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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江公益基金会：让公益成为最大公约数
华东师大紫江公益慈善中心公益慈善管理辅修计划启动
� � 7 月 9 日， 在第一届公益慈
善教育与人才培养高峰论坛上，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中
心暑期课程正式开班，该中心的
公益慈善管理辅修计划由此拉
开帷幕。

该计划由学校面向在校学
生开设。 课程学习时间一年，完
成学分 18 分， 其中包括必修课
和选修课学分各 5 分，课程论文
5 分，实践课 3 分。

这是目前国内十分少有的
以在校生为培养对象的公益慈
善课程。

面对记者“是否担心培养的
学生以后不进入公益慈善行业”
的问题，捐资方———上海紫江公
益基金会的秘书长陈琳却表示：

“我一点都不担心。 ”
“我非常鼓励管理学院、教

育的、工科的等学科的学生都来
学这个选修课程。 因为只有这
样，种下一颗充满活力的种子在
这些人心中，那么他将来不管是
在哪一个行业，他心里这颗种子
开花了， 他还有多一个选择，就
是公益。 ”陈琳强调。

在这位 14 岁由台湾负笈美
国求学，先后获波士顿大学心理
咨商学位、美国南加大 (USC)国
际公共政策硕士学位的秘书长
看来，公益需要跨界人才，公益
可以成为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
间的最大公约数。

而紫江基金会也正在不断
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无论是紫江
公益慈善中心的公益慈善人才
培养、 幸福五号的公共公益空
间， 还是紫竹高新区 CSR 联盟
的企业社会责任推动。

致力公益理念传播

2016 年 1 月，陈琳正式在紫
江基金会上岗，对行业进行摸底
成了首要任务。“做任何负责任
的决定之前这个都是必须要有
的。 ”陈琳强调。

基金会找了瑞森德对基金
会的资源做了梳理。 依托基金会
发起人沈雯所在的紫江集团，向
集团的高管、集团服务的紫竹高

新区的众多企业的白领等发放
了 200 多份问卷，了解了他们公
益的需求（愿不愿意去做、希不
希望有更多资源对接、什么样的
项目更愿意参与等）。

基于公益行业的现状、自身
的资源， 经过理事会的决议，最
终确定了从公益理念的传播做
起。“不是我一个人拍脑袋想出
来的。 ”陈琳表示。

2017 年 1 月，基金会出资设
立了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
善中心，将目标聚焦到公益慈善
人才培养。

设立公益慈善管理辅修计划

在陈琳看来，现代公益要做
得高效、更有社会价值，需要复
合型人才———需要情怀，但情怀
不能当饭吃， 要有三头六臂，不
仅是筹款，还要会传播、管理、评
估等。

巨大的人才缺口需要相应
的人才培养机制。 紫江公益慈善
中心最终将培养目标放到了在
校生身上，陈琳表示是基于以下
原因：

首先，是错位培养。 目前已
经有不少在职人员的培训，“为
什么要去做跟人家一样的事情
呢，浪费社会资源”。

其次，在学校时可以更纯粹
地去学习一些事情，而对学生来
说，这时的公益理念传播也更纯
粹一点。

第三，“我们做这个项目希
望它是有更多跨界的”， 而不是
仅针对公益从业者。 这些学生以
后可以更多一个选择， 就是公
益；或者在企业、政府也能做和
公益结合的事情。

“跨界人才很重要，比如我
在念国际公共政策的时候做了
很多的评估，项目的、政策的评
估，这在任何的行业里都是需要
的。 ”陈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举
例。

一个商业人，他同时对公益
的情况又有所理解，就会有更多
一些可行的方案出来。“如果我
们有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有一

个相同的认知基础，聊起天来其
实更愉快的嘛！ ”陈琳表示。

学生在完成 10 学分的公益
慈善管理辅修计划课程学习后，
可以进入公益慈善管理人才暑
期学校计划，进行为期一周的公
益慈善管理特训，深入了解公益
慈善管理技术与发展前沿。

在此基础上，根据暑期学校
师生综合评价， 最终选拔出 15
名同学参加海外研究计划，到包
括香港、台湾及欧美国家在内的
境外国家与地区学习与实践。

基金会会对中心进行评估。
包括招生数量、 学生的公益背
景、研究情况、转化率等。

“转化率是我提出的，什么
概念？ 选修课学习完后他想要再
上更多我们体系里的课程，或者
说留下来的比例比较高，相对来
讲表示他对我们项目的一个认
可。 ”陈琳表示。

中心对这些学生的毕业去
向是不做考评的，“但是我希望
可以帮他们对接到更多的公益
实习基地。 ”陈琳强调。

公益是一个共同的话题

除了对不同专业学生的公
益教育，基金会还将目光投向了
白领和企业。

幸福五号是基金会在紫竹
高新区设立的集参与、 分享、交
流为一体的公益实践空间。

“我们调研发现白领之间是
需要很多交流的。 大部分时间都
在上班、通勤，真的没有什么办
法交流。 ”

幸福五号的设立，让交流成
为可能，而公益是最好的交流媒
介。 在此基础上，“幸福图书馆”、
“幸福益起读”、“幸福会客厅”等
原创品牌项目陆续开展起来，紫
米团、紫梦课堂、紫竹之星头马
俱乐部等成熟的公益项目也不
断入驻。

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企业
与企业之间同样需要。 基金会出
资成立了紫竹高新区 CSR 联
盟。 现在有 18 家联盟单位，包括
中广核、英特尔、可口可乐、至纯

科技等。
这其中有民企、 有国企、有

跨国企业。 在陈琳看来，“公益是
一个共同的话题，没有利益相关
性， 可以更好地去打破疆界，互
相帮忙。 ”

通过 CSR 论坛等活动的举
办， 企业在一起探讨 CSR 发展
趋势及优势， 进行优秀 CSR 案
例的经验分享和交流学习活动，
建立了联盟内的社会责任工作
机制。

“大家都有做好的地方、可
以去借鉴的地方，通过这样一个
平台，可以帮助那些想要参与公
益的企业。 ”陈琳强调。

做可持续的公益

公益理念的传播推广不是
一朝一夕之功， 对基金会来说，
如何可持续是至关重要的。“这
是基金会在摸索的一个主题，我
自己也在成长。 ”陈琳表示。

基金会的原始资金是 2000
万元，对于是否转公募，陈琳很
坚决地表示：“我不打算变公募。
我觉得企业基金会天然就是非
公募基金会，在我们还没有准备
好之前不应该公众筹款。 ”

项目年年开展，资金如何可
持续呢？“基金会开展的项目一

定是要再去对接资源的。 ”陈琳
强调。

今年 4 月，幸福五号项目正
式注册，全称为“幸福五号青年
公益发展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
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渐渐地形
成造血功能。

“这需要时间，在它需要的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提供支持。 ”
陈琳表示，“对接资源，我觉得这
是我们基金会的角色。 ”

陈琳认为，筹款的方向应该
根据项目本身的情况，每一个项
目筹款的来源是不尽相同的。 筹
的不一定是金钱，可以是其他资
源，是资源的置换。

“这个比较考验人，是对我
的一个挑战。 我要对这个行业更
清楚，更清楚大家的需求，然后
去做资源的置换。 ” 陈琳表示，

“我们很欢迎大家的资源， 但是
一定要负责任，这才是一个可持
续的态度。 ”

作为由商业转战公益的秘
书长，陈琳在规划基金会可持续
发展的同时，对自身的规划也很
明确：“基金会！ 我喜欢，而且我
觉得很有幸福感！ ”

“必须要长久才能把基金会
做好，既然从第一任开始，就要
做到最后一任。 如果理事会够信
任我。 ”陈琳表示。

� � 7 月 9 日， 华东师范大学携手上海紫江公益慈善基金会， 举办
“使命与担当：第一届公益慈善教育与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在论坛上
华东师范大学被上海市民政局授予“上海公益基地”铭牌，华东师范
大学紫江公益慈善中心暑期课程正式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