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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培奇全纳教育公益基金会发起人、著名投资人王功权：

公益和商业根本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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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 年 5 月 20 日， 著名投
资人王功权，与从事全纳教育多
年的战伟共同启动了北京培奇
全纳教育公益基金会。 这也是国
内第一家以全纳教育命名的基
金会。

王功权出生于吉林，上世纪
80 年代辞去公职转战商界，与冯
仑、 潘石屹等人创立万通实业，
被称为“万通六君子”。 1995 年，
“六君子”和平分家，王功权进入
投资界，先后投资了大量后来在
国内、国际资本市场成功上市的
企业，其中包括奇虎 360、学大教
育、汉庭酒店连锁、易趣网等。

王功权对社会公益关注由
来已久，因为钟情诗词，他曾投
入千万，补白民国时期格律诗词
的整理工作。 但听到王功权创立
全纳教育相关的公益组织，记者
还是略感惊讶。 近日，《公益时
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谈谈
关注全纳教育的缘由和他将商
业资本带入这个领域的计划。

《公益时报》：你长期以来对
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为何最终
落点在公益组织这条路径之上？

王功权：我们做的是倡导全
纳教育，目前社会上对全纳教育
还不是特别熟悉，我们觉得还是
应该以公益组织的形式，在国家
的规范管理之下进行， 有公信
力、专业性、持续性，在推动项目
时也便于把握好分寸。

这是公益，不是慈善。 我理
解慈善是以直接帮助对方解决
问题为目标，公益是通过一些工
作，唤起社会的关注和参与。 我
们并不仅仅是针对个别学生存
在的问题， 去帮助这个学生，而
是希望倡导社会对全纳教育的
关注，一起来解决问题。

《公益时报》：你跟全纳教育
有怎样的渊源，为什么选择这个
而不是其他公益领域？

王功权：我是在自己孩子们
培养过程中意识到对全纳教育
的需要。 继而发现这个事情是国
际上已经在倡导的，政府也不反
对，而且是未来教育的趋势。

我的一个孩子学习有困难，
老师基本上忽视他的存在，也不

管他的作业、考试成绩，只要不
影响课堂纪律就行，孩子就在那
儿坐着。 低年级的时候，他自己
和同学们都不觉得有什么，都一
起玩。 到三年级的时候，就出现
了同学之间的歧视， 学习跟不
上，不愿意再去学校。

很多家庭就这样把孩子留
在家里，也有人辞了工作专门带
孩子。 我呢，还是希望通过社会
去解决。 孩子是需要成长环境
的，我就非常头疼去哪儿找这样
的环境，后来找到了培奇全纳教
育机构的战伟老师，他们那儿有
20 多个和我孩子差不多的小朋
友，机构强调接纳、平等、尊重，
针对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课程、
教具、教学方法，效果特别明显。

我的孩子在培奇度过了几
乎整个少年时期，最后留在学校
协助老师工作。 那时候我没有特
别注意培奇的教育方式，只是非
常感谢他们，跟孩子说战伟老师
是你的再生父母。

后来我到培奇在云南的幼
儿园参观，发现办得很火，收入比
普通幼儿园多一倍，效益非常好。

我这样在商界经常看项目
的人，马上会关注为什么这个幼
儿园这么火。 发现除了一般幼儿
园都有的业务、课程外，他们有
一套测评机制，对所有小朋友进
行测评，然后告诉家长他的孩子
适合怎样的学习方式。 比如有的
小朋友容易用手工的方式接受
知识;有的喜欢用听的方式;有的
孩子太聪明，普通的教学不能满
足他的话， 孩子上课就爱走神。
针对这些不同需求，幼儿园开了
许多有针对性设计的小班、甚至
一对一教学。 这种班收费就高一
点，但家长看的是效果，而孩子，
只要真正找对了针对他的教学
方式，进步会非常快。 所以这些
课程非常火爆。

我从中发现了社会需求和
商业点，给他们提建议，他们也
请我去做顾问，帮忙策划。 这是
我出任顾问的机构中最小的一
个，也是完全没有报酬的一个。

我原来理解他们只是有些
特殊的教学方式、课程，后来发

现他们的思维是成体系的，我就
开始关注全纳教育到底是什么，
查阅资料，接触专家。 发现联合
国早就在倡导全纳教育，我国目
前正在做基础教育的普及、教育
改革，工作任务很重，还没顾得
上这个。 在政府暂时顾不上的时
候，我们民间可以先推动一下。

我曾经投资过两个教育机
构，效果都非常不错。 我认为全
纳教育是未来的趋势。 培养孩子
的亲身体验也让我更加认识到
这种趋势。 我的小女儿在人大附
中读书，就在传统教育模式下进
入拼命学习、 不断择优再择优、
过五关斩六将的过程。 女儿每天
起早贪黑地学习， 成绩也很优
异。 但我每天看着她伏案学习的
小身影，总想，这真的适合她吗？

孩子们有很多不同需求，功
利性的教学、简单的用几门课程
考试，是不是扼杀了很多年轻人
的天性？ 也许他们在其他方面有
很好的潜力，他们也应该有更欢
乐的童年。

《公益时报》：全纳教育基金
会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时间是
去年 7 月，为何今年才启动？

王功权：我们是国内第一个
以全纳教育为名的基金会。 之前
的审批阶段就花了很长时间，相
关部门对全纳教育也不太了解，
有疑虑。 战伟是申请到哪儿讲到
哪儿， 审批的官员都被感动了。
批下来之后， 一方面我比较忙，
也有一些统筹安排的考虑，今年
才开始启动。

《公益时报》：我们希望达成
的目标或使命是什么？ 你对此抱
有怎样的期待？

王功权：我们要做四个方面
工作，一是尽最大努力去宣传推
广普及全纳教育的理念，二是进
行全纳教育的教学理论研究、教

材开发、教育研制、教师培训，这
个已经有了一些基础。

三是建立全纳教育的基地，
进行商业模式的探索。 在幼儿园
或者小学实践全纳教育，将基地
的运作方式、成本、效益全部公
开化， 做出可参照的商业样板，
让商业资本认识到是有钱可赚
的。 商业资本从投资角度进入这
个领域，才能使全纳教育摆脱完
全靠捐助的资源局限、缓慢发展
状态，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帮
助我们将全纳教育推广开来。

这也是我自身公益情怀和
商业能力的结合。 基地做好了我
可以请很多企业家、投资者来参
观， 跟大家讲全纳教育是什么、
怎么运作、怎么挣钱，建议这些
企业家，做什么都是挣钱，不如
做点公益。

四是在有了成熟的经验，商
业的大量介入之后，我们会形成
相关报告、组织专家探讨国际上
相关法规， 向政府提出立法、政
策上的建议，最终为全纳教育提
供法律上的保障。 这个时候，我
们基金会的使命算完成了。

思路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需
要花很多时间。

《公益时报》：公益人确实容
易拘泥于捐赠，商业方面考虑得
少一些。

王功权： 仅靠捐赠的话，真
的是有限的。 我号称这么能募集
资金，在募集公益资金上，心理
压力也很大。 全纳教育基金会是
非公开募捐的，现有资金大部分
是我捐赠的， 有少量其他捐款。
真正的募捐工作还没有启动。

《公益时报》：许多全纳教育
工作者是从特殊儿童角度介入
的，你认为该怎样将全纳教育推
广到所有孩子？

王功权：现在很多人或者不

知道全纳教育，或者将其跟特殊
教育混为一谈。 但全纳教育不限
于特殊教育， 它针对所有孩子，
每个学生都需要针对性的教育。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转变教
育的理念。 原来老师是教育者、
学生是被教育者，老师是真理和
知识的掌握者、 学生要全部接
受。 全纳教育倡导的是学习是一
种权利，教育是一种服务，接纳、
尊重、平等同样重要。 当真正把
教育看成是学习者的重要权利
时，教育者的心态、角度才会发
生变化。 不转换这个观念，是贯
彻不了全纳教育理念的。

《公益时报》：你觉得国内全
纳教育多久能发展到我们期望
的程度？

王功权：20 年。
《公益时报》：公益圈总流传

着 “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这样的
说法，你怎么看？

王功权 ：理论上来说，好像
也没办法反驳。 笼统地说，人类
发展中每一件大事都有公益意
义。 但是公益就是公益，商业就
是商业，这是两个事儿。

《公益时报》： 除了全纳教
育，你还关注其他公益领域吗？

王功权： 比较早的时候，关
注过传统文化的传承，资助别人
研究炎黄文化研究、中国逻辑体
系的建立、 格律诗词的整理编
辑。 我们曾经用了三年时间，花
了 1000 多万， 对民国时期的格
律诗词进行了全面搜集整理，最
后出版了近百卷，在全球 150 多
个国家的院校、图书馆收藏。 一
直以来，唐宋诗词都是官方修订
的， 民国时期直到上世纪 60 年
代前的诗词还没有人整理，我们
把这个事情做了，也算是“为往
圣继绝学”吧，不能将来让别人
说这段时期的诗词是空白的。

2017 年 5 月 20 日，王功权在基金会启动仪式上讲述他眼中的全纳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