女童权益的行为，严重的如童婚、割

礼，轻微如刻板印象等；女性承担的大量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妇女在各类决策中

的参与能力；性与生殖健康；非正规就业。 

       “同时还有污名化的问题，污名化使得受到暴力的女性没有办法站出来发声。

中国也是如此”海瑟·格雷迪说，“在中国不少农村地区，现在妇女占劳动力的大

部分，但在决策上却没有权力。生殖健康不是不重要，而是更应该关注造成性别不

平等的社会机制根源。这方面甚至应该投入更多，因为转变社会机制更困难。” 

       “如果我们没有社会性别视角。捐助捐赠可能会达不到目的。”中华女子学院

教授刘伯红这么说，“我们经历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男主外女主内就被视作男女平

等。毛主席说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但毛主席没说，时代不同了，女同

志能做的事，男同志也能做。” 

       怎样在慈善项目中加入性别意识 

       马雷军讲到乐施会的一个培训项目，女性来参加，可以领到餐票，省去照顾家

人吃饭的担忧；如果女性参加培训，男性在家做饭，则可以领到奖励。这样的措施

确保了女性参与度。 

       姚基金执行总监叶大伟则讲述了他们的项目设计。姚基金主要关注乡村体育教

育，组织学生篮球队。中小学生里打篮球通常是男生的游戏，但项目要求，女生的

比例不能低于 20%。为了增加女生的参与感和荣誉感，在篮球季比赛规则中规

定：女生正常投入一个球得 3 分，男生仍然是 2 分。通常学校为了达到要求，是 4

个男生带 1 个女生，有一个学校队伍利用这个规则，4 个女生和 1 个男生组队，4

场小组赛赢了 3 场，这让女生们也很自豪。 

       这个项目告诉我们，一个支持性的政策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中国慈善组织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心智障碍者家庭中，很多家长开始

发起成立公益机构，自救同时也救助同样遭遇者。“我们发现这几千家家长自救型

组织中，发起者大部分是女性，都是母亲。”徐永光说，“我们支持了全国心智障

碍者家长联盟，这个领域的发展，可以让更多女性得到解放。” 

       让男性认识到“性别平等对男性有益”非常重要 

       1951 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就通过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但限制仍

然有很多人甚至不认为女性是完整的主体。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蒂姆·德美尔



从男性视角解读性别问题。他表示，男性通常会倾向于把经济行为看成零和游戏，

一方赢必有一方输。但是性别问题不同，通过提升妇女的薪资水平，可以看到新的

经济驱动力。 

       “怎样让男性认识到，性别平等长期来看对男性是有益的，这非常重要。”蒂

姆·德美尔说。中国这些年发展速度很快，就业方面女性参与程度也很高。但也存

在问题，目前各个层面都认识到市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完全依靠市场调节，

则可能伤害到一些人。 

19. 中国妇女报 China Women’s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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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中纳入性别视角的挑战和战略 

 

 

社会性别平等事业与慈善事业存在着诸多交融之处。而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

的慈善项目都有充分的内外部条件贯穿、融入社会性别视角。近日，联合国妇

女署在京主办“2017 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论坛邀请来自环保、教

育、企业、体育、传媒等各个领域的慈善组织，讲述其在开展项目过程中引入

社会性别视角、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实际情况，并邀请社会性别平等领域的专

家分享在慈善事业中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方法和经验。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刘天红 

由于所秉持的价值观和原则的一致性，社会性别平等事业与慈善事业存在着诸

多交融之处。然而，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慈善项目都有充分的内外部条件

贯穿、融入社会性别视角，这使得在慈善事业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变得极为必

要。 

近日，由联合国妇女署主办的“2017 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邀请来自环

保、教育、企业、体育、传媒等各个领域的慈善组织，讲述其在开展慈善项目

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实际情况，并邀请致力于社会性别

平等的专家分享在慈善事业中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方法和经验。 

慈善事业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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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善事业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不仅是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

保障慈善事业有效推进的重要视角和策略。 

首先，女性往往是慈善的重要帮扶对象。在自然灾害发生地、极端贫困地区，

妇女、儿童等弱势人群往往是主要受害群体。这是在慈善事业中纳入性别视角

的外在需求。在慈善项目中深入了解女性处境，关注女性的特殊需求，维护其

合法权益，直接影响慈善项目开展的效果， 

其次，在项目执行和策划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是保障慈善救助有效开展的重

要方法。中华女子学院刘伯红教授结合一个实践案例，鲜明直接地解释了“为什

么慈善事业中引入性别视角很重要”。她指出，在慈善项目的捐赠、帮扶过程

中，如果不能了解男性和女性的不同需求，捐赠往往达不到目的。在一次汶川

大地震灾后救援中，由于项目忽略了女性的特殊需求，部分女性不得不重复领

取不再需要的皮夹克，而难以得到其孩子急需的奶粉，这导致了救助资源的浪

费，也不能达到帮助女性的实际目的。 

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的策略和方法 

在慈善事业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不仅指支持与扶助对象为女性的组织和机构

需要社会性别视角，而是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中的慈善项目都要进行社会性别考

量；不仅要在项目运行终端保证妇女受益，还要在项目策划、执行、评估的各

个环节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推动女性参与决策和管理。 

姚明爱心基金会执行总监叶大伟讲述了在体育项目中尊重女性的朴素的性别意

识，进而完善和发展项目的案例。姚明爱心基金会主要关注乡村体育教育，组

织学生篮球队。篮球通常是男生的游戏，但项目要求，女生球员比例不能低于

20%。为激励女生参与，篮球季比赛规定：女生正常投入一球得 3 分，男生得

2 分。这一带有性别倾向的激励原则被学生们充分利用，一个学校队伍利用这

个规则，由 4 个女生和 1 个男生组队参赛，4 场小组赛赢了 3 场。这激励了女

生们参与篮球运动的热情。 

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是一家致力于大自然保护的公益机构，其总裁董策认为，

做大自然保护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做社区改造，改变社区内将破坏自然

的生计氛围，使其生计变得更好。因为社区之中有一半的人口是女性，因此在

社区改造过程中，要特别考虑到妇女权益及妇女在自然保护中起到的作用，从

一开始就要将女性的特殊利益考虑进去，在其中体现女性的价值。 

作为全球领先的审计、税务、财务交易和咨询服务机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

推动女性进入高级管理层上做出重要努力。安永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总监黄爱丽

做了相关分享，指出通过在公司内部举办交流活动，建设专业的妇女培训平

台，让女性有机会分享体验和经历。 

网易传媒高级市场总监李玲分享了其在媒体中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努力。从

2011 年起，网易传媒与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开展了“女性传媒大奖”评选，这对推

动媒体领域中的性别平等具有正向作用。她指出，从市场角度讲，性别平等本

身是一个长期的课题，作为媒体，要不断地关注、宣传和报道。网易传媒同时

在 2013 年引入了男性榜样，使男性参与性别平等话题的传播，通过设置性别

平等主题、专家评委的评选等贯彻性别平等的内容。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高级项目官员马雷军结合多年项目经验，在区分性别

平等的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基础上，为系统化地在慈善项目中贯彻性别平等

支招。他指出，在慈善事业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需要增强参与项目的机构个人

的社会性别意识；项目设计要确定要解决的社会性别利益；交互参考各个发展



领域的国际公约；开展社区磋商，听取男性和女性的建议；对项目领域现存的

限制女性平等参与的障碍进行调研；确保项目所设计的活动适合男性和女性共

同参与并按计划执行；设立社会性别敏感的项目活动计划与执行的原则；进行

性别评估、审计，在整体项目评估中加入社会性别部分；在项目执行机制及相

关专家委员会中，应有女性组织或培训专家的参与作为临时解决办法。 

纳入社会性别视角面临的挑战 

在慈善事业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一项对 37 家慈善机构的

调查显示：37 家慈善机构中，仅有 9 家机构的负责人对社会性别的认识“非常

熟悉”；另外有 2 家机构的负责人“完全不了解”；17 家（约半数）机构“在机构

发展战略层面，未考虑过社会性别的部分”。在慈善事业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依

然受到来自传统性别观念和外部环境的限制。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李彩云认为，在慈善事业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

依然面临着来自传统性别意识、外部支持环境和女性自身性别观念较弱三个方

面的挑战。她指出，部分慈善机构的性别意识和相关知识依然比较欠缺，在策

划中如何以女性利益为出发点策划项目，并将性别意识纳入到整个过程中缺乏

有效指导；在男性主导的政府和企业环境，难以为社会性别项目开展提供支

持，仍需对其进行性别教育；此外，女性受助者本人依然受到性别刻板印象影

响，自信心不足，当慈善项目所倡导的价值和理念与传统观念相冲突时，会面

对来自受助者本人的抵制，这需要不断对受助女性开展性别教育，普及新的性

别理念。 

此外，如果社会性别视角和性别平等理念不能及时更新和传递，传统性别理念

还往往在慈善项目中复制，甚至巩固和强化，并进一步限制女性发展。比如，

现有很多项目在涉及对女性的帮扶时往往局限在开展刺绣、做家政等职业中，

对女童的教育也往往向传统性别角色引导，这往往与项目初衷南辕北辙，甚至

起到反作用。 

 
20. 联合国妇女署微信平台 UN Women China Wecha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Q4MDg4MA==&mid=2648994391&idx=

1&sn=297f4c18dc9c11e2436eab8ba131bd41&chksm=88395f48bf4ed65e98a6327fc

38f300b3d2beaaedc9132577a5837b4c2d8c24be4961da9ec32&mpshare=1&scene=1

&srcid=0704om0sG7EiXojFjQnHNBnC&pass_ticket=QE6e%2FiWJylWOYF3GGlVkHMr

owTF7C01kMkKymQbZzV%2FpKWSxlGGgTVhDsxojEbfP#rd  

 
June 23, 2017 

 

阅读量：612 

点赞：33 
 

 

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在慈善项目中加入性别意识 

 
联合国妇女署于 6月 21-22 日在北京举办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此论

坛专注于将社会性别平等理念纳入慈善项目的方法与经验，通过主题发言、参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Q4MDg4MA==&mid=2648994391&idx=1&sn=297f4c18dc9c11e2436eab8ba131bd41&chksm=88395f48bf4ed65e98a6327fc38f300b3d2beaaedc9132577a5837b4c2d8c24be4961da9ec32&mpshare=1&scene=1&srcid=0704om0sG7EiXojFjQnHNBnC&pass_ticket=QE6e%2FiWJylWOYF3GGlVkHMrowTF7C01kMkKymQbZzV%2FpKWSxlGGgTVhDsxojEbfP#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Q4MDg4MA==&mid=2648994391&idx=1&sn=297f4c18dc9c11e2436eab8ba131bd41&chksm=88395f48bf4ed65e98a6327fc38f300b3d2beaaedc9132577a5837b4c2d8c24be4961da9ec32&mpshare=1&scene=1&srcid=0704om0sG7EiXojFjQnHNBnC&pass_ticket=QE6e%2FiWJylWOYF3GGlVkHMrowTF7C01kMkKymQbZzV%2FpKWSxlGGgTVhDsxojEbfP#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Q4MDg4MA==&mid=2648994391&idx=1&sn=297f4c18dc9c11e2436eab8ba131bd41&chksm=88395f48bf4ed65e98a6327fc38f300b3d2beaaedc9132577a5837b4c2d8c24be4961da9ec32&mpshare=1&scene=1&srcid=0704om0sG7EiXojFjQnHNBnC&pass_ticket=QE6e%2FiWJylWOYF3GGlVkHMrowTF7C01kMkKymQbZzV%2FpKWSxlGGgTVhDsxojEbfP#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Q4MDg4MA==&mid=2648994391&idx=1&sn=297f4c18dc9c11e2436eab8ba131bd41&chksm=88395f48bf4ed65e98a6327fc38f300b3d2beaaedc9132577a5837b4c2d8c24be4961da9ec32&mpshare=1&scene=1&srcid=0704om0sG7EiXojFjQnHNBnC&pass_ticket=QE6e%2FiWJylWOYF3GGlVkHMrowTF7C01kMkKymQbZzV%2FpKWSxlGGgTVhDsxojEbfP#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Q4MDg4MA==&mid=2648994391&idx=1&sn=297f4c18dc9c11e2436eab8ba131bd41&chksm=88395f48bf4ed65e98a6327fc38f300b3d2beaaedc9132577a5837b4c2d8c24be4961da9ec32&mpshare=1&scene=1&srcid=0704om0sG7EiXojFjQnHNBnC&pass_ticket=QE6e%2FiWJylWOYF3GGlVkHMrowTF7C01kMkKymQbZzV%2FpKWSxlGGgTVhDsxojEbfP#rd


与式讨论等方式来交流、倡导更多慈善机构能在慈善援助中加入性别平等的指

标。 

 

来自国内外的 100余名嘉宾参与本次论坛，其中有社会性别专家、国际组织代

表、慈善基金会的管理人员等。论坛内容涵盖了社会性别与慈善的各个层面：

社会性别平等纳入慈善发展的国际标准和在中国的实践、慈善基金会实施项目

中面临的挑战、慈善基金会和企业如何改善捐赠机制等。 

 

 

联合国妇女署国别亲善大使、知名演员佟大为先生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生动演

讲，倡导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消除引起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刻板印象，并现场分

享南希·史密斯的诗词，“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定有一个男

人没有享受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呼吁父亲参与家庭责任与孩子成长。 

 

 

在开幕式上，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国别主任汤竹丽女士肯定了中国慈善组

织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强调了在慈善工作中纳入社会性别平等视角

的重要性：“了解援助和发展项目对男女不同的影响，并确定不平等的根本原

因是非常重要的，这与中国政府践行的精准扶贫是一致的。只有在慈善援助中

加入性别指标, 慈善援助才能从服务到最需要的人。我们要致力于增强女性在

各领域平等参与的机会，以确保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  

 

 

联合国中国社会性别研究与倡导基金会（CGF） 项目在华已经开展工作超过

10年，以多机构合作（国家劳工组织、法国大使馆、荷兰大使馆、福特基金

会、联合国妇女署，以及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的方式，不断促进社会性别

平等在中国的发展。今年开始的第八批项目侧重以下三方面：慈善援助/企业社

会责任、教育以及二孩政策，旨在关注这些领域的性别平等。来自青海、江

西、甘肃等省的 9家机构，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院校等机构，在

论坛开幕式上接受了联合国项目证书。 

 

 

 

 

 

 

 

 

 

 

 

 

 

 



21. 联合国妇女署微博平台 UN Women China Weibo 

 
 

June 21, 2017 
 

 

 
阅读量：12,000 

点赞：34 
 

 



 
 

图 1 

阅读量：10,000 

点赞：17 

 

图 2 

阅读量：13,000 

点赞：6 

 

 

 

 



 
阅读量：9614 

点赞：11 

 

 
 

阅读量：7668 

点赞：6 

 
 



             22. 橙雨伞公益 Weibo 

 
 

June 22nd, 2017 
 

她社区联合创始人接受专访  

 

              
 

 

    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副主席接受专访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国别主任汤竹丽接受专访 

        
 

                    论坛描述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项目官员马雷军接受专访 

 

        
 

                                  论坛发言 

       



                    论坛发言 

 

         
 

 

        
 

 

              

 

 

 

 

 



             23. 星光公益联盟 Weibo 

 
 

July 3rd, 2017 
 

佟大为接受新浪公益专访  

 

 
 
 
 
 
 
 
 
 
 
 
 
 
 
 
 
 
 
 
 



 
II. English media coverage: 
 

 
1. China.org.cn 

 

http://www.china.org.cn/china/2017-06/22/content_41079414.htm  

 
June 22, 2017 

 

Conference in Beijing highlights gender inequality  

 
The two-day conference highlighting gender inequality led by the U.N. Women Beijing 

Office opened on June 21, in the capital of China. 

The need for the conference was highlighted after a case where financial relief was given 

to Chinese women in impoverished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purchase sanitary napkins and 

medicines to treat and prevent vaginitis. Many of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program spent 

none of the money on themselves, but rather on their husbands and sons. They thought 

it is necessary as their husbands play a supportive role in the family and the money would 

be better distributed to the husband to have a pack of cigarettes. The children may need 

simple necessities such as a backpack, recalled Professor Liu Bohong from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Liu told the story during a panel discuss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der 

Equality and Philanthropy hosted by the U.N. Women Beijing Office from June 21 to 22. 

The conference welcomed over 100 guests including social gender experts,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xecutives for philanthropic funds. The 

conference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how social gender inequality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philanthropic development including in China.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allocation of philanthropic funds and the mechanisms for donation 

and how these can be improved were also discussed. 

"We can't make our donations work if social gender disparity remains ignored," Liu said.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Julie Brousssard, the country program 

manager of U.N. Women,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philanthropy. 

http://www.china.org.cn/china/2017-06/22/content_41079414.htm


"In terms of philanthropic commitment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we need 

to strive for strategic philanthropy.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needs of 

the most vulnerable and the most marginalized," said Broussard. 

Elizabeth Knup,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Beijing Office, Ford Foundation, echoed 

Broussard, saying that gender equality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scrupulous gender 

analysis and gender planning. 

"For whatever projects we fund we need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affected people 

of different genders," she said while addressing the conference. 

According to Heather Grady, the vice president of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 

philanthropic undertak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institutional, corporate and internet 

categories -- out of which internet philanthropy is growing fastest in China. 

Tong Dawei, a renowned actor and U.N. Women Goodwill Ambassador, called on people 

to change their stubborn minds on gender issues, in particular in relation to the 

subconscious mindset that 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 

"In Chinese schools we often believe in the misinterpretation which entails that, although 

girls are outdoing boy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they will be eventually surpassed by boys 

in high school, implying a minor but deep rooted discrimination," Tong said. 

People need to be actively awar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everyday life such as to make 

sure that boys and girls can pursue equal access to whatever they are interested in 

regardless of gender differences, he add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