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皮磊

云南大益爱心基金会秘书长汪敏：

构建可持续的共享公益生态

16
２０16．11.29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阎如玉律师、马健律师 印刷：北京佳诚信缘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路 6 号天顺鸿彩印院内
发行热线：０１０－65927745 广告热线：０１０－65066945 65953695/6/7 转 1818 广告经营许可证编号：京朝工商广字第 0203 号 投稿信箱：editor@gongyishibao.com

� � “一直以来，中国的公益实
际上都是富人公益、 政府公益、
商业公益，爱心人士、企业和政
府部门等社会资源并没有得到
很好的整合。 构建一个完整、可
持续的共享公益生态，不是简单
地靠富人或企业捐钱给受助人，
也不是政府大包大揽公益事业，
更不是公益组织‘夹缝中野蛮生
长’， 而要靠全民共同营造良好
的公益环境， 打造平民公益、人
人公益、天天公益的‘公益＋’时
代。 ”

在今年 8 月份中国社会科
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
一场讲座上，云南大益爱心基金
会秘书长汪敏受邀作为主讲人，
以“中国公益发展缺什么”为题
发表演讲。 汪敏认为，虽然中国
的经济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
成就，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相比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公
益行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
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相对缓
慢。 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公益
缺乏可持续的共享公益生态。 在
她看来， 公益生态就是政府、社
会组织、公众以及受助人都可以
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公益，同时
每个结构之间既相互关联、相互
依靠，又互相增长、互相促进的
状态。

此前，汪敏做过教育部国家
高级教育行政学院教师，在外经
贸部工作十余年，还曾担任商务
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局长助理。
2004 年 5 月，汪敏进入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
会）担任副秘书长至 2010 年，期
间获得 2006 年度“中华慈善
奖”。 她还曾担任中国青年企业
家协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华全
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等职。
2015 年 6 月，汪敏成为云南大益
爱心基金会秘书长。 丰富的工作
经历和人生经历让她对公益有
着不同的看法。

社会发展需要公益

《公益时报》：从商务部到青
基会，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你为
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当时你
是如何理解公益的？

汪敏：其实我对于投身公益
事业一直有着自己的规划，当时
离开商务部进入青基会也是公
益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也愿意为
公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是
清华大学首届公共管理硕士
(MPA)， 我在清华期间感受很深
的一点是，为什么所有关于公益
的案例都是反面的。 那时候王名
老师给我们讲授关于公益管理、
评估等课程，他非常注重案例教
学，很多案例都是反面的。 这也
会引导你对中国公益的发展进
行思考， 比如中国公益的起步、
公益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包

括家庭结构及养老等问题。
拿养老问题来说，我们国家

实际上是以家庭赡养为基础形
成的社会体系，大家不理解也想
不到为什么会有民间力量去关
注这方面的事情。 市场经济发展
起来后， 我们在这方面的缺失、
与西方社会现代公益的差距就
显现出来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
新的需求和问题不断出现，可能
过去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包揽，
但现在我们发现政府也不能面
面俱到，同时市场也有失灵的时
候， 而这就特别需要公益来填
补、支撑，公益在社会建设中的
作用也会突显出来。 这也是社会
治理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公益时报》：对你来说这可
能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如何
看待“公益人”这个角色？

汪敏：公益人是什么？ 我曾
无数次跟他人解释关于公益组
织行政经费的问题，因为当时有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做公益的
人还要拿钱，当然现在也有人不
理解这一点。 很多人把公益人当
成圣人， 他们似乎不吃不喝，有
很高的思想境界。 其实不是这
样。 在国外，公益组织解决了很
大一部分就业问题。 公益人也是
职业人， 他有自己的价值观，有
自己的追求。

推动公益升级

《公益时报》：你一直关注青
年公益，2015 年带领基金会推出
了全新的大学公益项目———青
年益工社，推出这个项目的初衷
是什么？

汪敏：我觉得就学生的资助
来说， 贫困大学生是最困难、最
需要关注的群体之一。 虽然大学
生有能力去勤工俭学，但是他们
在从家门踏入大学校门的时候
是最艰难的，不少学生甚至因为
家庭困难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而且即便进入大学，他们的后续
发展也会遇到很多问题。 此外，
很多大学生都有做公益的热情，
但有时候他们是为了公益而公
益，不懂分析社会需求，也没有
专业能力去开展项目。 我们发起
青年益工社项目一方面是为了
扶持校园公益事业，培养公益人
才，同时也想为大学生群体提供
更多创业就业机会，这一点也是
他们迫切需要的。

《公益时报》：该项目具体以
何种形式展开？ 通过这个项目想
要达到什么目标？

汪敏：青年益工社共分为四
个板块：一是爱心茶室，致力于
打造校园创新创业孵化器，为学
生创业积累经验； 二是益文化，
我们定期推出各类沙龙、 讲座，
涵盖公益、创新创业、传统文化
等领域；三是益创业，为校内创
业学生提供“网络视频直播+现

场交互式”培训，优秀创业项目
还可获得额外督导、 资金支持，
甚至是持续的培育孵化；四是益
公益，帮助有爱青年实现爱心梦
想，扶持与帮助校内公益社团发
展，为公益路上的小伙伴提供资
金支持、场地支持等，并参与公
益骨干培训计划。

我们的项目以提升大学生
能力为抓手，包括做公益的专业
能力、创新创业的能力、领导能
力以及服务他人的能力， 等等。
我们会整合政府部门、 企业、社
会组织等多方资源，为在校学生
搭建一个锻炼能力、提升素质的
综合性实践平台， 并将公益实
践、创业实践、就业实践、创新实
践融于一体， 让学生从中受益。
青年益工社其实是在做升级，我
们要成长，而且要共同成长。

《公益时报 》：的确 ，社会需
要好的公益项目，但是设计一个
好的项目也不是容易的事。

汪敏：结合我在青基会期间
做的事情和这些年对公益的思
考，我会采用渐进的方式去设计
项目。第一，发现需求。我们要去
调研社会需求，因为做公益一定
是要贴近需求的，不管这个需求
是群体性的还是个体性的。 第
二，分析需求出现的原因，要去
了解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应该
从哪一个角度去做。 通过这一系
列的工作，将需求转化成公益产
品，实现公益项目产品化。 然后
才是下一步的社会发布、社会动
员，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前面我也谈到有时候很多
人是为了公益而公益，他做公益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没有
去思考自己关注的对象究竟需
要什么。 我有一次和大学生聊
天，他们告诉我有时候联系了很
多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并不需要
他们的帮助。 后来，学生们联系
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但学校也

不同意他们为学生们上课，因为
学校有自己的教学安排。 最后没
有办法，他们申请做孩子们的心
理辅导老师。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
做这个，他们回答说自己觉得打
工子弟的孩子们需要心理辅导
……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学
会发现需求，贴近受益人，创造
价值， 摆脱为公益而公益的圈
子。

理念倡导更有意义

《公益时报》：你曾动员并帮
助姚明设立了姚基金，协助开展
姚明慈善晚宴 、NBA 慈善义赛
等，也和很多名人明星建立了良
好的伙伴关系，你如何看待明星
和公益的关系？

汪敏：为了帮助贫困大学生
群体， 完成他们上大学的梦想，
青基会在 2006 年联合全国的省
级青基会，与中央电视台新闻中
心等机构和媒体合作， 发起了

“圆梦行动”。 这是我当时最看重
的一个项目，当然我们也遇到了
很多困难。 姚明就是那个时候被
我们拉进来的，因为我们需要社
会关注， 需要借助明星的影响
力。 2006 年是姚明正火的时候，
之前他也在做公益，但是不重视
宣传，没有意识到需要引领公众
一起做公益，也没有意识到自己
的观念会影响很多人。

和姚明一样， 很多中国人一
直都有这种想法，叫‘显善善小’。
怎么理解呢？ 就是我做点事情可
以，不要去过度传播，好像那样就
是沽名钓誉。其实不是这样。实际
上，作为一个明星，他是千千万万
青少年的偶像， 他的做法会对青
少年群体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
如果不去传播的话就会掩盖这种
示范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
把公益价值、 公益文化的传递放
在更重要的位置， 这也是我认为

的公益 3.0版本。后来姚明也主动
联系我，表示想要邀请 NBA球星
到中国开展慈善晚宴、慈善比赛，
把所有门票收入捐赠出去。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姚明跟我说
他准备成立姚基金。 对于明星来
说，他们倡导的价值、理念传播的
价值比捐钱更有意义。 这是一个
很大的转变。

《公益时报》：你一直在强调
公益理念的倡导和传播，在你看
来，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还存在
哪些不足？

汪敏 ：的确，从历史的纵向
来看，中国的公益行业确实发展
很迅速，公益组织的数量和规模
越来越庞大，但我觉得应该从横
向比较。 从公益行业整体发展水
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综合
国力发展水平的视角来比较，你
就会看见差距。“世界捐助指数”
有三个指标，包括“过去一个月
是否帮助过陌生人”、“过去一个
月是否捐过钱”和“过去一个月
是否做过义工”， 我们的公益不
管从哪个指数来说，都处于倒数
的水平。 我希望能有更多人意识
到这个问题，公益圈的人不能只
盯着圈里的事情，还应该放宽眼
界，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

我觉得我们的公益缺少的
是可持续的共享公益生态。 什么
是公益生态？ 就是政府、组织（包
括营利、非营利）和公众、受助人
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公
益，同时每个结构之间既相互关
联相互依靠，又互相增长互相促
进的状态。 很多时候，我们对公
益生态的破坏非常容易，就如同
环境一样， 但是修复起来非常
难。 所以，大家应该共同为公益
行业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各个环节、各个因素要共同发挥
作用，互相提供营养，而不是相
互制约，由此才能形成公益的正
循环。

在汪敏看来，公益行业的发展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