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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黄埔一期”公益硕士毕业
能否带来行业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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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月 1 日， 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即将送走一群“特殊”的
学生：29 岁的梁志图和他的 9 位
同学———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
目的第一批毕业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
会公益管理硕士（MSEM）是由北
京大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银泰集团、银泰公益基金会
于 2014 年共同发起。 该项目旨
在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创新意
识、管理能力和实践能力，并致
力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高级
管理人才或社会企业家。

两年的学习，给这些分别来
自不同行业的社会精英带来了
什么？ 当他们走向不同的公益岗
位， 将怎样开始新的公益人生？
这些高等公益专业人才的加入，
对国内公益机构的运作模式和
操作理念又会带来怎样的碰撞
和冲击？

公益教育的“黄埔一期”

2006 年，梁志图还在读大学
本科时就开始做公益，为孤儿院
的残障孩子做志愿服务；2008
年， 他奔赴汶川灾区做志愿者；
2009 年还未本科毕业，梁志图已
经在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
会担任项目主管。

谈及为什么工作六年之后
又选择再读书，梁志图说：“大学
本科时我学的是社会保障，主要
是从政策层面研究社会保险，但
在公益组织的管理和项目运作
层面的积累还是比较弱的。 2012
年那年我临危受命，担任合肥一
家公益机构的秘书长，下面管理
着 40 多名员工， 那个时候自己
特别有压力，因为工作经验并不
多，理论知识体系方面确实亟待
提升。 所以北大光华招生的时候
我就来了。 ”

陈睿哲，1987 年出生， 来自
北京。 入学前就职于汇丰银行
（中国）北京有限公司，担任高级
客户服务经理。

说起为什么会选择社会公益
管理硕士， 陈睿哲的答案笃定而
自信：“我看好中国慈善公益事业
未来的发展， 我希望将来能把过
去在金融领域积累的工作经验与
未来的公益管理予以很好的融
合， 做国内公益教育的破冰者和
现代公益管理的先行者。 ”

为了能够全身心投入学习，
陈睿哲义无反顾地辞去了她已
经工作了六年的汇丰银行。

1986 年出生、来自黑龙江的
陈兴慧因为大学毕业前夕的一次
支教走上了公益之路，2014 年 11
月， 陈兴慧赴泰国某公益机构担
任国际志愿者，一做就是半年。

她说当时心里就琢磨着，回
来之后一定还要去读书充电。 当
她看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社会
公益管理硕士项目的学员招募，
心动之下就马上行动。 2015 年开
学季，她如愿以偿走入了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

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招生
办提供给《公益时报》的 2015 级
至 2017 级 MSEM 初录取数据
分析显示：三年来社会公益管理
硕士 MSEM 班 76 名同学的平
均年龄为 31 岁；教育背景方面，
本科毕业生占比 78%、 硕士占
21%； 工作时间 1 至 5 年的占
38%、6 到 8 年的占 32%；入学前
有过非营利组织工作经验的占
到 5 成左右。

陈睿哲不无打趣地说：“我们
管自己叫‘黄埔一期’。 因为这是
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的第一次
尝试， 可能在整体成熟度方面还
不够， 需要同学们一届一届地去
迭代，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它。做公
益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完善
和提升， 并不追求立竿见影的短
期效果， 因为它要造福和惠及的
不是眼前， 更多是由于我们的付
出，让子孙后代受益。所以我们也
秉承了这种发心和理念， 愿意做
公益教育的破冰者。 ”

公益管理硕士学什么？

其实，无论对于陈睿哲和她
的同学们来说，还是对于项目发
起方而言，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都
是一种陌生而新鲜的尝试与体
验。 2014 年，四家机构创立这个
项目的初衷，就是发挥校企共建
的各自所长，倡导“以公益心态、
通过商业手法，实现共享价值”。

据介绍，MSEM 不仅是北大
首个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也
是国内首个社会公益管理硕士
项目。 2015 年入学的陈睿哲和她
的同学们是这个项目的第一届
学生。

据项目发起方之一的银泰
公益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商业
思维做公益” 是该项目的亮点。
该负责人将这个项目看作一次
社会公益的实践与探索。 因为该
项目在国内没有先例可循，因此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是摸着石
头过河。

如何实现商业与公益在理
论和实践方面的有机融合、商业
如何成为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
以及资源充分共享等都成为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磨合的问题。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该项目
官网显示，陈睿哲和同学们所学
的社会公益管理硕士课程分为
两大模块， 一类是商科的内容，
比如战略管理、公司金融与金融
投资、影响力投资等。 另一类则
是与公益相关的内容，包括非营
利组织治理、非营利组织法律政
策以及非营利组织的项目管理
等课程内容。

考虑到公益实践性很强，北
大光华管理学院与银泰公益以
校企联合方式设立《公益实践与
发展》选修课，引入商业思维进
课堂，提供商业思维在公益领域
的真实实践。

他们邀请了 9 位不同领域
嘉宾，77 名 MSEM 和 MBA 同学

报名选修。 银泰公益负责人说，
这样的课程安排，不仅帮助学生
建立了基本的商业+公益的认知
理念，也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的
知识储备和能力素质训练。

项目还将眼界扩展到了海
外。 据介绍，2016 年 12 月，为北
大光华管理学院 MSEM 同学及
MBA 同学开设从美国引进的
“社会影响力投资课程”； 结合
“蓝色先锋海洋环保计划”，选拔
出 15 名在海洋环保方面有公益
志愿的同学接受该计划培训，目
前这些同学已于 2017 年 5 月接
受了初级培训，计划于 2017 年 7
月赴美接受深层次培训。

突破传统公益思维模式

陈睿哲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入学之前她在金融机构工作
多年，对金融机构的管理、项目
运作都比较熟悉。 通过两年的学
习她发现，公益机构在现实工作
中应该对金融机构的治理和理
念进行学习与融合，这会使得公
益机构在具体运转中更为高效。

“比如金融机构的年报、信
息披露和数据公开等有一套它
自己成熟的规则，如果公益机构
在这方面能够很好地借鉴和引
用，那么它的社会公信力自然也
会越来越高的。 ”陈睿哲说。

陈睿哲的同班同学陈兴慧
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掌握了
如何用商业工具完成公益项目
的思维模式和运作手段。

陈兴慧说：“在商业领域里，
很多工具性的东西是可以通用
的。 虽说商业与公益的目的不
同，但可以采用相似的手段和工
具。 比如商业营销里面的各种策
略和工具，都可以应用到公益组
织当中；比如商业机构的 HR，其
中的招募、培训成长、薪酬管理
等很多模式都是公益机构可以
拿来借鉴使用的；还有商业战略
当中的宏观环境分析、竞争力分
析、资源分析、能力分析等方面
都可对公益运作在不同角度有
所帮助。

梁志图说，两年学习，自己最
大的进步就是敢于突破传统的公
益思维模式， 能主动结合商业思
维来考量公益项目的实施了。

梁志图注意到，目前北京一
些打工子弟学校由于资金限制，
各种硬件设施都比较差，其中大
部分学校的厕所都是旱厕，孩子
们基本的洗手条件都没有。 他就
在想， 如何才能结合商业的思
维，将这些学校的厕所进行标准
化的改造，比如请专业设计院的
设计人员、请厨卫建筑专家都来
共同参与这个公益项目，进行科
学、标准、现代化校厕的定造，然
后批量化生产。

梁志图用最快的速度联络
了这个初具雏形的公益项目关
联方，现在已经开始了初步设计
工作。 当下与该项目对接的试点
是北京市通州区三所打工子弟

学校， 如果梦想成真， 至少有
1000 名学生可受益。

梁志图表示，如果这次试点
成功的话，他还会努力尝试将这
个公益项目推向国内广大农村
地区。

回归再出发的公益硕士

相较于大多数刚刚迈出大
学校园、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
场一时间无所适从的毕业生而
言，梁志图、陈睿哲、陈兴慧和他
们的同学们在毕业后的职业规
划和选择方面思路很清晰，步伐
很稳健。

梁志图在北大光华管理学
院就读期间已经担任北京易孚
泽公益基金会的项目总监，两年
的专业学习，对他在理论体系层
面的充实和完善作用不可小觑。

他说未来的个人职业规划依
然离不开“公益”，工作方向还是
会聚焦于儿童领域。 无论是他最
初参与的残障儿童志愿服务，还
是目前的供职机构， 都一直在关
注儿童公益项目。 这种情结更多
源自他的父母。 他想让全社会都
来关爱和帮助残障儿童， 让他们
在一个温暖的世界里健康成长，
没有歧视、没有孤独，只有爱。

陈睿哲目前已将职业选择
定向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
会， 基于她之前的金融工作经
验，具体在项目管理方面也会有
触碰和拓展。

陈睿哲说：“我之所以钟情
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就
是看中它现代的公益管理模式，
透明高效，它的每一笔收支都很
清楚，对公众毫无保留。 关于公
益的内涵和公众普及方面，我和
他们是非常有共识的。 ”

陈睿哲认为，对于上海真爱
梦想公益基金会这样专业的公
益组织来说，整个公益的“盘子”
做大了以后，会不断地考虑创新，
他们在不断地给自己设计难题，
然后想办法解决难题， 这种始终

“向前看”的理念令她欣赏。 与此
同时， 组织内部就会需要一些有
过金融背景、 对金融工具的理解
比较有前瞻性、 有洞察力的专业
人士来担任具体的工作， 这样不
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工作成效

也会事半功倍。 而自己具备的专
业特质正是对方所需的， 双方能
够比较顺利地达成合作意向。

陈兴慧的求职故事比较有
意思。 机缘巧合，在学校参加“蓝
色先锋海洋环保计划” 期间，她
认识了当时担任助教的一位老
师韩寒，韩寒老师同时也是一家
叫做“智渔”的民非组织的发起
人，正是这次邂逅，使得两人交
流甚欢，不久，韩寒就会成为陈
兴慧的“老板”了。

陈兴慧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智渔” 主要是做海洋保护，
工作方向是可持续渔业。 目前在
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当中，专做海
洋保护的机构还是很少的。 她之
所以加盟“智渔”， 就是欣赏其

“以科学的精神”做公益，通过网
络大数据影响渔业供应链，保护
渔业生态平衡的先进理念。 如果
一切顺利的话，她将于今年 8 月
份正式入职。

“社会公益管理这门专业教
给我们判断和质疑，即‘是什么’
和‘为什么’，‘怎么做’则需要每
个同学将来走上具体公益岗位
之后不断的探索总结，形成一套
行之有效的方法。 ”

陈兴慧说自己现在经常会半
开玩笑地鼓动身边的朋友加入公
益行业， 她认为现在正在公益之
路上做“苦行僧”的这些公益人，
就像三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第
一批下海的弄潮儿， 势必要经过
风吹浪打各种磨砺， 才会有三十
年后的成功和辉煌。 只要足够坚
韧和努力，总能到达彼岸。

陈睿哲对中国慈善公益未来
保持乐观的同时，也对未来的“学
弟”、“学妹”提出了建议和忠告：

首先，多问问自己———你对
公益了解多少？ 将来是否一定会
从事这个行业？ 两年的学习，你
的时间规划妥当了吗？

其次， 入学之前是否已在自
身职业特质与目前所选专业之间
做了认真的思考和适当的平衡。
切忌不要为了“学”而学，要知道
为什么学，学完之后怎么用。

如果你是专职公益人，这样
的专业学习是最好的职业素养
提升渠道。 学成归来，无论对内
部治理还是对外合作，都将会是
很好的反哺和完善。

� � 坚持以“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段”所打造一个“大公益”的美好
世界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MSEM）的愿
景。 图为由该项目主办的“情启燕园，益起光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