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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想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梁志天：

艺术无界，公益亦无界

梁志天出生于中国香港，从
事建筑及室内设计近 30 年，现
在是国际著名建筑、室内及产品
设计师。 2013 年，梁志天被委任
为中国室内装饰协会设计专业
委员会执行主任；2015 年， 他获
选国际室内建筑师/设计师联盟
(IFI)2015-2017 年度候任主席暨
2017-2019 年度主席， 成为历届
第一位当选 IFI 主席的华人。

三年前， 梁志天同邱德光、
林学明、梁景华等九位来自中国
内地、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知名室
内设计师共同发起成立了深圳
市创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创基金”）， 这也是中国设计界
第一次自发组织、 成立的基金
会。 一年前，梁志天接棒基金会
执行理事长一职，继续推动艺术
和公益融合试验。

中国设计创想论坛、创想学
堂公益 A 计划、创想学堂公益 B
计划、创想奖学金计划……如同
基金会的名字一样，创基金几乎
所有公益项目的名字都带有“创
想”二字。 在梁志天看来，“创想”
二字包含着创基金对艺术教育、
对公益发展的态度和期望。“我
们希望给从事创意产业、创意教
育的设计师、公益人更丰盛自如
的施展空间， 让创造不囿于想
象。 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创意、
支持创业、鼓励创造、激发创作、
促进创新。 ”

那么，作为天马行空的设计
师，他们又是如何运作、管理一
家基金会的？

从创基金的执行理事会之
下设有教育委员会、 交流委员
会、发展委员会等团队。 据梁志
天介绍，这些团队分别负责教育
项目、事务沟通与决策，对外交
流活动、 项目的沟通与决策，以
及对外开展募款事务等，团队成
员基本固定，保证了基金会的有
序运作。 今年 3 月，创基金又增
加了三位执行理事，也都是设计
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

刚刚担任执行理事长时，梁
志天说自己未来一年的工作只
有两个字———“反思”。“我们要
好好地检讨过去两年基金会做
的每一件事、每一个项目，踏踏
实实地去研究，去讨论，去反思。
如果合适的话，去改。 ”

如今，一年的任期只剩两个
多月时间，他如何评价自己这一
年的工作？ 对公益的看法是否发
生了变化？ 就上述问题，记者对
梁志天进行了专访，同时也和他
聊了聊艺术和公益如何才能更

好地实现跨界融合。

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

《公益时报》：从 2015 年起 ，
创基金持续资助的公益项目有
近 30 个。 对于计划资助的公益
项目，基金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标
准？

梁志天：我们聘请了将近 30
位来自行业及院校的资深专家
顾问，与创基金共同制定了一套
专业的公益项目评选标准，包
括：第一，可操作性：执行周期和
费用，核心价值与意义；第二，文
化层面：传承中华文化，推动学
术研究；第三，社会价值：资助设
计教育，激励创新拓展；第四，行
业影响：帮扶设计人才，支持业
内交流，推动业内发展；第五，资
源理解：健康绿色设计，环保循
环再生。

对于项目的评估分为线上
和线下，我们会要求项目执行方
定期提交阶段报告，跟进项目成
果，基金会也会派人到现场参与
互动，验收成果。

《公益时报》：作为一名拥有
国际视野且知名度很高的设计
师，你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的艺术
教育？ 公益组织可以从哪些角度
介入艺术教育？

梁志天：我觉得目前国内的
艺术教育存在以下不足： 一方
面，我们培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
未能很好地服务社会、 服务大
众，他们的设计、创作有时候偏
重于表现个人的设计美感，设计
作品未能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
现在学生的思想包袱太重，教育
的功利性比较强，让学生的创造
力大为减弱。

公益组织可以作为一个媒
介或纽带，联合院校以及行业的
力量，选拔行业新秀，促进设计
实务的创新。 今年创基金发起的
“创想奖学金计划” 就是一次有
益的尝试，明年我们或将应更多
高校之要求，让更多的院校加入
到奖学金计划中来。

《公益时报 》：与国外相比 ，
国内的公益组织在这个领域有
哪些优势和不足？

梁志天：创基金是中国设计
界第一次自发性发起、 组织、成
立的公益基金会，从这一点可以
看出国内设计领域的公益机构
还是非常缺乏的。 不过与一些国
际机构相比，创基金的优势在于

集聚了港、台、大陆三地的华人
设计师，根植于本土，更了解本
土设计行业，也能因地制宜更好
地回馈行业。 同样，换个角度来
说，国内这类的公益组织也有着
同样的优势。

而国内机构的不足之处在
于，很多机构包括人员关注更多
的是对资本的监督、管控，而对
资产的执行效能缺乏十分有效
的推动力。 不过，我相信随着社
会的进步， 制度也将继续完善、
成熟， 从而推动公益组织的发
展。

保证每个人的话语权

《公益时报 》：创基金的理
事来自中国内地 、 香港和台湾
等不同地区 ， 大家的意见如何
得到平衡 ？

梁志天：虽然创基金的发起
人来自不同地域，但大家都是志
同道合的设计师，对公益的理解
基本是一致的，并没有原则上的
冲突，只是在操作方式上有所不
同。 当遇到冲突时，我们首先会
保证每个人的话语权，待大家充
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后，我们会通
过投票表决制来平衡不同意见。

《公益时报》：就基金会的运
作和项目执行而言，如何才能在
最大程度上发挥这些专业人士
的价值，让大家真正投入到公益
中去？

梁志天 ： 基金会每季度召
开一次理事会， 我们要求全员
到场， 对基金会整体运作和项
目执行进行审查把关， 共同决
策。 同时借机开展学习坊，邀请
专家授课， 共同学习基金会的
运作和管理。 针对大型的项目，
我们会组织多次线下会议。 若
事项十分紧急， 我们将召开线
上会议，进行表决，如 8 月 8 日

在九寨沟发生地震的两小时后
召开线上理事会， 当即一致决
议捐赠救灾事宜。

对于一些线下开展的公益
项目，我们会尽可能让每一位理
事参与到线下的互动中，让大家
在对项目运作过程进行把关的
同时真正投入到公益项目里去。
比如：2016 年创想学堂 A 计划，
10 位理事分别参与到了 10 个
项目的线下互动活动中，“中国
传统手工艺材料图书馆”公益项
目挂牌仪式现场也有多名理事
到场。

好的制度就是生命力

《公益时报 》：创基金实行
年度执行理事长轮换制 ， 这也
是 跟 其 他 基 金 会 不 一 样 的 地
方 ，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制度 ？
有没有担心理事长的频繁更换
可能给基金会的运作管理带来
消极影响 ？

梁志天：实行这一制度的益
处在于能保证充分交流、充分参
与、保持活力。 创基金是由 10 个
人共同创立的，每一个人都各有
魅力。 实行轮换制度能不断为创
基金注入活力， 不至于一人独
专， 更何况创基金本身就强调
“创”，不断创新、不拘一格。

我们当初实行这一制度确
实有些担忧，但事实证明，大家
担忧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虽然
理事长一年一届，但创基金的整
体运营所有理事都有参与的，重
要事宜都需要上报执行理事会
表决审核，以保证每个人的参与
度。 同时，我们常设教育委员会、
交流委员会、发展委员会，分别
负责教育项目及事务沟通与决
策，对外交流活动、项目的沟通
与决策， 对外开展相关募款事
务。 委员会成员基本固定，保证
了管理运作的有序进行。

《公益时报》：创基会成立仅
有三年时间，但至今已资助并指
导两岸三地设计教育类、设计研
究类 、文化艺术类 、设计专业交
流类等 30 个项目。 钱从哪里来？

梁志天 ： 基金会最初由 10
位发起人捐资成立，此后也逐渐
得到认可基金会理念的企业和
个人的捐赠。 当然，我们也在不
断拓展基金会的资金来源。 目前
我们正在积极筹备建立“创想学
院”， 我们希望整合国内外优秀
师资力量和教育资源，将其打造
成国内设计界的黄埔军校，为设
计行业储备人才。 这个机构产生
的收入将全部回流到基金会，由
此产生一个良性循环。

《公益时报》： 一年任期很
短，现在看来基金会的运作达到
你的预期了吗？

梁志天：从设计师到基金会
管理者，可以说是跨进了另一个
全新的行业，需要重新学习专业
领域的知识，因此在每个季度的
理事会上，我们会定期安排学习
坊进行学习，弥补公益专业知识
的不足。

现在看来基金会整体运作
态势良好，但是对于一家发展不
到三年的基金会而言，我们还需
强强联合、壮大力量，加强和优
秀基金会、行业协会、设计类院
校、公益媒体之间的合作。 今后，
我们的运作范围也不能再局限
于设计圈，还要延伸到大众的生
活空间、社会的生态环境，给大
众以美的启发和体验，我们希望
搭建一个凝聚创意力量的无限
开放性平台。 9 月 16 日在北京召
开的“设计·生活”2017 中国设计
创想论坛也是在不断趋近这个
目标，我们希望通过打造一个设
计交流公益平台，让大众认识设
计、享受设计，让美发生在生活
的每个角落。

� � “艺术无界，公益亦无界。 我们是设计师，同时也是公益人，是义
工。 虽然从设计师到基金会管理者是一个很大的跨越，需要专业知识，
但从人本角度来说 ，二者是共通的 ，都是有温度的工作 ，都有治愈功
能。 我觉得艺术和公益完全可以相互交融，让彼此更加出彩生辉，富有
生命力。 ”

创基金执行理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