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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华夏管理学院院长

姜岚昕：中国社会企业家还处于萌芽状态
■ 本报记者 文梅

2018 年 2 月 27 日，“亚布
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八届年
会”正式开幕，全球社会企业家
联盟联席主席王梓木发出《社会
企业家倡议书》， 倡导更多企业
家成为社会企业家。 据王梓木介
绍，这份倡议书由亚布力论坛理
事会相关成员一起修改，经由全
国工商联同意后正式发布，他还
特别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北京华夏管理学院院长姜岚昕。
王梓木说，姜岚昕在中国最早提
出了“社会企业家”概念，并且已
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全球社会企
业家生态论坛”。

据资料显示，2001 年， 姜岚
昕创办世华企业管理集团并担
任董事长；2011 年， 姜岚昕宣布
旗下的北京华夏管理学院免费
办学；2015 年， 姜岚昕在北京发
起“首届全球社会企业家生态论
坛”。

姜岚昕何以成为国内最早
提出“社会企业家”概念的人？ 新
时代背景下为何要倡导企业家
们向“社会企业家”靠拢，其社会
意义如何凸显？ 带着这些疑问，
《公益时报》 记者对姜岚昕进行
了专访。

社会企业家
以实现社会价值为终极目标

《公益时报》： 在你看来，什
么叫“社会企业家？

姜岚昕 ： 我从 2000 年开始
投入企业家教育领域，其间多年
一直在关注中国企业家的生存
发展和变化轨迹。 从 2008 年开
始， 我就对我的企业家学员们
说，你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改变
一种思维和意识，就是从过去单
纯的商业手段去创造收益，转变
为以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
值为企业发展先导。 虽然这样操
作从短期来看，你的市场收益来
得慢一点、少一点，但是从持续
性和生命力来说，可能比你一味
追求利润会更加可持续。

从根本上讲， 如果一个企业
家能够创造一个社会企业， 会让
你的个体生命、 你的企业变得更
有价值， 从而把个人的事业上升
到社会事业， 把个人的利益上升
到社会利益， 把个人的价值上升
到社会价值。 以社会企业为基础
创造的社会财富更具有社会正能
量， 而社会正能量的聚集势必带
来更大的社会价值。 这才是一个
真正的企业家应该追寻的道路。

简言之，社会企业家热衷于
积极改变世界，而不只为疯狂地
追求利润。 他们把个人的事业、
利益、 价值上升到社会事业、利
益、价值，以实现社会价值为企
业的最大价值，以实现社会财富
为企业的最大财富。

《公益时报》：2015 年你主导
发起 “全球社会企业家生态论
坛”，至今已连续举办三届。 该论
坛主题为何聚焦“生态”二字？

姜岚昕：根据这些年在讲课
实践过程中的观察和总结，我发
现企业家们普遍没有形成社会
化的发声，比如说透过媒体和社
会公众这样的渠道进行传播。 虽
然我也经常对我的学员们反复
强调“你们要做社会企业家”，但
这样的小范围交流，它的影响实
在太弱、太有限了。

最早说起“社会企业家”，很
多人一头雾水，有人觉得“社会
企业家”就是单纯做公益的。 到
第一届“全球社会企业家生态论
坛”结束之后，有些人似乎就有
所悟，说其实现在有一些企业家
做的事情、办的企业就符合“社
会企业家”的特质，但他们自己
并不知道，只是冥冥之中保持着
社会企业家的某种情怀，在以社
会使命为导向的经营着自己的
企业，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和标签。

经过不短时间的思考和筹
备，2015 年的时候， 我决定举办
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企业家
论坛”， 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关注
和参与到这个事情里来。

为何要锁定“生态”这样的
定义，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
平台搭建，让所有参与的企业家
们可以相互支持、 相互温暖、相
互整合和链接驱动， 从而透过
“社会企业家” 这个主体的引领
力量，对我们整个国家乃至世界
范围内的生态空间、生态环境产
生正向的推动。 这个生态环境的
变化是通过企业内外部的生态
环境上升到整个社会的生态环
境、人类的生态环境，最终产生
一个引发和驱动的力量。 所以当
时创始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有
几个基本定位，就是“全球、社会
企业家、生态”，把这几个关键词
融合在了一起。

这个活动至今办了三年了，
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当“社会
企业家”这个话题不断地被社会
所关注和谈及，慢慢地，社会认
知度也就越来越高了。

社会企业家
“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

《公益时报》：这次 2018 亚布
力企业家论坛发布《社会企业家
倡议书 》的时候 ，华泰保险集团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梓木还
特别提到了你，说倡议书的推出
和你还有些渊源。 能讲讲吗？

姜岚昕：其实这个倡议书的
推出，源于我跟王梓木先生结识
之后的交流成果。 当时我跟他说
起倡导“社会企业家”这件事，他

听了之后很兴奋，也表示赞赏这
样一种观点，说要把这个内容倡
导和推广到亚布力论坛的理事
们当中去。 要知道，亚布力论坛
的企业家理事们至少囊括了当
下中国最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代
表的 60%。 我把之前举办的“社
会企业家生态论坛”活动资料和
我的一些研究成果交与王梓木，
经过几次沟通交流，王梓木将我
提供的 2015 年论坛发布的《社
会企业家宣言》 和相关原始材
料，结合自己经营企业的实际体
验，几经修改，后定名为《社会企
业家倡议书》。 在这次 2018 亚布
力年会上，所有的亚布力论坛的
企业家理事都很郑重地在上面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打算争
取明年请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以联合提案、 议案的方式，
呈报政府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倡
导“社会企业家”精神，同时我们
也会发现并感召更多的专家学
者共同投入研究社会企业家价
值，为推动社会企业家理念提供
更多有力的支撑，这是目前我们
的一个规划和思路。

《公益时报》：“社会企业家”
这个概念已经诞生落地，但大家
更关心的是———既然倡导“社会
企业家”， 你是否已有一套明晰
的标准和体系来界定它？

姜岚昕 ：从目前来说，我们
能做的就是请业界专家、 学者、
企业家代表以及像我们一样专
门做这方面工作的研究机构，共
同坐下来商榷和讨论，不断地将

“社会企业家” 的内涵特质从抽
象化到具象化，从理论化到实践
化，慢慢地形成一个体系。 因为
截至目前，咱们国家还没有一个
搞专业的社会企业家研究的，也

没有搞社会企业家大学的，这个
空白需要尽快填补。

这样一个体系的形成绝非
易事，它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完成
的，而是需要全社会来推动和倡
导。 比如我倡导社会企业家已经
进行了十来年了，举办全球社会
企业家生态论坛也三年了，虽然
规格、层级都不低，但知道的人
还是很少数， 毕竟中国太大了。
这事急不来， 得一步一步地走。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企业家还处
于萌芽状态，所以需要倡导和推
广。 我愿意尽力在这个领域贡献
力量， 已成立社会企业家联盟，
正在筹备成立一个社会企业家
研究院，为推动社会企业家理念
提供智力支持和价值评估体系，
同时每年推出“社会企业家报
告”和“社会企业家奖”，从而能
引发更多的“社会企业”和“社会
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必须承受
孤独、抵挡诱惑、担当委屈

《公益时报》：近年来中国企
业家们纷纷将履行社会责任、实
现社会价值作为使命，且这种认
知态势有增无减。 2018 亚布力企
业家论坛上，众多企业家又联合
发布了《社会企业家倡议书》。 你
觉得这些都发出了怎样的一种
信号？

姜岚昕 ：毋庸置疑，新时代
下的中国企业家， 要告别昔日
单纯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目
标、 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创造而
忽略社会价值的发展方式。 当
下，从国家的政策导向、法律法
规，都在不断地释放这种信号，
就是倡导企业家们以推动社会
进步、实现社会价值为动能的发

展方式。
2017 年 9 月， 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
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
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
意见》， 其中对弘扬企业家履行
责任、 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
神、加强对企业家优质高效务实
服务、加强优秀企业家培育等多
方面的内容提出了指导意见。

在 2018 年冬季达沃斯论坛
上，刘鹤也发出呼吁：“中国应像
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 ”
2018 年 1 月 30 日， 最高人民法
院召开新闻通气会，发布了一批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的典型案例，这对于增强企业家
人身及财产财富安全感，使企业
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
业，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意义重大。 在此基础上，企业家
们有了更为坚实的生长土壤，也
更有能力和责任让自己迈入“社
会企业家”的行列，这是符合时
代发展、 国情现实和民生民意
的。 总而言之，新时代下的社会
企业家一定是凸显社会使命、社
会责任、社会公益的。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企业家，你解决的社会
问题越大，越有效，必然的，社会
给予你的反哺也是最大的，这是
个良性循环。

宣言也罢、倡议也好，社会
企业家精神最终还是要通过务
实和奋斗才可能实现。 这个过程
中也会出现一些困难，比如认知
的缺乏，比如响应者和推动者尚
属少数，难免步履艰难。 而我个
人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希望更
多人来关注和加入我们的队伍。

《公益时报 》： 但你也曾说
“不是谁都能当 ‘社会企业家 ’
的 ，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需要承
受孤独、抵挡诱惑、担当委屈。 ”

姜岚昕：那是肯定的。 通常
干工作是你干多少就能得到差
不多对等的回报。 做普通职业，
按工作时间回报； 做投资人，可
能是三五年后回报；做企业家，
可能是十年后回报。 但要做社
会企业家， 你就要拿出 20 年、
30 年， 甚至更长时间去看待这
个企业的价值和回报。 起步阶
段一定会很难， 但越到后面会
越容易；前面守得住，越往后爆
发力就越强。 前面守不住，后面
的生命力就越短促。 在这个过
程中， 有些看似可以带来利益
的事情， 但如果不符合你作为
社会企业家的标准， 你就要能
舍得放弃，要能够抵抗诱惑，守
住自己的规则。 委屈那就更不
用说了，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误
解和风雨， 你不仅要有信心面
对，还要有能力消化。

姜岚昕在第三届全球社会企业家生态论坛上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