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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慧：真爱与否，公益始终是“试金石”
■ 本报记者 文梅

� � 第一次听说“零慧”这个名字，
是从国内创新公益演讲节目《CC
讲坛》负责人富宇那里。 喜欢开玩
笑的富宇对《公益时报》记者这样
描述“零慧”其人———“友成企业家
扶贫基金会的秘书长，能力强又聪
明，她可是个‘厉害’角色！ ”

真正与零慧面对面，大眼睛
黑眸子的她笑起来很明媚，长发
及肩，身着深蓝色的外套，看起
来沉稳庄重，几乎未施粉黛的她
仍然不失清秀。 讲述自己的观点
时，她又不疾不徐、从容淡定，甚
至有些偏男性的冷峻。

零慧承认自己确实和一般
女孩子的喜好不大一样———高
中时她最爱看时政类杂志，对国
内国际大事颇为关注。

父亲是企业家，零慧也曾因
此一度立志成为一名企业家，所
以大学本科时她选了工商管理
专业。 可是父亲却希望她考个公
务员———铁饭碗，稳定。

硕士她选择去英国留学并
主修“企业社会责任”专业，而且
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但实际上
之后零慧的生活一路走来并未
像父亲期待的那样平顺，而是一
波三折，最后跨界迈进了公益行
业，做起了专职公益人。

说起对自己成长影响颇深的
人，零慧提到了四个人的名字。

友成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
王平的强大愿力令零慧备受鼓
舞，也让彼此对这份事业的共识更
为默契和坚定。 从 8 年前加入友
成，王平理事长就让零慧在不同的
岗位上轮训， 一线志愿者驿站、友
成大学、综合管理等，尤其是近五
年来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让零
慧有了不一样的领导力，锻炼了独
特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和带队伍
的能力。这种创始人的“亲自带”让
业界不少秘书长羡慕。

硕士导师刘世敏的开放包
容让零慧难忘，这种特质的吸收
和学习也让她后来带团队时受
益匪浅。

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用跨界视角
参与公益的创新思路，让零慧觉
得有趣、有益。

“惠泽人”创始人翟雁对志
愿者事业百分之百的热忱和投
入令零慧钦佩和感动，她也是零
慧的公益领路人。

谈到时下热词：“企业家精
神”，零慧说其实“社会企业家精
神”这种叫法更贴切，因为在她
看来，不具备社会创新能力和社
会价值观的企业家，真正的“企
业家精神”也无从谈起。

说起如今业界“秘书长”这个
岗位人员流动较大的现象， 零慧
笑言：“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 一
个是你自己的心态调整的好不
好，到底把自己当作‘公益创业合
伙人’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做
公益， 如果你选择后者来定位那
就糟糕了，那你永远干不好。再就
是你是不是真爱‘公益’。 ”

无论是职业选择还是项目
选择， 零慧都将其归结到一个

点，即“发心”。 她反复说，真爱与
否，结果好坏或成败，公益始终
是“试金石”。

“人才与平台”是发展的奠
基石

《公益时报》：在创新求变的
同时 ，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以下简称 “友成基金会 ”）如何
保证公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零慧：友成基金会 2007 年成
立，基金会创立至今我们有很清
晰的两条主线， 一块是做人，就
是关注人的发展变化和成长；一
块是平台搭建， 探讨如何把人力
资本、 智力资本通过合适的渠道
输送到最需要它的地方去。 这里
面需要政府、 民众以及行业机构
三方的良性参与和支持， 缺一不
可。在此过程中你会注意到，我们
所有与人有关的项目， 它都有内
在的逻辑， 而不是说你看见一个
项目，觉得好玩，就做着试试。 友
成特别强调的一点是， 在项目发
展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人的改
变，包括受益人和参与者的改变，
这其中的关键是认知的提升。 做
项目的人需要不断地回望初心，
观察这个项目的发展是否与你的
初心相吻合。而同时，每一个创新
项目的诞生， 它和我们过往所做
的项目以及相关经验都是有内在
关联的，可谓“既有传承，又有创
新”。这也意味着无论将来友成基
金会还会出现多少创新项目，但
内在的主线，即围绕着人的发展
这一条是不会变的。

过往我们看到了很多“高
高在上的施舍、 强加于人的道
德绑架、刻意导演的眼泪指数、
只见物不见人的捐赠、 不负责
任的公益作秀、 不透明的虚假
公益……” 这是对公益的异化。
而我们一直在提“新公益”，公益
不是简单的财富搬家，而是要有
新的价值创造，通过社会创新来
创造价值增量。 而社会创新在本
质上是一个发现和解决社会问
题的过程，发现真正需求、整合
跨界资源，实现真公益、有效公
益、 可持续公益的三位一体，这
其实也是驱动力（Aim）、创新力
(Approach)、行动力 (Action)的三
效合一。 而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
程就是在三 A 之间循环往复地
探索与实践的过程。 在这个开放
的，永无止境、无法穷尽的过程
中，创新型组织持之以恒地不断
瞄准目标、创新模式和打造执行
力，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
进步的目标。 这也是我们在社会
创业家身上发现的密码。

我们用一整套的理念、项目管
理大纲、手册和流程来保证和强化
发心、方法、行动的统一。这也是项
目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友成与社会价值投资联盟

《公益时报》：2016 年 9 月，
友成基金会携同 50 家机构联合
创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能

介绍一下这个机构到底要做些
什么吗？

零慧：友成基金会倡导成立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重点在倡
导“社会价值”为导向的义利并
举的共识。

2013 年我们提出社会价值
投资的概念之后， 为了防止对

“社会价值” 这一概念的理解过
于窄化或泛化，我们就开始着手
研发一套严格的定义和严谨的
量化评估标准，用于评价社会创
新型企业、社会创新型组织和项
目等社会价值投资和评估对象。
现在已经开发了一个线上进行
社会价值评估的云平台，可以在
线填写并得出分析报告，我们在
这两年的资助招标和猎鹰计划
的评测中都采用了这套系统。
2016 年联盟成立以后在此基础
上又进行了针对上市公司的定
制化应用性研发。

2017 年 12 月， 社投盟发布
了一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价
值评估报告“义利 99”，采用就是
这个评估框架。 比如团队分析了
沪深 300 的上市公司，然后用这
个指标对他们的公开数据进行
扫描，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把得
分靠前的 99 家甄选出来， 形成
一个“义利 99”的榜单，同时根据
我们摘选出来的这 99 支股票，
对它过去 16 个月的数据表现进
行回测，就发现“义利 99”的指数
几乎跑赢了现在市面上所有的
评价指数。

“义利”兼得定可行

《公益时报》：经过这几年具
体的实践和感受 ，你认为 “让商
业化摆脱单一追求利益最大化
的价值取向、为资本找到更有社
会意义的增值空间，同时为社会
问题找到解决的路径”这类问题
到目前为止是否有解？ 为什么？

零慧：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庞
大复杂，但实践告诉我们，肯定
有解。 首先是社会的角度。 现在
民生发展的几个重点领域：养
老、教育、医疗、环境、食品安全、
脱贫等几大领域，都属于商业资

源投入了，但是投入是远远不足
的，而这些又都属于亟待解决的
社会问题。 但目前从商业的角度
来看，这几块领域又是价值的洼
地，因为没有人去开发这些领域
的价值，就是大家还都没转过味
来， 还都把焦点聚集在房地产
上。 可是从民生的角度来讲，这
些领域对民众来说都是刚需，他
们的支付需求和支付意愿就在
那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新兴市
场。 它不仅意味着经济价值，也
有深刻的社会价值。 如果一个创
业者，能够慧眼看到这两个层面
的价值并且深耕，他一定可以在
这个领域里有所成就，或脱颖而
出成为行业“独角兽”。 其实现在
的上市公司也同样可以在这些
领域中寻找新的增长点，而最终
这种增长是人民福祉的提高和
社会效应的提升，是双赢。

《公益时报》：那有什么好办
法能让投资者看到这片“蓝海”，
并且愿意主动对接这个市场？

零慧：首先就是要转变认知
理念，达成社会共识，要让大家
知道，这些领域不单纯是砸钱做
公益， 一定是可以有回报的，市
场也会证明这一点。 再就是我们
一定要树立一个社会价值的评
价标准，让社会资源的提供方在
给这些企业提供资源的时候，尽
可能多的考虑社会价值，有利于
他们更好的成长。 从整个服务生
态的层面看，我们觉得一个是我
们创业者的支持，对投资机构的
引导，还有一些中间服务机构的
孵化， 可能现在还没有人做这
块，比如“社会价值投行”是不是
有更多的人来尝试做。

《公益时报》：就你观察，你觉
得当下从政府层面来说， 对这个
问题是否积极，支持力度怎么样？

零慧： 现在从地方政府的反
应来看，还是非常积极的。比如深
圳的福田区政府、成都市政府等，
他们都想在社会价值投资领域以
及社会企业的培育方面能有更多
的建树。他们愿意尝试，愿意拿出
有限的区域做先期试点。 包括深
交所，他们愿意参与我们的“义利
99”这个指标体系的建立，我都觉

得是非常好的信号。
我们觉得政府不管从哪个

层级，如果能专门成立一个类似
“社会价值投资指导委员会”这
样的部门或机构，通过这样的专
属渠道给政府一些建议，比如我
们需要哪些政策，需要投入哪些
资金， 在哪些重点领域来开展、
在什么地方选择试点等，以及我
们这套评价标准未来的国际化
输出， 都可以有一个顶层设计，
都是政府可以支持或指导来做
的事情，由此，整个行业发展才
会更加的有序，未来也才会更值
得期待。

友成发展“野心”路线图

《公益时报》：友成基金会项
目涉猎的范围很大，你们是不是
也有行业自身发展的“野心”，想
做公益领域某一方面的“老大”？

零慧： 其实我们还真不是从
竞争方面来制定战略的， 而是从
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民众需求的层
面来看，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做
什么。我们看到一些创新的点，看
到一些社会价值生态在发展过程
中所缺失的一些环节， 那我们就
去做， 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
会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起到非
常关键的作用。因为没人做，你做
了一个先例，那就成了“创新”。

如果你说有什么“野心”的
话，那我们觉得这个“心”还不止
停留在单纯的公益行业，而是希
望在整个中国的发展、甚至人类
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
些我们自己的价值。

《公益时报》：畅想一下友成
基金会二十周年的时候可能会
是什么样子？

零慧：我觉得那个时候友成
基金会不一定是规模最大的基
金会，但一定是推动社会创新最
有影响力的基金会之一，我希望
在我们前十年努力奠定下来的
社会创新的基因，能够在各行各
业开花结果，产生积极影响。“社
会创新”这样一个生态能够良好
的运营发展，且百花齐放，当然
也包括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