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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益行业之根在于文化
———与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谈资助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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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敦和基金会将
捐赠方向聚焦在国学传承，公益
支持方面会少吗？

孙春苗：敦和基金会的捐赠
方向，以国学传承为中心，同时
兼顾慈善文化、公益支持。 之前
在公益支持上的项目比较多，以
后会逐步进行项目布局方面的
调整，围绕国学传承进行深耕。

我们之前的三百多个项目
中， 有两百多个是公益支持方
向，这个情况实属正常。 因为机
构的战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
在不断探索、沉淀、发展中逐步
确定。 敦和基金会成立后的前两
年，我们以学习、探索为主。 到
2015 年， 才确定了战略规划，明
确提出了“尊道贵德”的价值观，
以及“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人类
和谐”的使命，持续资助国学传
承、慈善文化、公益支持三大领
域。

前两三年，我们的工作思路
比较开放和多元，所以从报表上
看到的项目数量和资助金额，都
是以公益支持项目居多。 战略确
定后，秘书处要逐渐做一些项目
布局上的调整，但这不代表我们
就此放弃做公益支持了，只是资
助方式有了一些改变———今后，
我们的公益支持不再是很多单
个项目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系统
性资助为主，希望为公益行业做
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系统
性改善。 这是我们在公益支持方
面将来调整的方向。

曾经，我们也一度面向社会
公开招募项目，尤其是在刚开始
摸索国学传承项目的时候。 但在
此过程中， 我们也遇到了些问
题，比如项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等。 这也启发了我们，要想真正
把项目做好，资助型基金会必须
有自己的核心理念。

以前我们可能扮演着媒人
的角色， 有机构来申请项目，我
们觉得大致符合条件就进行资
助。 现在则可能更多地扮演猎人
的角色， 即主动寻找合作伙伴，
这更考验项目官员的能力、眼界
和判断力。

《公益时报》：你们选择资助
项目的原则是什么？

孙春苗：首先是符合我们的
整体战略、资助策略和具体的资
助方向。

比如在国学传承方面，我们
有四个方向———探源性挖掘，传
播性弘扬，原创性研究，以及体
悟性实践。 在这个范围内再择优
选择。

公益支持方向，一方面要支
持基础建设，比如中国非公募基
金会发展论坛（已更名为中国基
金会发展论坛）、 公益筹款人联
盟等行业性组织。 这种行业性工
作目前来看可能很难向公众去
筹款， 我们作为非公募基金会，
在现阶段可以发挥相应的支持
作用。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项目的
示范和引领作用，比如“公益优
才计划”， 通过某些领域的枢纽
型机构分别对应地去资助草根
公益组织的筹资和传播人才。

慈善文化方向，希望将国学
传承和公益支持相结合，避免二
者之间的割裂。 去年敦和基金会
在深圳慈展会上举办了中国慈
善文化论坛，今年该活动预计将
在中华慈善日（9 月 5 日）在杭州
再次举办，希望引起大家对慈善
文化的关心、思考。

通过项目调研、规划与实践
落地，我们发现其实只要做好引
导，慈善文化值得研究的问题有
很多，只是一些学者没有意识到
这方面。 比如我们的品牌项目
“竹林计划”，就是面向公益慈善
领域专注于研究的青年学人，特
别强调了其中三分之一名额要
与公益慈善文化有关。 希望通过
这样的引导，能收获更多更好的
关于慈善文化的研究。

资助方式上，我们将注重以
项目群的形式来实行，减少单个
项目的数量。 当然，我们也会给
创新项目留有空间。 如果项目具
有一定的创新、 突破和示范效
应，我们也乐于资助。 作为资助
方对项目的要求，我们希望合作
机构富有诚信，比如不要拿一个
项目去向多家申请、做到财务透
明、 对捐方和受益人负责等，这
是底线。

敦和基金会正在执行的项
目约 70 个， 而我们项目人员只
有 7 位，因而工作量很大。 未来
希望能够调整项目数量，提高项
目质量，让每位项目官员能够在
三个资助领域分别进行深耕，从
而推出精品项目。

《公益时报》：在直接把钱给
机构和教它把钱用好之外，这其
中会不会加入更多引导和支持？

孙春苗 ：与其说“引导”，不
如说与合作伙伴共同成长更为
合适。 敦和基金会成立也只有五
年，我们的很多合作伙伴的历史
比我们更久，在项目实操方面的
经验可能比我们更丰富，我们还
要向他们学习。

至于怎样支持， 我认为，我
们还是要和合作伙伴一起厘清
真正的社会问题，并充分了解被
资助机构有什么诉求和需要。 当
然，我们希望不只是简单的顺应
需求， 而是能够在此基础上，努
力做一些有前瞻性的工作，帮助
伙伴更好地成长、走更长远的道
路。 若干年后，当我们回头再看
当时的工作，大家都觉得没有浪
费时间和资金。

《公益时报》：敦和基金会怎
样衡量资助的效果？

孙春苗：做传统文化项目是
很难衡量资助成效的， 相比之
下， 公益支持项目会还好一些。
因而， 我们也十分重视项目评
估， 主要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外请专家志愿者和第三方
评估， 比如去年开始，“优才计
划”请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
心做了一年的跟踪评估； 第二，
要求项目官员对所资助的项目
有充分的了解和效益判断，做到
动态的监测管理；第三，希望合
作伙伴也能够对资质的项目执
行做自我评估；第四，在机构内
部设立总体协调性质的研发岗
位，其岗位的职责就包括了项目
评估。 不能只有项目官员自己做
项目、自己评估，内部也需要有
其他的声音和平衡。

《公益时报》：公益行业做支
持 、资助的机构也有一些 ，有没
有借鉴的目标？

孙春苗 ： 做行业支持的机
构，总体来看并不太多，我们与
他们有很好的交往和互动，但也
不是说一定向要哪家机构看齐，
因为敦和基金会以文化领域尤
其是偏国学传承的资助为核心
方向，几乎没有现成路径和经验
可以借鉴。

但在工具层面，比如数据系
统、传播、机构管理等，一些机构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比
如敦和基金会作为中国资助者
圆桌论坛的发起机构，经常跟同
行一起，边建设、边学习。 中国资
助者圆桌论坛曾经专门围绕是
否开启“慈善文化”资助领域，为
我们做了一次私董会，提了很多
建设性意见。

还有公益筹款人联盟，我们
也是发起机构。 虽然敦和自己不
筹款，但不代表我们不重视这个
领域。 我们认为，如果能把大家

联动起来， 探讨一些筹款的经
验、案例、伦理、规则等，会对公
益行业有很大的整体推动作用。
我们也提出了建议：国内其实有
很多优秀的筹款案例，大家在向
外求索的同时，也可以把视角投
向内部，国际经验不一定完全适
合国内，我们要树立中国公益行
业的价值自信和文化自信，并采
取相应的实际行动。

《公益时报》：公益领域的中
西方文化确实也比较割裂。

孙春苗：我们观察公益行业
有三个割裂。

一是中西割裂，西方的很多
理论硬生生地搬过来，不是理论
不好，是可能水土不服。

二是传统和当代的割裂，我
们的先祖留给我们很多富有价
值的经验，很多藏在历史文化和
日常生活当中，只是没有这么系
统地呈现。 我们希望把这方面做
一些梳理，转换成现在公益人可
以理解的理念。

还有一种是公益和文化的
割裂，公益行业内大家都在讲工
具理性，缺少价值理性。 比如有
非常多的工具、表格、筹款、财务
的培训，但支撑其的理念到底是
什么？ 我们还是要强调对公益慈
善的认知、理念、动机。

关于如何解决这三个割裂，
敦和基金会在去年的中国慈善
文化论坛上抛出了一些相关的
议题， 希望与公益慈善行业、合
作伙伴、 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
另外在“竹林计划”等慈善文化
项目中，也积极鼓励寻求解决问
题的方式。

本月初，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敦和基金会”）刚刚迎来五周岁生日。 与其一贯以来的气质
和所倡导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是，成立五年，敦和基金会没有搞庆典，而是低调地做了一场交流会，听
听专家讲批评与建议。

也正是通过这场交流会，我们才看到了敦和基金会这五年来的资助成绩单———截至今年 4 月 30 日，
共资助项目 370 个，资助金额达 3.472 亿元。其中国学传承项目 71 个，慈善文化项目 27 个，公益支持项目
272 个。

从这份成绩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敦和基金会过去的资助项目中，公益支持类占了大多数。 但在未
来的发展方向上，敦和基金会将聚焦于国学传承领域。那么，其新的资助战略会有哪些不同？为此，本报记
者专访了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请她谈谈敦和的资助之术。

� � 基金会设立的“竹林计划”旨在支持青年学术人才开展慈善理论
与实践研究，进一步完善慈善研究领域的行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