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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一个“不务正业”的城市学家
� � 他为了一座自己喜欢的房
子远赴北美求学，只因这座房子
背后的城市发展理论是哥伦比
亚大学教授提出的。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城
市规划及历史保护学院的硕士，
之后在伦敦大学巴特勒建筑学
院完成以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
基层社区的历史与理论哲学博
士学位。

拥有世界著名建筑学院各
种学历的他， 从没盖过一座房
子，一直对中国的城市及社会发
展进行研究，如今更是做着跟建
筑与城市学毫不沾边的行当。

他是山寨城市的创始人林
达。

林达在 2008 年开始着手写
博士论文，可想而知，他肯定是
要写那座心心念念的房子。

而当第一个月找相关文献
的时候，他发现当初为了盖这座
房子，开发商把他母亲以前工作
过的工厂拆了。

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充
斥着他童年的回忆，于是，他决
定把选题关注到社会研究和社
区研究的领域。 他开始研究这座
房子之外的旧楼，为了更好的融
入到这个社区，他在那座旧楼里
住了两年。

在那里，他发现这是一个互
助社区，虽然每个家庭每个月拿
到的工资大概只有 3000 块钱。
但是，他们互助所产生的价值可
能是一个月拿 10000 元的工资
才能享受到的，社会价值在社区
里面转起来的状态，让他感到兴
奋。

2010 年，林达回国，在深圳
咨询顾问公司工作，主要为社会
发展提供解决方案，一做便是四
年。

2013 年， 在一个商谈会议
上，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
几个福建人。 从这几个福建人那
里，林达了解到他们的村子大部
分已经荒废，靠种植的经济体系
不稳定。

出于兴趣， 他开始关注乡
村，和两三个伙伴一起走进村子
进行调研考察，从咨询顾问转化
为社会创新的孵化。

那时，他每个礼拜都要去一
次福建，每次要 8 个小时的车程
才能到村子，有时候当天返回深

圳。 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他与
团队开始尝试为福建的这个村
子探索一套村庄发展方案。

可当方案出来后，却因为资
金问题实施不下去。

2014 年年底，他拿着商业计
划书去找在上海的一所新加坡的
投资银行的影响力投资基金，希
望能获得资金支持，而结果是，该
银行虽然很认可这套商业计划
书，但还是婉拒了他的要求。

因为商业计划书的最后一
页提到如何做影响力测评，如何
跟农民得到发展共识，如何能够
得到数据做到量化……

这个影响力投资基金经理
认为这一部分在行业里是缺失
的，因为许多投资机构不知道怎
么评估创业项目的社会影响力。
大量有影响力需求的资本因此
闲置，同时，有意义的项目也不
能落地。

这样的一个巧合，让这个基
层社区活动的团队退后了一步，
以对社区发展的知识与经验为
基础，做影响力测评和专业服务
的行业。

2015 年初，林达创立了山寨
城市。 山寨城市是一个用商业手
段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这既是
一个影响力数据分析平台，又基
于数据，提供社会发展的更可持
续性解决方案。 比如，制定适合
发展中地区文化、环境以及经济
界条件的信息化技术解决方案，
以数据对接关注可持续发展的
资本市场。 为基层人群以数据科
学赋能，消灭贫困、发展不公的
社会问题。

2017 年，山寨城市就与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负责“为
贵州毕节贫困户的学前教育政
策研究项目，搭建信息化平台”。

为了保证所参与的各类项
目的数据质量，三年间，他们走
进了中国一百多个村庄，南美三
十几个村， 东南亚三四十个村，
非洲十个村。

要保证整个数据平台的中
立性

《公益时报 》：据了解 ，山寨
城市在去年与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合作 ，负责 “为贵州毕节贫
困户的学前教育政策研究项目，

搭建信息化平台”， 这个合作取
得了哪些成果？

林达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
发现母亲的陪伴会促进儿童数
学成绩的提高。 对此，我们团队
研发了一套 APP 工具包，当专访
员上传留守儿童的照片及发育
情况时，数据会以最简单的方式
传达给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这
促使母亲频繁上线与家人互动，
这也让山寨城市获得了更加广
泛的家庭结构数据。

《公益时报》：你认为基金会
选择与山寨城市合作更看重哪
方面？

林达：现在所谓影响力测评
的数据源头质量是很低的，这种
低是又花很多钱质量又低的状
态。 我们切入的点是整个数据采
集的方式是真的会有员工从开
始、中期、末期在当地村子里呆
几年的，这样的方式无论是用人
力的数据采集还是用技术的数
据采集，都是很贴近当地人的生
活质量、生活习惯的。 同时，我们
可以提供整个数据来源的信息
化和解决方案，而这个解决方案
是贴近当地人的习惯的，在数据
源头上带来很大的价值。

而以前的数据采集方式基
本是用 A4 纸在当地做问卷，把
填好的问卷交给一个工作人员，
然后放到 Excel 表格里面， 这个
数据可能会经手很多人，最后的
数据质量会很难保证，全部数据
在中间层被消耗掉了。

《公益时报 》：那么 ，山寨城
市在选择合作伙伴上会有哪些
考量？

林达：我们在选择择合作伙
伴上很小心，因为我们触碰的是
行业的敏感点，在数据怎么用的
问题上会有很多大的投资机构
找我们合作， 他们很看重基层人
口数据。 而我们是拿村民的数据
来赚钱的，对于农村人口来说，他
们的收入水平本来就很低， 这从
道德伦理上来说是有问题的。 所
以，到现在为止，在我们没有想清
楚之前， 没有跟任何人去分享这
套数据，自己内部也不会用。

第二方面是因为我们跟投
资机构的关系问题， 这一年多
来，经常有投资机构要和我们合
作做投资基金，这听起来是件好
事， 中国的影响力基金很少，但
这种联合一般合伙人的形式，对
我们整个数据平台的中立性会
有影响，这是我们回绝很多客户
和项目的关键点。

第三就是关于最前线的数
据落地，很多房地产公司要和我
们合作，我们会觉得他们没有诚
心做这些，所以既然我们能维持
下去这种事就算了。

《公益时报》：在走访乡村的
过程中，如果遇到不配合的村民
时，要怎么办？

林达：跟他们抽烟、喝酒、吃
饭，这是关键，永远用外来者的
身份跟他们接触就永远是一个
局外人，所以这里的关健点是如
何更快地进入到他们的角色里。

我们整个软件测评的策略研发，
都是站在基层人事的角度上的。

直白的讲，影响力测评是一
个自上而下的东西， 因为有金
主， 金主想证明自己干了好事，
所以要求投资经理来收集数据，
并形成报告，投资经理因为得到
任务并写在合约上，所以一定要
严格遵守投资托管协议的合约，
这就会把压力压给社会企业。 所
以， 在这里面是没有任何动力
的，有些时候到最后，受益人是
没有得到收益的。

从测评的角度，拿着 A4 纸，
到村子里去做问卷，是不会有人
理的，因为这些人很忙，要去田
里干活，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看
到任何价值。 所以，我希望我团
队里的每个人， 都要有田野经
验， 我很希望从交换的角度出
发，让村民在做完调查问卷后会
得到价值回报。

《公益时报》：最近在忙些什
么？

林达：最近在国外的时间比
较多， 在做一些国外的项目，最
近走访了非洲和南美，在非洲最
核心的问题有点像中国的上世
纪 70 年代， 中国从没有用电脑
端信息传播，直接跳到了微信;从
信用卡还没有流行，跳到了微信
支付。 但在非洲，连微信支付都
没有，直接从原始部落的以物换
物，跳入到区块链的世界里。

其实在这个世界，如果把自
由选择权和参与权还给社区的
话， 他们能够有各种解决方案
的， 而不需要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自上而下地把发展概念
压下去。 SDG 在社区或受益人角
度来看是很虚的概念。 我觉得赋
能的关键是我们怎么给他们足
够及透明的讯息和掌握讯息的
能力，让他们去定义自己的社会
发展目标，令 SDG 去中心化。

《公益时报》：六七月份可以
称之为员工跳槽月，山寨城市的
员工流动性大吗？

林达 ：不大，团队从 2015 年
到现在， 基本没有核心员工离
职，因为社会影响力测评这个领
域很新。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

不可能依赖新员工直接能干活，
都要有一个培育期，这个培育期
可能在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
于公司成本来说我很不希望大
家走。

我们算一个初创类型的公
司，基本每两个月都会有一些很
新鲜的事情，这种新鲜感不断地
存在， 可以把这些人全部留下
来。

好项目跟适合的资金配对
是关键

《公益时报 》：前不久 ，南都
公益基金会出资 5000 万参与上
海禹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设
立的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禹禾
基金”， 致力于推动国内社会企
业发展，你对此有何看法？

林达：我认为资本永远不是
问题，现在行业里需要解决的瓶
颈问题在项目上，而不是在资本
上。 很多人说找不到好项目的原
因是项目不好， 我不认同这一
点，我认为是好的项目跟适合的
基金的配对问题才是关键。

对于投资基金经理来说，他
们需要了解当地的社会问题，他
们的任务是飞到全中国的每个
县、村，跟当地县长聊天、喝茶。
来了解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这
是个很低效的事情，很多的项目
是小圈子的，许多好的项目是淹
没在传统的商业里面的。 所以，
关键不是缺项目缺钱，而是让投
资管理变得更有效率。

《公益时报》：运营山寨城市
这么多年，这期间给你带来哪些
感悟？

林达： 山寨城市 80%是非基
金会的项目，不论是资本方还是
项目方，我们大部分的项目并不
是主流的社会企业和社会影响
力机构。

其实在主流的行业里，无论
是投资公司还是家族基金、商业
企业，如果让他们来做大规模的
社会影响力、 社会价值的项目，
他们的执行能力是很强的。

如果让一个主流的投资公
司设立一个社会影响力投资基
金，会很容易。 而让一个现在已
经在做社会影响力基金的公司
来增加投资额度是很难的。 当
前，行业内还在辩论商业和公益
之间的关系， 在没有结论前，这
种辩论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行业
包袱。

社会影响力的市场之所以
没有快速放大的原因，不是因为
我们内部市场的人不够努力，而
是外部的钱没有被吸引进来。

《公益时报 》：对于未来 ，山
寨城市有哪些规划吗？

林达：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
把整个公司的结构用区块链技
术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运营模
式，目的是对全部技术平台进行
开源。 现在法律和商务上很难支
持中心化技术的开源版权，所以
我们希望以去中心化技术达成
这个目标，并希望以该技术对数
据伦理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山寨城市团队在缅甸走访当地社区发展项目。 “山寨城市”供图

林达。 “山寨城市”供图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