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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pecial� Report 特别报道

■ 见习记者 刘兴

专访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发言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华北校友会秘书长

王雨蕴：大爱的世界才完美

睡袋文化

《公益时报 》：2004 年 ，你加
入到初创的完美世界 ， 应该说
见证了完美世界由白手起家到
崛起壮大的全过程 。 简要回顾
这段历程 ， 有哪些事让你印象
深刻 ？

王雨蕴 ： 与完美世界一同
经历成长的这十几年， 印象深
刻的事太多， 从来不是一帆风
顺，成功不是靠幸运。 刚进入完
美世界时， 我从市场组建开始
做起，一点点招人，一个人带着
团队跑市场。 做的第一款产品
是《完美世界》，那年带着“水木
年华”上了春晚，并且做了全国
高校的巡演。 但是没有人知道
在这光环下， 我们正面临着资
金无法为继的窘况。 直到最后
一刻，前线发来消息说“我们可
以活下来了”。

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就
是公司做第二款产品《武林外
传》 的时候， 当时我找到投资
《武林外传》 影视剧的老板，开
始刚一谈就遭到了拒绝， 后来
好不容易谈妥了条件， 当公司
研发团队组建起来准备做这个
产品时，对方却反悔了。 我当时
就说“誓死也要把合同签回
来”。 我跑到对方那里，在烈日
下等了将近两个小时。 他说“你
进去坐会吧”，我说“不，我就在
门口等你”。 那个老头儿，对，我

叫他“老头儿”，他自己开车，到
工体转了两圈， 看我还在那儿
站着， 特别无奈， 他说“你上
来”，我说“你看一眼合同”，他
说“合同我不看了，随便你怎么
写，我签”。

《公益时报 》：这段创业历
程对你有着怎样的影响 ？

王雨蕴 ： 这些经历铸就了
现在的我：我想去做的事情，没
有做不成的，我就是这样自信，
除非我不想做。 十年前的我，虽
然不了解这个行业， 那又怎么
样！ 首先我会发现这是完全不
一样的世界， 其次我其实挺热
爱游戏行业的， 虽然我不是玩
家。 这十多年，我感觉自己像一
条奔腾的河流， 一直在找寻大
海的方向， 或许一开始只是一
条小溪，但是渐渐找到方向后，
会加速，就像河流有时平缓，有
时湍急。

《公益时报 》：今天的文创
产业环境变了 ， 公司的地位也
不一样了 ， 你觉得如何传承发
扬创业时期的那种精神 ？

王雨蕴 ： 文创与各个行业
的融合在不断地深化。 文创的
本质是与人对话，与人产生共
鸣。 这正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
中，几乎每一个产业都必须的
诉求。 对完美世界这样一个技
术性、 研发性的文创企业来
讲， 创新力永远都是第一位 。
《完美世界》 能够活下来并成
功出口海外市场，就是因为它

是一款世界级的创新产品。 时
至今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
创新精神、奋斗精神。 公司各
个项目组每个人都会有个睡
袋 ， 上项目的时候没有人回
家， 困了累了就在办公室睡。
公司大楼里还设有小卖部，又
忙又饿的时候可以到小卖部
买东西吃，我们的员工卡能够
通用，加班的员工可以自己拿
完东西记账、结账。

我们也会营造宽松的创新
土壤，维护好这种创作的氛围。
公司二楼有个健身房， 上班的
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来用， 健身
的时候只要刷一下卡， 就会扣
除你的工作时间， 然后出来刷
一下卡，再续上你的工作时间。
只要每天满足工作时间， 任何
一个时间段， 你都可以去做你
想要去做的事情。 我们的办公
环境相对很开放， 比如养小宠
物的、养花的，养什么的都有。
每天你爱穿什么来上班， 就穿
什么上班。

完美世界的责任圈

《公益时报 》：完美的世界 ，
还应有完美的担当 。 我了解到
在 2013 年 ，完美世界设立了专
项公益基金 ，也就是 “完美世界
员工公益基金 ”，这一基金是怎
么运作的 ？

王雨蕴 ： 员工公益基金每
年会有固定的启动资金放在里

面。 同时， 员工往里面捐款多
少，公司就匹配多少。 我们的公
益活动包括常规的公益操作 ，
比如我们跟外交部扶贫办一起
做扶贫， 每年定期去云南支教
等。 另外，有些重大紧急事件则
是按项目来运作， 我们会号召
全公司捐款，员工捐多少，企业
配捐多少，“员工公益基金”代
表整个公司和员工对外进行公
益活动。

《公益时报 》：完美世界是
如何推动基金有效运转的 ？

王雨蕴 ：围绕“员工公益基
金”，完美世界的社会责任体系
包括三层：第一是核心圈，就是
企业的产品和员工。 产品层面，
我们打造正能量的产品， 倡导
健康上网，抵制低俗、暴力，打
造绿色网游；员工层面，利用我
们的员工关系部、工会、各种俱
乐部、各种特有的福利等，实现
对员工的关怀。 第二个圈层是
我们的消费者和供应商， 我们
对全球的玩家， 对整个链条上
的合作伙伴———供应商， 也在
尽可能提供帮助以及资源链
接。 第三是最外层的圈子，也是
最大的一个圈子。 在做好了自
己的事情、 做好了行业里的事
情之后， 你才有能力和资格做
行业之外覆盖面更广的事情。

我认为这三层做好了，才
是一个真正的 、 健全的企业
CSR 系统 。 我们在 2016 年成
立企业社会责任部，连续两年

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回
应利益相关方的关切。 今年，
我们又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
推进委员会，旨在以公益为基
点，更加系统地扩展企业社会
责任的边界。

《公益时报 》：感觉完美世
界的公益内涵相当丰富啊 。

王雨蕴 ：对于企业来说，公
益不仅仅是捐赠， 完美世界的
公益就是要链接更多利益相关
方， 帮助社会资源与受助群体
找到相匹配的助力方式， 增进
受助社群价值网络的塑造，让
他们更好地融入到主流的社会
价值网络中。

比如今年致公党举行的援
藏活动期间， 我就发现西藏很
多人是因病致贫， 其中有个孩
子的妈妈得了甲状腺， 因为离
省城太远， 她没有办法去县城
医治， 后来我们几个党员一起
资助她，帮她做了手术。 然后我
们进一步延伸， 连接北京 999
呼叫中心， 成立了一套医疗体
系，包括一整套完善措施，下到
西藏乡镇一级卫生院， 用 3~6
个月的时间教会他们使用设
备， 并且能够自行操作进行基
础治疗。 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
推进的公益方式， 因为企业捐
赠是有限的，要合理利用资源，
通过一套体系帮助他们获得长
期成长的要素， 这样做意义才
更大。

（下转 15 版）

在游戏的草莽时代，她初涉江湖即带领一支新组建的运营团队在市场前沿左冲右突，为公司在红海
交锋中赢得了一线生机；在文创的盛世之年，她在政商学的界别转换中闲庭信步，以大爱链接各方资源，
树立公司品牌形象，培养数字文创人才。 对于认识她的人来说，她是传奇般的存在；对于不认识她的人来
说，她是风云中的传说；公司和她朝夕相处的人，会叫她“雨姐”；大山深处的两个孩子，则唤她为“妈妈”。
她是王雨蕴，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发言人、中国致公党党员、北京市人大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华北校友会秘书长。

2004 年，王雨蕴加入完美世界。当时公司尚在初创期，王雨蕴从招人组建市场团队开始做起，彼时的
游戏圈正值草莽纷争白热化，这对非游戏玩家的王雨蕴来说，其市场开拓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公司第一
款产品《完美世界》甚至一度因资金不足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 就在公司上下一筹莫展濒临绝望的时刻，
前线发来了消息，“我们可以活下来了”。 “活下来”意味着就在那一刻，游戏上线人数达到了 30 万，这是
一款游戏得以生存的基线。 《完美世界》“活了”，但困难、挫折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 公司推第二款产品
《武林外传》时，投资人中途临时变卦，王雨蕴在烈日下苦等 2 个小时，硬是把合同签了回来。 直至第三款
游戏《诛仙》推出，三款重磅产品让完美世界终于奠定了研发实战经验，走上发展“快车道”，并以奇迹般
地崛起态势，终至鼎足于今天的文创产业之林。

时至今日，文创产业已告别草莽生长时代，行业产值高达 3.5 万亿元，正逐步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迈进。 而今天的完美世界也早已度过了草创期，成为国内最大的影游综合体，位列中国文化企业 30 强。
其推出过 180 多款游戏产品， 已发展到海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度占中国网络游戏出口总额的
40%；参与创作及发行的优秀影视作品 100 多部，《失恋 33 天》《北京青年》《老有所依》曾作为国礼赠与巴
西、阿根廷两国的元首政要。

成长壮大起来的完美世界，在市场争锋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不一样的责任担当。 汶川、玉树、雅安地震
期间，公司第一时间组织捐款共计 650 万元，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共建家园。 2013 年，在王雨蕴的助推
下，公司正式设立“完美世界员工公益基金”，从最早期的公益助学、万人签名公益活动，到后来的风华爱心
希望小学捐赠、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康复服务中心捐赠、自闭儿童艺术能力开发，再到近期云南边境村镇
进行长期教育扶贫，完美世界开展了多维度的公益活动。 同时，以“员工公益基金”为基点，完美世界开始构
建社会责任圈层，并在今年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推进委员会，力求更加系统地扩展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

而就在开展云南教育扶贫期间，王雨蕴开始资助云南金平县的两兄弟，鼓励他们为梦想坚定前行。
对于兄弟俩来说，她就是“妈妈”一样的存在。 后来，王雨蕴还动员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友，分别领养家里
有困难的留守儿童。 而作为中国致公党党员，王雨蕴还在今年致公党组织的援藏交流活动中，为西藏洛
扎县的孩子们众筹了 200 盏太阳能阅读灯———“心灯”，约 2 万元善款，并将“心灯”送达到海拔 3500 多
米、地势偏远的洛扎县各乡小学，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学习环境。

在 2018 中国公益年会前夕，年会嘉宾王雨蕴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在阐述完美精神、完美责任
的同时，也让我们领略了完美世界的公益文化。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