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因为生产从壹基金管理岗位离开后，周惟彦曾想“远离
公益圈”，但因为孩子出生障碍被其母亲救助康复的意外经历，又做
回了公益。

从与母亲共同探索社会企业“兆知未来”，发起億未来线上家长
学校；到成立永真公益基金会，发起億未来社区儿童运动馆，摸索 0
至 3 岁婴幼儿社区公益服务经验， 成立联合全国社区儿童服务机构
组织的億未来社区亲子公益联盟； 再升级为发起中国儿童友好社区
促进计划，通过提高社区儿童服务机构的专业能力，来实现为所有 0
至 18 岁少年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普惠服务的长久目标。

周惟彦放下了自己对社会企业的执念， 却在公益机构中加入了
商业模式和政府合作，在这七年不断的试错中，从运动员到教练再到
奥组委，摸索出一条不需要拘泥于概念的创新路径。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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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市永真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周惟彦：

非公募基金会更应勇于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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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募基金会试错很危险

《公益时报》：你为什么会选
择扎根到社区做儿童项目，并且
是从商业机构转做公益机构？

周惟彦：不知道有多少公益
项目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思路清
晰的，我想应该不多。 跟商业一
样，都有试错的过程。 我们也一
样，一开始并没有这么清楚的战
略和思路。

我当初因为生产离开壹基
金一线时， 曾想就此远离公益
圈，中国目前公益的大环境不健
康，做好公益太艰难，当然也因
为我还有其他很多选择。

着手儿童公益项目，头几年
是帮妈妈做的。 我妈妈一直在做
特殊儿童公益项目，我第二个孩
子出生的时候， 有一些障碍，妈
妈的工作正好帮到了孩子。 这个
过程中我发现，对特殊障碍儿童
进行早期干预特别有效果，对家
长们的教育也尤为重要。

于是在 2010 年我们做了一
家网上家长学校（兆知未来），希
望做成一个社会企业。 这次尝试
并不成功。 家长们并非没有知
识，而是看得太多了，网上各种
信息都有， 专家的说法彼此不
一，导致家长们很盲目，网上学校
的效率不高。 而无论对于孩子的
成才还是家长的教育，0至 3岁是
重中之重， 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
对其性格和价值观的影响巨大，
如何影响家长、影响家庭、影响社
区帮助孩子度过人生最重要的头

三年， 尤其是面对广大的基层百
姓家庭，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需
要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持。

2013 年，我们开始发起注册
北京市永真公益基金会，通过社
会性机构推动扎根社区的億未
来社区儿童运动馆，并随后专门
注册了北京億未来社工发展中
心，负责全国的公益组织专业培
训和场馆复制。

我从 2008 年开始研究社会
企业，在壹基金做羌绣、格莱珉
银行， 我也一直很想做社会企
业，但做兆知未来的过程，让我
突破了这个执着：是不是社会企
业不重要，关键是能把事情做起
来。 既不执着于社会企业，也不
拘泥于公益本身，解决社会问题
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我对自己的
一个突破。

虽然很多熟悉永真基金会
的朋友对我们这些年的成绩很
是敬佩和羡慕， 但我们还没有让
自己满意，我们一直在试错，一直
在摸索能将社会价值最大化、并
能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最高效
路径。相比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
金会本就应该发挥创新的功能，
承担更多的风险， 勇于超前的尝
试和实验。 当年在壹基金也做了
很多创新性项目， 比如羌绣一针
一线和格莱珉银行， 但公募基金
会的试错很危险，既要面对企业，
也要面对个人， 既要面对大额捐
款人，也要面对小额捐款人，要得
到所有人的认同太难， 只要一个
人不理解，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公
关危机，风险太大了。

城市公共服务其实同样匮乏

《公益时报》：永真公益基金
会的儿童友好社区如何运作？ 怎
么看待公益项目规模化？

周惟彦：城市社区儿童普惠
服务项目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
值都非常大。 但做儿童普惠的公
益机构却是凤毛麟角，就拿 0 至
3 岁婴幼儿社区服务来说， 相对
于 2 万多家早教机构，专注于这
个领域的基金会全国恐怕没有
几家， 社会组织也屈指可数，并
且在专业技能上相对不足。 公益
组织需要帮助才有在这个特殊
领域一展拳脚的可能。

正因为空间巨大，億未来截
至 2015 年，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里就铺了 68 个项目点， 加上后
续发展的 45 个伙伴， 一共落地
113 个社区。随后我们很快发现，
如果只做億未来联盟，很难拉动
政府参与， 而要给 2.8 亿儿童带
去公平的社区普惠服务，离不开
政府推动，于是开启了中国儿童
友好社区促进计划。

现在政府在社区层面投入
很多，大量公益组织加入社区服
务，但项目千篇一律、缺少创新，
也不一定能够满足实际需求。 如
果把这些都串起来， 形成政府、
公益和商业思维共赢的局面，将
好的经验规模化推广，也许就能
够影响行业发展。 这就是中国儿
童友好社区的发展方向。

用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
春晓老师的话来说，我们目前属
于“第四类组织”，非政府、非商
业、 也不只是单纯的公益模式。
是用创新方式整合政府、商业和
公益的平台型组织。 我们希望商
业机构做一点公益，公益组织学
一点商业模式，可以同步实现社
会价值和市场价值，但说起来容
易，做的过程困难多了。 儿童友

好社区项目一直在做顶层设计、
一线尝试、协调各方。 目前还没
有达到理想目标。

关于规模化的问题，我们的
使命是要为每一个中国儿童及
其家庭带去社区普惠服务，所以
必须规模化。 但是否每个组织都
要规模化？ 就未必了。 关键是看
机构使命的需求、动机，不需要
去套概念。

《公益时报》：儿童友好社区
项目会不会往乡镇、农村延伸？

周惟彦：理论上来说，农村、
城镇社区都要做的，但目前我们
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 每一个客
户群体对服务的要求、造血模式
都不一样， 打一线城市的市场，
跟走乡镇的路子完全不一样。 我
们希望提炼经验给到在农村服
务的同行。 这是最快的方式。 农
村的经验拿到城里难，城市的经
验拿到农村可能容易些。

很多大型公益机构把项目
放在了农村，国际优秀经验都优
先给到了农村。 大家似乎理所当
然地认为城里的资源够多了，事
实上在公共服务方面城市社区
一样困乏，尤其是在儿童及家庭
的社区公共支持体系方面。

社会企业需要根本性突破

《公益时报》：做慈善的企业
和加入商业模式的公益组织，哪
一个更对国内环境的路子？

周惟彦 ： 我对自己的要求
是，如果要谈社会企业，应该自
己先做一个， 如果自己都没做
成，凭什么跟别人讲。 实践出真
知，经验得靠自己累积。 所以这
七年，我一直默默在摸索和实践
中。 我真正期待的是对全行业有
突破性、 影响力的创新模式，是
大体量的社会企业。 现在商业模
式层出不穷，在互联网技术日新

月异的支撑下，共享经济突飞猛
进，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觉得
总有路径可以带来根本性突破。

说到心得，以我们儿童友好
社区这个项目来说，越做，越觉
得接近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太强
大了，所以特别考验人的智慧和
发心。 快速盈利和理想情怀怎样
平衡的问题， 常常使人纠结，现
实是，在生存面前，情怀太脆弱
了。 所以，我深深佩服永怀赤子
之心， 以天下为己任的前辈们，
在这么浮躁的环境里，能做到这
样太不容易了。

《公益时报》：创建平台型项
目有哪些试错的经验？

周惟彦：我的创业经验，一是
要确定发起人的定位。不能什么都
亲力亲为。在壹基金的时候李连杰
做精神领袖，企业家们支持战略方
向，我只负责管理，但在永真基金
会我不仅要成为团队精神领袖，还
要负责顶层设计和日常管理。这对
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多重角
色的转换面临很多困难，很多公益
机构领导者可能跟我走过相似的
路，在一线下沉太久了，就容易执
迷在里边，需要时不时跳出来清空
自己，看清全局。

二是，在跟政府、企业、公益
组织合作的过程中发现，要让大
家完全融合一致， 是不可能的，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各方在
诉求背后最真实的需要，最深层
次的动机。 这对我们说是很大的
考验，得花很多时间去了解每一
个合作方。 用商业的语言来说就
是要了解不同的客户群。

比如要做普惠型项目， 就必
须跟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合作。这
几年来我们和民政、卫计委、妇联
等部门打交道不少， 在深入沟通
之后， 也更加理解了政策落实的
难点， 从而也更明白怎样作为社
会性平台机构发挥自身的价值。周惟彦在億未来的活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