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宇，北京君和创新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在 2014 年初投身公益
领域之前， 富宇是纯粹的商业人士， 在物美集团担任董事长助理 8
年有余，并兼任企业新闻发言人一职。 而这家基金会理事长也不是
别人，正是当年富宇的“顶头上司”，物美集团原董事长吴坚忠。

2013 年 11 月，吴坚忠辞去物美集团董事长一职，富宇也选择离
职，跟着老领导一起做公益。 2014 年 2 月，他们推出了以“创新引领
未来，传播改变世界”为宗旨的“CC 讲坛”，致力于搭建一个通过传
播能够让“社会更和谐、生活更美好”的公益性平台。

2017 年 8 月 22 日，富宇与《公益时报》记者相约在北京亦庄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幢写字楼里。 采访中，他不时露出疲态，抱歉说晚
上一直睡眠不好，主要是“CC 讲坛”的工作远比想象的复杂琐碎得
多。

富宇将自己做公益的发心归结为“自然而然”，至于过往的那段
商业史，他觉得没必要多说，因为当初做商业在他看来纯粹就是“误
入歧途”。

■ 本报记者 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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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CC讲坛负责人、北京君和创新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富宇：

传播创新中国正能量

愿十年之后，
CC 讲坛仍然温暖有力

《公益时报 》：CC 讲坛创立
的机缘和背景是怎样的？

富宇：吴忠坚以前是中科院
自动化所的博士，去美国读的博
士后。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内零售
业还不像今天这么繁荣、高效和
系统化，所以吴博士带着这样一
个专业基础，回国后做起了连锁
商业，对他来讲是“误入歧途”；
我是学剧作出身的， 那就更是

“误入歧途”了。
2013 年，吴博士正式退出商

界，同时也褪去了多年来商界给
予他所有的光环。 不久后，因为
种种机缘，我也跟他一起退出了
商界。

当时我们就在想，很长一段
时间以来，整个社会都将“商界
英雄”当作时代偶像，以及将经
济收入的高低作为幸福指数的
唯一衡量标准，长此以往，这个
社会是不是就会出现问题了？ 经
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认真思考，在
吴博士的引领和推动下，CC 讲
坛第一期于 2014 年 2 月正式推
出。

《公益时报 》：CC 讲坛的公
益定位和宗旨是怎样的？

富宇：当下中国经济虽然在

高速发展，但“高速”的东西一定
会有摩擦，各种各样的社会裂痕
会随着这些摩擦愈加撕裂扩大。
那么，中国该如何进行“裂痕修
复”？ 我想，一个公共社会，它的
匠人精神越普及，融入人群越深
刻，那么这个社会的修复能力就
会越强。 我们创办 CC 讲坛这个
传播载体，就是希望通过鲜活的
故事共同探讨现在及未来社会
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好、和谐以及
可持续的创新和发展。

CC 讲坛要给予人们力量和
温暖，我希望它推出的每一期内
容都是可以经得起时间推敲、可
以安安静静隅于历史长河中一
角的作品。 哪怕十年之后打开再
看， 他们背后蕴藏的思想和精
神，仍然可以让人感受到力量。

CC 讲坛的创新
在于“开放”和“开源”

《公益时报 》：CC 讲坛目前
的运作模式如何？

富宇 ：CC 讲坛目前每两个
月播出一期， 每期 6 到 8 个嘉
宾， 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 9 个。
每位嘉宾的演讲时间不超过 18
分钟，他们分享的都是自己的创
新故事、创新成果和前沿思想。

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关注
网络点击量。 运行到两年以后，

我们基本上就不太关注这些了，
因为现在传播 CC 讲坛的互联
网平台太多了，各大门户网站几
乎都已经开辟了 CC 讲坛专区，
阳光卫视也在黄金时间辟出时
段播出我们的节目。 截止到现
在，CC 讲坛已经有 130 位讲者，
他们的演讲视频以及图文通过
不同的平台传播， 保守一点说，
受众群体有一个亿。

我在想，这么一档严肃的节
目会有这么多的人来看，这的确
是个奇迹。

我们在打磨 CC 讲坛每一个
演讲的时候， 和常见的媒体操作
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死
磕”一个选题，有时追踪一个选题
一追就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我
们与演讲者之间的沟通在 20 次
到 30次之间。因为只有通过反复
试讲、 推敲才可能有好的传播效
果。如果一味追求收视率，这个演
讲内容肯定出问题。

《公益时报》：作为一个公益
项目 ，CC 讲坛自身的创新性体
现在何处？

富宇：开放、开源，用开放包
容的心态吸纳同道中人，以开源
豁达的思路来运作公益项目。

因为我们本身关注的就是
创新群体，我们没有去颠覆某种
模式，也并非像做商业那样秉持
“1+1>2”的营销思路。 我们就是
一个公益的传播平台， 做好分
内，尽可能突破传统窠臼，让更
多正在创新的人和事，通过我们
的平台得以真实客观的展现。

《公益时报 》：CC 讲坛创立
至今已三年有余。 如果满分成绩
是 100 分的话 ， 你能给它打几
分？

富宇：60 分吧， 但做第一期
的时候，我给它打的可是 90 分。
我觉得有 20 分是丢在我们的眼
界。 因为随着我们眼界的不断拓
宽，受众群体和各路伙伴给我们
不断推荐新鲜内容的时候，我们
才发现，过去我们以为自己的眼
界很独到、很新锐，其实我们知

道得还太少，还远远不够。 所以
这 20 分丢得很自豪， 我们愿意
继续丢更多这样的 20 分， 因为
未来我们的伙伴们还会给予我
们更多想象不到的精彩世界。

另外的 10 分就比较遗憾，
因为工作量庞大，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把 CC 讲坛播出的内容
做成英文版，让不熟悉中文的朋
友能够通过这样的渠道去了解
中国和中国的领域创新。 我希望
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都知道
CC 讲坛，这是我最想看到的。

最大的障碍在于浮躁

《公益时报》：你之前是做商
业出身，新的岗位有没有给你带
来压力和不适感？

富宇：曾经的工作经历教会
了我很多东西， 但在这个过程
中，我也难免急躁。 现在回头反
思，我们做 CC 讲坛的初衷就是
试图修复社会裂痕、消除急躁喧
嚣，但实际上在做 CC 讲坛第一
年的时候，自己很想在短时间内
把这个品牌树立起来，犯了“急
功近利”的毛病，缺少“匠人精
神”的沉淀与修养。 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们的讲者和听众给予我
们很多启发和教益。 慢慢地，我
们的心静下来了， 浮躁越来越
少， 在帮助社会修复裂痕的同
时，我也完成了自我修复。 今天，
我们的演讲者排队已经排到了
半年以后，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迎
刃而解了.

《公益时报》：基金会在项目
运作的过程中，资金方面有没有
压力？

富宇：我们每接待一个演讲
者，从开始运作到中间沟通打磨
再到最后上台演讲，核算下来每
个人要花费六七万元人民币，外
地的差旅费也是我们负担的。 这
要感谢吴博士和他的企业家朋
友的无偿捐助，使得目前我们每
年的资金运作压力不是很大。 也
正因为如此，CC 讲坛在成长的
过程中才有底气和能力学会拒

绝。 因为有很多外来介入本身都
是带着自身目的和想法的，比如
说植入一些广告，植入一些其他
商业色彩浓厚的东西，或者让我
们降低要求和标准，但我们都可
以说“不”。

《公益时报》：未来 CC 讲坛
的传播形态和格局是否会有变
化？

富宇： 我想不会。 因为 CC
讲坛的形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
是内容和思想。 我们不会去追求
形式上的花哨百变，内容永远是
最关键的。

公益是顺应自然的产物

《公益时报》：现在公益圈流
行用商业的手段做公益，你和吴
博士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

富宇：《围城》里有这么一句
话：“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
想进来。 ”

我觉得出去进来都没错，无
论用哪一种手段做事情，我认为
核心离不开这几个问题———你
真的热爱吗？ 你真的敏锐和专业
吗？ 你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其
实现在包括 CC 讲坛在内的很
多公益项目， 不在于多能想，而
在于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其实本
不存在什么商业手段或者公益
手段，更重要的是更合理、更有
效、可持续的方法。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中国
未来公益之路？

富宇：欣欣向荣，一定的。 我
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
关注和进入公益领域，这是社会
发展的必然。 有一个 CC 讲坛的
年轻讲者曾经对我说：“中国过
去的很多年轻人都想着做金领、
白领、蓝领，现在的年轻人更崇
尚做‘绿领’，就是让天更蓝、水
更清、草更绿的环境保护使者。 ”
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所以我
觉得 CC 讲坛的诞生也是恰到
好处，既不早也不晚，我们也是
顺其自然的时代产物。CC 讲坛工作团队

� 北京君和创新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吴坚忠（右二）、秘书长富宇（左一）与演讲者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