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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你怎么看待孙
春龙的回应？

陈砺志 ：总体而言，我对他
的回应该用两个字形容：遗憾。

我从回应中看到了傲慢。 是
一种以正派自居的傲慢，以很不
屑的态度和言论对他眼中“邪
派”进行教育。 我还看到了不慈
悲，所有做公益的人，应该都有
一颗善意、善良的心。 但从孙先
生的回应中，我看不到善意。

《公益时报 》：孙春龙称 ，对
于明星来说，维护公益行业的健
康发展，比承担管理费用更有价
值 。 他认为类似于赵薇的这种
“没有管理费”的言论是在“开公
益的倒车”。 对此，你怎么看？

陈砺志：孙先生特别轻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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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个人一直困惑的是，
没有人研究我们的做法，只关注
我们的说法，也不关注我们对说
法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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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需要讨论的是这样的做法对
不对，我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任
何问题。

公益基金的运营方式可以有
多种形式， 任何一种形式只要合
法、合规、公开、透明，我认为都没
有问题。 中国地大、人口多，需要
资助的对象和地域千差万别，我
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只采用一
种模式一种形态的公益方式。

公益同样也要讲创新，我认
为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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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对于公益的作用和意
义， 绝不是孙先生一句话就能否
定的，就拿“V 爱”来说，资助 110
例白血病人手术， 目前存活 105
例，这就是 105 个生命，也拯救了
105 个家庭， 你能说这些没有意
义？“V爱基金”四年来，获得 110
万人参与捐赠， 有人每个月固定
捐 10 元，捐了四年，这么多人了

解和参与公益，你能说没有意义？
《公益时报》：你在微博上回

复孙春龙的时候说 ，“没有管理
费 ”这样的说法是觉得 “这是面
对容易被质疑的公益领域，不得
不 采 取 简 化 但 有 效 的 安 全 模
式”。 有没有想过这可能会误导
大众，从而给公益领域内大量的
公益组织造成舆论压力，使他们
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呢？

陈砺志：我觉得最经不起推
敲的说法就是：“零管理费、零行
政费用”会给别的草根公益组织
带来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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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时报》：你是因为什么
契机，想到从“零成本”角度切入
明星公益领域的呢？

陈砺志 ： 我有很多明星朋
友，他们都想做公益，但第一不
知道做什么， 第二不知道怎么
做， 第三担心社会舆论压力，被
骂作秀，做得不好被质疑出点差

错就是死罪。
我自己在搜狐工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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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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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时报》： 此番事件之
后 ，未来 ，你还会坚持 “零成本 ”
“没有管理费”这样的说法吗？

陈砺志 ：首先，请厘清一个
概念：我们坚持基金项目里面不
产生运营成本、不收取管理费这
个做法。 未来，依然会坚持这个
做法。

我也会提醒创始人合作伙
伴未来在措辞上严谨。

我对于公益界始终纠缠于
说法而不关注和讨论做法的反
应，是有困惑的。 还有一点很重
要， 如果你是公益机构的人，你
只要做到合法、 合规、 公开、透
明，你不应该为自己产生了管理
费和运营成本感到压力。 经得起
质疑，才更有生命力，也才能让
这个行业健康发展。

《公益时报》：公益领域内涉
及钱的问题一向都比较敏感，对
此，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解
决这个问题吗？

陈砺志：我不认为有什么好
办法可以解决。 但是有一点是肯
定的： 我们基于善良的动机出
发， 按照行善的目标去行动，追
求善的结果和效果，就对了。

还有，希望每一个人对明星
公益的质疑， 都是基于善的动
机，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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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有人觉得明星
提出的 “没有管理费 ”的说法是
可以成立的，认为它可以指基金
发起者和基金会协商决定，该基
金挂靠在基金会的时候，基金会
不对该基金收取管理费用 。 对
此，你认可吗？

孙春龙：其实我质疑的并不
是没有管理费的问题，“没有管
理费” 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只
是管理费由个人承担了而已，只
是她没有说明白。（我）最大的质
疑是，她不应该去宣扬这么一个
东西， 不应该去宣扬给别人说：

“你看，我没有管理费。 ”她可以
说这个管理费我承担了，所有的
捐款都用于项目。

《公益时报 》：陈砺志认为你
关注的是一句话的表述严谨问题，
而没有关注他们真正在做什么。

孙春龙：我质疑她的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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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她的一个标榜。 她
是一个公众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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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收管理费？ ”把不收
管理费成为行业的一个规矩了，
那怎么能行呢？

《公益时报 》：陈砺志认为“V
爱基金” 只是说自己是这样的模
式，也没有要求过别人也要采纳这
种模式，甚至他们都很明确地表达
了这不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模式。

孙春龙：既然你觉得它是不
值得推广的， 你就不应该宣扬
它。 因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如
果 说 是 平 时 的 一 个 什 么 机
构———因为说过“零管理费”的
也很多———我从来没质疑过他
们，那是他们的自由。 但你是一
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你就有一个
引领的作用了，大家会觉得你说
了的是正确的，是对的。 你不能
把这种错误的这种方式去传递
开，我质疑的是这个东西。 他自
己都认识到他这个做法是不正
确的， 那你为什么还拿出来说
呢？ 而且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
不能这么来说的。

《公益时报》：他认为像“V 爱
白血病基金”这种是一种模式的
创新，创造的是一个“企业公益+
明星公益”的一种模式。

孙春龙： 它根本不是创新，
他如果现在还把一个很落后的
东西作为一种创新，我觉得他太
low（低级）了。

《公益时报》：他觉得更应该
看看他们这些项目的实际价值
和社会意义。

孙春龙：我对他项目的价值
没有半点否认，包括他们筹款的
时候，我也帮他们转发过。 只是
她作为一个明星不应该去传递
一个错误的模式；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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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时报》：《回复赵薇及
其粉丝，兼致范冰冰韩红等明星
的一封信》微信公众号文章 7 月
19 号上午的时候阅读量已经 5
万多了，你在里面探讨了很多公
益的内容。

孙春龙 ：对，后来好多公益
的经纪人都跟我联系了，觉得这
个东西说得非常正确。 我不是针
对赵薇， 这个事情不是针对赵
薇， 我觉得赵薇也真的是不错，
而且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明星。 我
说的是整个公益行业中明星做
公益的这个事。 我曾经写过一篇
文章《对明星做公益的一点忠
告》，不仅赵薇是这样，范冰冰、
韩红，这些里面还有很多全都是
这样。 无非是赵薇突然跳出来
了，我就把她作为一个靶子了。

《公益时报》：你觉得明星做
公益对整个公益行业来说，最大
的意义是哪一点？

孙春龙：其实明星做公益有
两个目前急需解决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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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标榜、作为一种创新，那我觉
得真是太无知了。 第二个，他们
应该真正地了解在整个公益链
条中，他们处于一个公益什么位
置，他们应该怎么在这个过程中
发挥更大的价值。

所以他/她作为一个真正的
明星来说， 他/她最大的价值其

实就是传播和筹款。（第一，）他/
她通过他的影响力可以把这个
事情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
参与。 第二，他/她有资源，然后
他/她可以去做筹款。

但是现在 99%的公益明星去
做什么呢， 就去做了执行环节。
执行环节不是他们应该去做的，
是那些 NGO 应该去做的。 NGO
在下面有很多志愿者，他们应该
去做的。 他们（明星）不应该去做
这些事情，他们做这些事情成本
高、效率低。

我在文章中质疑范冰冰，她在
藏区去关注那些先天心脏病的儿
童，全是她们团队自己到那边去执
行，可想而知她的成本有多大……
当然这些都是她所谓的“零成本”
了，都是她自己来承担了。

她这几年我看到她做这个
事情支出 1000 多万（元），但是我
估计她的成本会在 300 万（元）
以上的。 在做这个事情的机构有
很多，有很多 NGO 在做，她只
要把钱筹好， 给别人去做就 OK
了……其实完全可以把它做成
一个节省成本又高效的一种方
式。 你有那些钱，为什么不把这
些钱节省出来，去帮助更多的人。

《公益时报》：你觉得明星宣
传零成本对公益来说，除了效率
比较低以外，还有别的影响吗？

孙春龙：“零成本” 的这种宣
传，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整
个的公益行业， 不是说他们几个

明星来做，90%的主力是基金会。
但是你是明星，你影响力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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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基金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现在， 你看现在都有
人质疑我们，说“为什么你们的秘
书长还拿那么高的工资？ ”

《公益时报》：公益行业的从
业人员如果工资太高的话，公众
会不会对 （公益的 ）管理成本更
加质疑？

孙春龙：肯定会质疑。 所以
说要改变大家的这种（看法），让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合理的，让
更多的公众知道他/她拿一个符
合市场价位的薪酬是合理的。 因
为你再退一万步讲， 你给他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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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做不动；能力低，这个事儿
就效果很差。

《公益时报》：你觉得改变公
众对管理成本的质疑，除了像一
些理念宣传，还有别的措施吗？

孙春龙：公益行业内部也需
要自己来改变和反思， 就是要
“去道德化”。 这其实是两方面
的，一个是公益行业的从业人员
需要放下这个道德光环； 第二
个，公众应该给这个行业更多的
一些宽容、理解和支持，他们应
该回归到这个市场规律本身。

（整理自采访录音，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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