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皮磊

2020年5 月 8 日，浙江工商大学 110 周
年校庆日， 中静新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出资 3.5 亿元人民币，成立浙江工商大学英
贤专项基金，资助浙江工商大学建设慈善学院，培养
本、硕、博国民教育系列公益慈善人才，助力学校提升
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

据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郁建兴介绍，为推动现代慈
善教育发展，浙江工商大学将这笔资助款用于慈善学
院的建设和慈善人才的培养，3.5 亿元中的 1 亿元将
用于慈善学院的建设，另外 2.5 亿元将用于英贤慈善
大楼的建设。按照官方解释，如果顺利，该学院也将成
为中国首家培养本、硕、博人才的慈善学院。

在此之前， 国内已有高校陆续开设公益慈善学
院，如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广东岭南职业技
术学院岭南公益慈善学院、山东工商学院公益慈善学
院等。 由企业或其他社会力量支持、联合高校建设慈
善学院，也成为行业人才培养的有益尝试。那么，这种
模式是否可行，将来会遇到哪些难题？ 记者就此进行
了采访。

获捐 3.5亿！
浙江工商大学筹建慈善学院，涵盖本硕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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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打破校史纪录

据公开报道，中静新华资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GAO
YANG（高央，奥地利籍华人）与
浙江工商大学渊源深厚，他的父
母是著名慈善家鲁家贤先生和
高文英女士，二者均毕业于浙江
工商大学的前身杭州商业学校。
多年来，他与父母一起投身慈善
公益事业。 在浙江工商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他特意来到父母
的母校，捐资设立浙江工商大学
英贤专项基金。

GAO YANG 在现场表示，
此次资助既是饮水思源回馈父
母的母校，更是希望借此推动慈
善专业教育与推广普及，赋能浙
江工商大学学科创新与人才培
养。 数据显示，该笔捐赠也是浙
江工商大学迄今为止收到的最
大数额单笔捐赠。 浙江工商大学
教育基金会年报显示， 基金会
2019 年 捐 赠 收 入 为
47,925,649.15 元，2018 年捐赠收
入为 5,279,677.45 元。

浙江工商大学官网显示，该
校前身是创建于 1911 年的杭州
中等商业学堂，是我国最早创办
的商业专门学校之一。 1980 年，
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杭州商学院，
2004 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浙
江工商大学。 创校百余年来，学
校一直秉承商科办学传统，以经
济学、管理学学科为主，拥有经
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
工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等九
大学科。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郁建兴
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建立英贤
慈善学院，不仅是探索中国慈善
事业发展新道路、造就中国公益
慈善专业人才的重要渠道，也是

浙江省“重要窗口”和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措施。 同时，
建设英贤慈善大楼，也将为杭州
乃至浙江创造新地标与新符号。

同时，他也谈道，英贤慈善
学院与现有高校设立的公益慈
善学院或研究院不同，其将成为
中国首家培养本、硕、博人才的
慈善学院。 未来，浙江工商大学
将申请设立慈善本科专业，英贤
慈善学院也将在社会组织管理
和经营、工商管理、全球治理等
方面开展教学。

《公益时报》记者也就此次
捐赠事宜联系了浙江工商大学
教育基金会，基金会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目前慈善学院尚出于初
步阶段，“计划于我校 10 月庆典
大会时进行磋商，明确计划”。

对行业发展来说是件好事

2019 年 6 月，由清华大学公
益慈善研究院编写、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提供支持的《中
国公益发展人才状况研究报告》
在北京发布。 报告指出，目前公
益领域人才培养与发展面临专
职人员比例偏低、 专业水平偏
差、人员流动率偏高、人才供需
不匹配等现实挑战。

在公益行业快速发展的当
下，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成了社会
组织持续与创新发展的制胜点
所在。 报告提到，基于行业发展
现实需求，企业基金会、高等院
校等纷纷加入教育培训行列，有
针对性地提供各层次人才需求
的定制化培养方案。

高校作为公益人才教育培
养的重要载体，从本科及研究生
阶段积极探索科学化、制度化的
学科培养体系，以期培养具有组
织管理、项目运作、宣传推广、专

业服务以及理论研究等工作能
力的应用性、复合型高层次专门
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益
行业专业人才稀缺的现象。

事实上，近十余年来，在公
益行业专业人才培养上，国内已
有不少探索和成熟案例。

2010 年，福耀玻璃集团董事
长曹德旺暨河仁慈善基金会捐
资 2000 万元，设立南京大学河仁
社会慈善学院。 学院依托南京大
学社会学院的办学基础，致力于
公益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公益项
目的创意与策划、公益研究与政
策倡导等工作。

南京大学官网显示， 南京大
学社会学院暨河仁社会慈善学院
已 经 在 社 会 工 作 专 业 硕 士
（MSW）与博士点（DSW）下增设
公益慈善研究方向， 并在社会工
作本科阶段增设公益慈善专业课
程， 同时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进
站从事公益慈善研究工作， 以培
养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
全系列公益慈善高级专门人才。

2012年 5月， 由北师大珠海
分校、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基金会
中心网合作创办的全国首个公益
慈善管理本科专业正式招生，并
成立了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
心，专业设置采取“2+2”模式，订
单式培养公益慈善管理人才。

2018年 4月 1日， 岭南公益
慈善学院正式揭牌成立， 该学院
是广东省内首家全日制公益慈善
学院。学院由广州市民政局指导，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 无锡灵山慈
善基金会、 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
会、 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等多家
机构联合倡仪发起， 由广东省岭
南教育慈善基金会筹募资金设
立， 与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开
展“校社合作”双主体办学模式。

2018 年 7 月 14 日， 山东工

商学院公益慈善学院正式成立，
该学院是山东工商学院所属二
级学院，挂靠山东工商学院公共
管理学院。 据山东工商学院官网
介绍，该学院是国内第一家由公
立高校开办的包含本科和研究
生阶段学历教育的二级学院。 自
成立以来，学院依托学校财富管
理特色和优势，开展“公益慈善+
商科” 的人才培养模式， 截至
2020 年 3 月已招收两届本科生
和一届研究生。

除了这种系统性人才培养
模式，目前国内也成立了不少公
益慈善研究院或研究中心。 清华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
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
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谈道：“目
前国内公益慈善领域人才培养
比较多元，不过主要还是短期培
训多，系统性学历学位培养比较
少， 专业人才筹备非常不足，导
致我国公益慈善领域专业化程
度不高。 行业需要不同层次人
才，既需要职业人才、专本科人
才， 也需要部分高层次管理人
才、教育研究人才。 ”

未来将会面临诸多挑战

2020年，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公益慈善班停招， 最后一届
学生将于 2022年毕业。停招的部
分原因来自北师大珠海分校自身
调整， 公益慈善班依托的教育学
专业不再招生， 无法继续招收辅
修。该消息一度也引发行业反思：
未来公益慈善教育该怎么做？

邓国胜表示，浙江工商大学
计划筹建全国第一所培养本硕
博公益慈善人才的慈善学院，是
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其能够引领
更多高校成立公益慈善学院，为
国家培养更多公益慈善领域人

才。 但他同时谈道：“未来学院在
办学方面也会遇到不少挑战，如
招生的挑战、 师资力量的挑战、
后续资金来源、课程系统与特色
的挑战等。 ”

作为一所以商科为主的高
校，从目前的院系设置及开设专
业情况来看，浙江工商大学并无
公益慈善相关专业，因此，建设
慈善学院可能意味着要从零开
始。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其在公
共管理学院开设有社会工作本
科专业及社会工作（MSW）专业
硕士点，拥有民政部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培训基地。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福利
与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健
博士告诉记者：“如果浙江工商
大学开展本硕博慈善教育这件
事能够成行，那么其将开创这方
面国内慈善教育先河，是一个伟
大的创新。 ”

在他看来，公益行业人才紧
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端人才
培养始终是行业短板。 目前已有
的很多尝试，比如深圳国际公益
学院、 北大光华益行者项目等，
主要针对的是相对成熟的行业
从业者或精英人士。 而慈善高等
教育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加系统
地推动公益行业人才队伍专业
性、规模化与高质量建设。

“高校公益慈善专业培养出
来的专业人才，将来可能会从事
公益慈善相关行业，或者从事相
关研究。 因为其接受过系统性的
慈善公益理论教育和培养，因此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现有公
益行业的规范化运作水平。 ”李
德健表示。

谈到慈善学院未来的建设，
李德健认为可以参考国外高校
较为成熟的教育模式。 邓国胜则
表示， 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难
题， 高校还是应该稳扎稳打，逐
步推进，多吸引海内外人才，“可
以更灵活操作，创新办学机制”。

浙江工商大学慈善学院的
建设无疑是行业发展的一个标
志性事件， 但未来该如何建设，
专家表示，还是应该谨慎，不应
操之过急。

据此前报道，在外界普遍关
心的师资建设等问题上，浙江工
商大学将从该校多个优势学科
中选聘教师，打造一流慈善管理
专业师资队伍，为社会各界提供
慈善战略规划、 影响力投资、营
销、项目运作、筹款、内部治理等
方面的实践咨询。

下一步，学校将成立慈善学
院筹建小组，并着手向教育部递
交成立慈善本科专业的申请。 今
年秋季，该校计划从大二、大三
在校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辅
修慈善专业，预计最快明年学校
就可开展慈善专业的招生。

《公益时报》将持续对此关注。

中静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GAO YANG（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