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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

只有能推广的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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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活法

《公益时报》：从经济学家到
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从理论研
究者到社会创新的行动者，是什
么促成了你身份的转变？

汤敏：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
文章，题目叫《换一种活法》。 其
实我一直有个做点儿过去没有
做过的事的冲动。 在几十年的职
业生涯中，我一直都在从事政策
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推动中小企
业的成长方面， 但理论上说得
多，我自己没有真正操过刀。

六年前王平理事长找到我，
她的一句话打动了我。 她说：“中
国这么大， 有这么多经济学家，
多你一个少你一个也没有什么
变化， 但中国特别需要行动者，
需要能够把理论变成现实的人。
到友成基金会来吧，我们可以给
你一个平台，让你去行动。 ”

当然，对公益事业，我也不
完全是个门外汉。 很早之前我就
跟随茅于轼老师在山西开创了
中国第一家民间小额贷款机构。
尔后，我们在北京郊区办了一个
保姆学校，对推动家政市场的发
展还做出了一点贡献。 后来在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我们也做了
不少公益活动。 但在这些活动
中，我主要是“动口不动手”，只
是出点主意而已，加入友成之后
就是真刀真枪地干了。

《公益时报》：友成基金会最
初的定位是资助型基金会，但不
久就将 “参与式资助 ”作为基金
会的发展战略。 你如何评价这一
战略上的变化？

汤敏 ： 就中国的基金会来
说，如果完全把自己定位为资助
型基金会， 基本上是活不下去
的。 我们的基金会和国外的不一
样，比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
基金会等，他们每年可以拿投资
回报投入公益。 但中国的基金会
每年都有筹款任务，其实并没有
太多的钱， 如果完全去做资助，
钱从哪里来？

另外， 现在我们还面临一个
问题， 就是优秀的公益组织并不
多，所以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我们做一些资助，支持小
型的 NGO 和社会组织； 另一方
面，我们也会实操一些项目，在公
益领域进行试验。对我个人来说，
我对这种实操性的问题更感兴
趣。我之所以加入友成，也是希望
把自己的想法进行试验。

只有能推广的才有意义

《公益时报》：你在友成基金
会六年多的时间里，主要在推动
什么？

汤敏：这些年我一直在教育
领域进行探索，希望解决贫困地
区的教育公平问题。 当然，这些
教育探索都不是简单的教育方

式， 而是融入了互联网的理念，
都是有所创新的。 因为如果不是
通过创新的方式，不是借助技术
的手段，那么贫困地区的教育可
能是无解的。 教育公平不仅仅是
教室或者其他硬件的问题，硬件
问题反而很好解决，好的老师才
是教育公平最重要的部分，农村
地区对于优秀教育资源的需求
是非常大的，而教育扶贫的关键
就是提高教学质量。

《公益时报》：如何理解你所
说的教育创新，可以举个例子吗？

汤敏：最早我们是把城市的退
休老师组织起来，让他们到贫困地
区去支教，效果还不错。 这些支教
老师到贫困地区后，为当地老师一
点点进行指导， 使他们的学术水
平、教学水平很快得到提高。 但是
做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发觉这样做
其实是杯水车薪，并不能解决所有
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 2.0 版本
的探索。 我们把人大附中等优秀
学校的课程拍下来， 用互联网送
到农村去，开展“双师教学”，让贫
困地区的孩子也能上人大附中的
课。 三年多来，我们在全国 20 个
省、100多个县、 近 200所乡村学
校进行试验，效果非常好，孩子们
的成绩平均提高了 20 分，精神面
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这种
做法成本非常低， 可以大规模推
广， 乡村教师的能力在这个过程
中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
还不够，为什么不能做得更活跃
呢？ 于是我们的项目又升级到了
3.0 版本， 我们尝试把小学一年
级到初中三年级的一些课程卡
通化、游戏化，包括课外活动等，
让学习变得更加宽泛、灵活。 现
在这种方法正在全国近 20 个县
进行试点，一旦成功，我们会在
更多学校进行试验、推广。

《公益时报》：我注意到你反
复提及几个词，如“试点”“试验”
和“推广”，为什么如此重视这几
点呢？

汤敏： 只有能推广的才有意
义。 我们给自己的基本定位是，我
们在前面做试验，根据社会的痛点
进行尝试，试验成功后由政府进行

推广。因为一家基金会的力量毕竟
是有限的，我们自己不可能大面积
进行推广。但如果这些试验未来不
能被政府大面积推广，不能大面积
去做，对于我们国家这么大的需求
来说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因此，在一开始做试验的时
候，我们就应该想方设法让政府
关注我们，不断试验那些政府可
能会推广的事情。 在创新的过程
中，我们也摸索出很多有趣的方
式，也看到有些公益组织做得非
常漂亮，但成本非常高，或者说
做起来非常复杂，只能解决一个
村庄、一个学校的问题。

社会组织是创新的主体

《公益时报》：怎么理解友成
基金会提出的“新公益”理念？ 你
觉得新公益与传统公益的区别
是什么？

汤敏：新公益和传统公益其
实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我觉得很
多公益机构和公益项目还是比
较传统的，但我并不是说传统的
就不好。 那什么是新公益呢？ 我
觉得首先是要解决社会中的痛
点问题。 第二，要用全新的手段
去做，比如借助互联网，工具的
变化、技术的变化也是社会发生
变革的推动力，能够解决之前无
法解决的问题。 此外，我们要把
精力放在主流的社会问题上，比
如教育、大学生创业、电商扶贫
等，而不能局限于拾遗补缺。 我
们要做的是有可能大规模推广
的事情，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新
公益”的一个表现。

《公益时报》：社会组织在社
会创新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汤敏：社会组织是试验和创
新的主体，能够推动社会重要领
域变革，同时它也是政府和企业
的一种补充。 在社会创新领域，
我觉得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以
一种主次的关系存在。 怎么理解
呢？ 在社会领域，应该以政府为
主导，企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力
量，社会组织只是很小的一个力
量。 但作为第三部门，社会组织
的作用又是不能忽略的。 最好的
办法是，通过第三部门调动社会

力量和其他资源进行创新，关注
社会议题。 这是政府和企业做不
到的，也是对政府和企业工作的
补充和推动。

《公益时报》：你在友成基金
会十周年演讲中曾提到“集合影
响力”， 你认为这是友成在公益
创新方面的特点之一。 我们该如
何理解这一概念？

汤敏： 集合影响力有两层意
义。一方面，对于现有公益组织而
言， 我们要联合起来推动公益发
展。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
的公益机构就像企业一样， 单打
独斗。 虽然说有些机构做得也很
不错，但影响力还是远远不够，毕
竟一家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 另
一方面， 目前很多公益机构做的
事情都一样，同质化现象严重。

但公益组织又不同于企业，
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并不
存在竞争关系。 那我们为什么还
要单打独斗呢， 为什么不联合起
来?当然，我说的联合并不是说要
把所有的公益组织变成一个，而
是大家分工协作， 一起来做某件
事。我们可以一起设计公益模式，
还可以一起去和政府谈判。 这样
一来， 我们的影响力和解决社会
问题的能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公益时报》：你如何评价友
成基金会的第一个十年？ 你认为
今后我国的公益行业将迎来怎
样的发展？

汤敏：友成的第一个十年是
起步的十年、摸索的十年、成长
的十年。 我们从一批什么都不懂
的人，变得比较成熟，有了自己
核心的产品、理念和团队，也明
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应
该说这十年时间我们没有浪费。

我觉得下一个十年会是公益
行业爆发式发展的时期。 我的判
断是， 届时会有一大批企业家开
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方向，规
划自己的人生和财富， 会有相当
一部分企业家把自己的财富投入
到公益慈善领域。 我们还会看到
很多家族式基金会、 企业基金会
慢慢走向国际化。此外，未来的基
金会和公益组织将会进入更多细
分领域，越来越专业化，同时也会
有更多人投入公益行业。

“给学生艺术训练很重要，因为随着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几十年将有很多工作被机器取代，
但艺术领域需要不断创新，不会轻易被人工智能取代。 ”

2017 年 5 月 23 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1 教室”全国中小学艺术普及
教育项目两周年汇报总结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滦平县是这个项目的首个试点县，当天，赶在出差前，汤
敏挤出两个小时赶到现场，与一线教师进行了交流，并把每一位老师对项目的看法和感受用手机拍了下
来，发到朋友圈。 短暂停留后，他又匆匆忙忙赶往机场，奔赴下一个项目地考察。

这是汤敏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谈到教育创新，汤敏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和用不完的精力。 而解决
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 用创新的方式推动教育公平， 也是汤敏加入友成基金会六年多来主要推动的事
情。 他希望通过基金会的努力不断发现社会痛点，并针对这些痛点开展公益试验，试验成功之后再由政
府进行大规模推广。

不久前，友成基金会刚刚过完十周年生日，作为基金会的副理事长，汤敏以《公益行动更需要创新》
为主题进行了演讲。 从经济学家到公益人士，从理论研究者到社会创新的行动者，是什么促成了汤敏身
份的转变？ 他如何理解社会创新的含义？ 就这些话题，《公益时报》记者对汤敏进行了专访。

汤敏在广西乡村学校做调研

汤敏为 2015 届“小鹰计划”代表授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