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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文梅

并购界元老王巍：用公益为金融“去污”

2010 年 6 月，第一座金融博物馆在天津成立。

“这是一条要把‘敌人’变成
‘朋友’的路，一条注定不平坦的
‘金融+公益’ 模式的‘光荣之
路’。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
巍说道。

王巍是中国金融博物馆的
创始人，也是其推动者，这位中
国并购界的元老级人物，如今期
望以公益的方式给金融“去污”，
使其回归本真。

自 2010 年在天津创办第一
家博物馆至今，中国金融博物馆
已经在全国范围发展出六家不
同性质、不同形态的民间公益博
物馆。

金融危机赐予的灵感

上世纪 80 年代， 中国刚刚
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那时的王
巍正在美国留学。

正在世界银行实习的他被
分到一个叫“NGO 研究中心”的
机构，这家机构会给世界上很多
贫穷的国家捐钱， 比如印度、巴
西、巴基斯坦等国的民间机构或
公益组织。

但让他惊讶的是，竟然没有
一笔钱是给中国的。 他问为什
么，对方回答说“大概中国没有
这类组织吧”。 王巍笃定地告诉
对方是有的，随即整理出一份包
含了国内十几家公益组织和民
间机构的名单。

经过进一步的情况落实和
联系，不久，该 NGO 研究中心就
向其中一家机构捐赠了大约 20
万美元，王巍至今还记得那家机
构的名字———“北大国际问题研
究所”。

正是这样一段工作经历让
王巍觉得公益领域其实存在丰
富巨大的空间，公益的社会化普
及也是整个国家社会文明的基
础。 这样的价值认知，也为后来
他创办中国金融博物馆打下了
基础。

2008 年， 美国次贷危机爆
发，进而演化成一场全球金融危
机。 当年 10 月，在纽约出差的王
巍和正在美国考察的时任天津
市副市长崔津渡听说在华尔街
上的美国金融博物馆可以通过
声光电手段和画面展示，让观众
直观感性地了解美国金融历史
和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便一同
前往。

这次参观结束后，两个人萌
生了共同的想法———是否有可
能在天津也创办一个金融博物
馆?

七年办六家博物馆

2010 年，崔津渡拍板说由他
来找场地，王巍负责找人，尽快
把已经琢磨了一年多的金融博
物馆办起来。 场地找到了，但王
巍这边还是“光杆司令”———搞
金融的不懂博物馆，做博物馆的
又看不起搞金融的，要找一个又
懂金融又了解博物馆专业的人

实在不容易。
君子一言，王巍只好硬着头

皮自己上了。
王巍参观了国内国外许多

家博物馆， 拍回来上千张照片，
一张一张地筛， 人家的好创意、
好模式统统“拿来主义”；找来一
摞又一摞博物馆的专业书籍，一
本一本地啃、逐字逐句地消化理
解；四处请教专家学者，出点子
想办法……

2010 年 6 月，中国金融博物
馆在天津正式成立，馆内收藏了
200 余件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货
币、金融票据和大量金融实物。

王巍和他的金融博物馆自
此上路。 2011 年 11 月，“中国基
金博物馆”在苏州开馆，成为全
球首个以基金为主题的博物馆；
2012 年 9 月，“国际金融博物馆”
在北京成立，这也是国内首家以
国际金融命名的专业博物馆；
2015 年 5 月，“互联网金融博物
馆” 在北京开馆；2015 年 11 月，

“并购博物馆”在上海成立；2016
年 4 月，产业金融博物馆在沈阳
开馆。

吴晓灵、余永定、陈志武、夏
斌、许小年、曹远征、田源等一大
批知名学者陆续成为金融博物
馆的学术委员； 美国金融博物
馆、英格兰银行博物馆、日本银
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的代
表先后到金融博物馆观摩交流。

七年来，金融博物馆以“金
融启蒙、 金融生态和金融普惠”
为公益宗旨， 免费向公众开放，
迄今参观人数已超过 90 万，包
括参观各地巡展在内的观众达
到 120 万。

为了更好地普及金融知识，
金融博物馆出版了《博物馆里说
金融》、《金融可以颠覆历史》(第
一、二册)等二十种正式出版物，
不定期开办少年理财营，“公益
金融课堂”更是金融博物馆社会
公益活动的常态。

经过长期努力 ，2015 年 10
月， 金融博物馆从 22 个国家和
地区成员的激烈竞争中，成功取
得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IFFM)第
三次年会在北京的举办权，同时
一举拿下了首届全球金融博物
馆博览会的北京承办权。

这是史上第一次。

千万人参与的
金融博物馆书院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当天，
正好赶上金融博物馆书院常设
活动之一———“博物馆下午茶”。
地处北京市朝阳区的国际金融
博物馆，其并不宽敞的大厅内挤
满了观众。

书院是以金融博物馆为平
台依托、 创办的分支机构之一，
由王巍与原华远地产董事长任
志强联手创办于 2011 年 7 月，迄
今共举办了 300 多期的“读书
会”、“江湖沙龙”、“金融前沿大
讲堂”、“博物馆下午茶”和“金融

故事会” 等参与度极广的活动，
通过各种媒介参与中国金融博
物馆书院活动的人超过千万。

当记者问及书院活动的社
会意义何在时，已经是中国金融
博物馆书院主席的任志强告诉
记者，无论是读书会、各类展览，
还是请嘉宾们分享改革经验、人
生心得， 都是为了推动社会进
步、启发大家建立独立思考的能
力，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
可能在创新和未来发展中，发挥
每一个人的作用。

办博物馆不能靠朋友圈

回忆近七年开办金融博物
馆的经历， 王巍用了三个字：不
容易。

最让王巍难受的是闲言和
质疑。 有人说：“你一个商人跑来
做什么博物馆， 做公益可不赚
钱，你能行吗?”还有人给他扣上
了一顶“阴谋论”的帽子，说他动
机不纯，利用国家政策瞅空子圈
地、赚钱，无非就是用博物馆做
了个“局”。

王巍坦承，起初很难迈过这
道无形又让人堵心的“坎”，然而
时间一长，他发现，一味地向外
去求理解求安慰毫无用处，不如
默默把事情干好。

博物馆刚创建的时候，压根
儿招不到员工，很多人一听是在
博物馆工作就没了兴趣，只好招
聘一些还未毕业的在校大学生。
如今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六家金
融博物馆现共有员工 100 余人，
员工中 10%是海归留学生。

已经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
院工作一年多的杨振荣毕业于
山西大学新闻学专业， 她说，选
择金融博物馆书院不单纯是为
了工资福利，更多的是一种职业
理想。 在博物馆书院工作，无形
中她成了精神财富的拥有者，她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体验和享受
这种丰富美好的“精神食粮”。

在金融博物馆，有着和杨振

荣一样感受的员工不止一个，这
也是作为创始人王巍最想看到
的。

总结自己做金融博物馆的
经历，王巍觉得还是离不开自己
做企业的积累，多年在商业圈的
摸爬滚打让他深谙市场之道，不
仅在人脉资源和配套资源方面
有主动权，想法和思路也比单纯
做博物馆的要丰富很多。

王巍朋友圈中财经界的“大
咖”不少，但王巍说他从来不主
动伸手向朋友圈要钱。 原因有
三：

如果朋友并不理解和认同
他的理念，勉强拿钱出来对他来
说意义不大；自尊心“作祟”，使
得他绝不会主动向朋友求助，即
使有朋友愿意掏钱赞助，会有员
工专人对接，反正不会是自己跟
对方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
点———金融博物馆模式应该在
严酷的市场历练中得到验证，而
不是靠朋友圈。

金融的本真是公益

作为金融家，王巍曾组织了
中国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改制、重
组、承销及并购业务，他还是中
国并购公会的创始会长。 王巍
说，他为自己干了一辈子金融而
骄傲。 但从古到今，国人对金融
的往往停留在巧取豪夺、贪得无
厌的不良印象上。 然而在现代社
会，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一定离
不开金融。 他坚持近七年做博物
馆的原动力就是要给金融“去
污”， 回归它的本真， 那就是公
益。

这也直接决定了金融博物
馆与国内其他博物馆的本质不
同。“首先它是一个贴近社会需
求的博物馆， 运行模式非常灵
活， 善于把握和契合社会热点，
大家需要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
比如现在国家倡导‘一带一路’，
那我们就做‘一带一路’的展览
……与公众参与的黏性越大，关

注度自然会越高。 ”
王巍表示，目前国内大部分

博物馆惯于迎合自我需求，固守
既有模式，因而公众的真实需求
往往被忽略。 他强调，金融博物
馆的核心理念是“发现历史、关
注当下， 参与未来”。 在此基础
上，金融博物馆“只摆事实，不讲
道理”———将历史资料和轨迹梳
理清楚，呈现给公众，不去下结
论给判断，旨在启发公众的独立
思考。 王巍说这也是他觉得最难
能可贵、最有必要延续下去的做
法。

目前， 中国金融博物馆旗
下六家不同主题的金融博物馆
采取了相似的运营模式： 场地
都由当地政府免费提供， 开馆
前的基础资金支持也是来自政
府。 正式开馆后则完全是市场
化运作，包括员工工资、办公杂
费、 活动经费等所有费用都需
要博物馆自己解决。 博物馆创
建头几年，因为没有运营经验，
市场操作障碍很多， 基本一直
处于亏损状态，2014 年基本持
平，2015 年开始实现盈利，运营
逐步走向正轨。

不过王巍说，他和他的团队
已经达成了共识———金融博物
馆不会随便“摊大饼”。 像商业连
锁店那样短期内就冒出来一个
的快速扩张法，并不适用于金融
博物馆。 一般来说，每个博物馆
至少要洽谈一到两年时间才可
能最终达成合作，成熟一个做一
个。

王巍“金融+公益”的模式不
仅仅停留在金融博物馆本身，除
了金融博物馆的几个衍生机
构———书院、艺术中心、启蒙中
心等， 他还将视线延伸到科技、
历史、经济等多个层面。

2015 年，中国区块链应用研
究中心在北京成立；2016 年，与
南开大学合作的中国金融史研
究中心在天津成立；2017 年，在
沈阳成立经济史研究中心。

王巍的下一个目标是把“金
融文化遗产计划”推向全球。“能
够说服十几个比我们资格更老
的欧美金融博物馆馆长，通过了
由中国金融博物馆主导发起的

‘金融文化遗产计划’， 发现、认
证并保护百年以上的金融遗址
真的不容易，但我们做到了”。 天
津的北洋金融街与美国和意大
利的老建筑成为首批入选项目，
对此，王巍颇为自豪地说，“几年
以后你看吧，全世界都要请咱们
中国人来牵头认证金融文化遗
产，时代发展到这一步，时机已
经到了。 ”

说起这么多年做金融博物
馆最大的感受， 王巍这样总结：
金融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
的朋友，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
样，不可分离。 他说：“当初有人
说我做金融博物馆是‘做局’，我
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局’，但到底
是什么样的‘局’，诸位看官一百
年以后再评说也不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