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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龙蛟

赵薇“没有管理费”事件双方回应

“公益零成本”争议，到底争的是什么？
一边是明星从事的公益，时常

会宣称自己的公益项目或机构“零
成本”“没有管理费”， 所有善款全
部用于项目本身；一边是公益领域
多年“苦口婆心”向公众传递机构
或项目筹集成本费用的重要性，但
也时常不被理解。 而赵薇近日“表
述不够准确”引发的明星公益与职
业公益之间的纷争，再次把“公益
零成本”问题推向大众面前。

6 月 29 日 ， 拥有 8000 多万
新浪微博粉丝的影视明星赵薇
在其微博上声称 ，其与好搭档陈
砺志在 2014 年创立的“V 爱白血
病基金”（全称 “北京新阳光慈善
基金会 V 爱·白血病专项基金”）
是罕见的 、甚至是唯一的一个没
有管理费的慈善基金。

6 月 30 日 ，深圳市龙越慈善
基金会创始人孙春龙在赵薇该
微博原文下质疑 ：“没有管理费 ？
做公益还是有点常识。 ”随后，陈
砺志在微博上承认存在管理费 ，
表示行政管理费用由两位发起
人单独承担 。 一刻钟后 ，赵薇在
微博上转发并确认。

一时间 ， “赵薇 ” “管 理 费 ”

“公益 ” 等话题在网络上引发热
议。

其实 ，热衷于宣传自己的公
益项目或机构 “零成本 ”（或 “没
有管理费 ”）的 ，赵薇并不是第一
个。

2010 年 8 月 ，明星范冰冰启
动西藏阿里地区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救治项目“爱里的心”。 在之
后 2015 年 、2016 年等的报道中 ，
范冰冰多次表明自己做的是 “零
成本的慈善 ”。 经求证 ，该 “零成
本慈善 ” 其实也是有成本的 ，只
不过所有项目成本由用方承担。

2012 年 12 月 ， 由明星成龙
创立的成龙慈善基金会被卷入
中国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的账目纠纷之中 ，有网友质疑成
龙慈善基金会违规接收了中国
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1800
万元的资金 ，并猜测其很有可能
是为了提取 10%的管理费 。 对
此 ，成龙表示 ：“我的慈善基金会
不收取任何管理费用 ，所有管理
成本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我不知
道世界上是不是还有这样零成
本的基金会 。 ”时任成龙慈善基

金会秘书长的党群在接受采访
时也谈道 ，在全国范围内 ，“零成
本，只有我们是这么干的”。

近些年 ，明星的跨界公益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赞扬与肯定 ，但
半路做公益的他们也常常遭遇
尴尬和质疑 ， 譬如此次赵薇的
“没有管理费”事件。

除了 6 月 30 日在微博上简
短质疑，7 月 6 日，孙春龙还在微
信公众号上发表了 《回复赵薇及
其粉丝 ，兼致范冰冰韩红等明星
的一封信》。 在文章中，他详细叙
述了质疑 “没有管理费 ”事件的
始末 ，并认为赵薇等明星 “在开
公益的倒车”。 截至 7 月 19 日上
午 ， 该 文 章 的 阅 读 量 已 达 到
55288，点赞量也达到 1158。

为了解 “没有管理费 ”事件
的核心争议所在 ，《公益时报 》分
别独家采访了赵薇 “V 爱白血病
基金 ”和范冰冰 “爱里的心 ”公益
项目共同的发起人———北京麦
特文化娱乐传媒董事长陈砺志 ，
与本次事件中的质疑方———深
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孙
春龙。

作为娱乐圈知名的“明星公
益推手”，陈砺志促成了多位明星
参与公益。 除了 2010 年与范冰冰
一同发起“爱里的心”、2014 年与
赵薇一同发起“V 爱白血病基
金”，去年，他还分别与王源一同
发起源公益专项基金、 与王俊凯
一同发起焕蓝梦想基金， 均挂靠
在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名下。

当初因为什么契机以“零成
本” 角度切入明星公益领域？ 对
此， 陈砺志表示：“我在搜狐工作
的时候，全程支持了两个项目：壹
基金，嫣然基金。在合作中积累了
一些经验，也收获了一些教训。后
来我想，明星有良好的社会资源、
有资金，我有经验、有团队，也有
一定的经济承受力， 我应该跟他
们来合作，创造一个新的‘企业公
益+明星公益’的运营模式。 这个

模式的核心就是： 企业成立公益
部门，来承担公益项目的运营（包
括成本）； 明星负责资金的募集，
项目的社会号召力。 ”

“目前来看，这个模式是成立
的，麦特公益四个员工，我们员工
的一切待遇都是企业标准， 差旅
也是企业标准， 如果按照公益机
构的标准， 我是招不到这么好的
团队的。 四个人管理四个固定基
金， 同时还要协助我作为理事的
三个基金工作， 另外还有临时突
发的个体项目。 我们会省一切需
要节约的钱， 也会花所有应该花
的费用， 不受公益机构规则的约
束。 ”他说道。

谈到“公益零成本”争议，陈
砺志表示：“我是从 2010 年开始
关注到公益界对于‘公益零成本’
的反弹和争议的……关于零成本

的问题， 我在微博已经很明确表
态，这个表述不严谨。 ”

提及此次争议中孙春龙的回
应，陈砺志直言“遗憾”，他觉得孙
春龙的回应“特别轻易就否定了
别人的创新尝试， 因为他关注的
是一句话的表达严谨问题， 根本
没有去了解‘V 爱’到底是如何运
作的， 到底有没有值得推广的经
验和教训。 ”

他说：“所有有爱心的企业都
可以推行这样的模式： 企业承担
公益项目的运营管理成本， 公募
资金全部用于项目支出， 这种模
式是非常有价值的。 ”

问及明星宣扬“零管理费”是
否会误导公众， 从而给公益领域
内大量公益组织造成舆论压力，
陈砺志认为“这是一个很可笑的
思维方式”。

“首先，大家竟然会这么关注
一个说法， 而不是更关注一种新
的做法。 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这
种做法有没有错，而不是这个说
法有没有问题。我们必须在更正
后的说法下来探讨这个问题 ：

‘V 爱基金’收到的所有捐款不产
生管理费和行政费用， 两位创始
人另行捐出所有的管理和行政费
用……我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任
何问题……‘V 爱基金’只是说自
己是这样的模式， 从来没有质疑
过别人的模式， 也没有要求过别
人也要采纳这种模式， 甚至我们
都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不是一个值
得推广的模式。 何来对他人造成
压力之说？ ”他表示。

关于此次事件中饱受争议的
“零成本”“没有管理费”， 陈砺志
强调， 未来他们依然会坚持这个
做法，但同时“我也会提醒创始人
合作伙伴未来在措辞上严谨”。

“我质疑的不是她表述不
正确的问题，而是她不应该作
为一个公众人物，把‘没有管
理费’作为标榜。 她是一个公
众人物， 她不应该这么去说。
她这么一说会给其他公益机
构造成很大的压力。 别人说，
哎， 为什么赵薇都没有管理
费，你为什么要收管理费。 ”谈
及此次“没有管理费”事件，职
业公益人孙春龙愤懑不已。

“如果是平时的一个什么
机构……我从来没质疑过他
们……但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就有一个引领的作用，大家会
觉得你说的是正确的。 ”

他认为，目前明星做公益
有两个急需解决的误区。

“第一个就是关于管理费
的问题，他们不应该去传播一
个错误的模式，而且把这个错
误的模式作为标榜、 作为创
新……第二个，他们应该了解
在整个公益链条中，他们处于
一个什么位置，应该怎么在这
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价值。作
为一个明星来说， 他/她最大
的价值其实是传播和筹款。 ”

谈到这里，孙春龙很是无
奈，他说：“现在 99%的公益明
星去做了执行环节……他们
（明星）做这些事情成本高、效
率低。 ”

孙春龙列举了范冰冰
2010 年即启动的公益项目

“爱里的心”。“全是他们团队
自己到那边去执行，可想而知
她的成本有多大……当然这
些都是她自己来承担了……
打个比方，她现在项目支出有

1000 万（元），她这 8 年来，我
觉得她的成本不会低于 300
万（元）。为什么不把这些钱节
省出来，去帮助更多的人？ ”

除了成本高、 效率低以
外，孙春龙认为，传播“公益零
成本”对公益行业来说影响甚
大，他表示：“公益行业的主力
是基金会……但明星影响力
很大，一个明星可能抵了 100
个基金会的影响力。你自己宣
扬这个东西，会给基金会造成
很大的影响。比如现在都有人
质疑我们，说‘为什么你们的
秘书长拿那么高的工资？ ’”

公益行业从业人员如果
工资太高的话， 公众会不会
对其管理成本更加质疑？ 对
此， 孙春龙说道：“肯定会质
疑。所以说要改变大家的这种
（看法），让大家觉得这是合理
的……给低薪， 也会有人来
做，（但）最终产生的成本会更
大。薪酬低，找的人能力就低。
能力低，这个事情就做不动。 ”

此外， 孙春龙还表示，要
打消公众的质疑，公益行业内
部也需要自己来改变和反思，
即要去道德化。“这其实是两
方面的，一是公益行业的从业
人员需要放下这个道德光环；
第二，公众应该给这个行业更
多的宽容、理解和支持，应该
回归到市场规律本身。 ”

针对陈砺志提到的创新
尝试，孙春龙认为：“它根本不
是创新……他如果把这个模
式还认为是一种创新的话，我
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 ”

陈砺志：表述确实不严谨，但模式是创新尝试 孙春龙：不应去传播错误模式，
并将其视为榜样和创新

许多明星都曾宣称自己的公益项目“零成本”（网络配图）

陈砺志在新浪微博上对此事的回复（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