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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教育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刘旻昊：

打造以社会资源支持高等教育的桥梁
� � 2018 年 2 月 14 日， 教育部
正式批复同意成立西湖大学，这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社会
力量举办的非营利性新型研究
型大学， 首任校长是中科院院
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
学教授施一公。 西湖大学背后，
是成立于 2015 年的非公募基金
会西湖教育基金会，它是西湖大
学的举办方及西湖大学捐赠基
金的筹资主体。

刘旻昊，西湖教育基金会的
执行秘书长，是一位从科研领域
跨界到公益基金领域的生化博
士。 1985 年出生的她，忙碌得连
陪伴女儿的时间都不多，为了和
1 岁多的女儿多相处， 她到杭州
出差时也总是尽量带上女儿。

西湖教育基金会的年轻员
工曾经这样问她：“旻昊姐，你是
个工作狂吗？ ”

面对这个问题，刘旻昊讲起
了一次她和先生过马路的故事：
那个时候是红灯，也没有什么来
往车辆，刘旻昊拉起先生的手就
要过马路。 先生制止了她，对她
说：“你看， 对面有一个跟着父
亲也在等红灯的孩子， 如果我
们闯了红灯， 会给小孩不好的
影响。 ”那一次，先生对自己言
行举止要求严格， 怕给孩子带
来不好影响的行为让刘旻昊深
受触动，也让她更深刻地感受到
教育的力量。

如今，拼命三郎般为西湖教
育基金会奔忙，正是源于她对教
育力量的坚信，她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 把这种理念传播出去，
通过她执掌的西湖教育基金会
的努力， 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教
育是人人有责的事情。“每个人
其实都在为后代的教育承担责
任。 ”刘旻昊说。

做实验，顺便领个结婚证

刘旻昊通常每天早上起床
后， 就开始处理公事邮件和微
信。 到达办公室，便处理基金会
的各种事情，包括和捐赠人见面
等。 但是晚上最好争取在晚饭时
回到家，这是为了陪一下主要由
保姆和先生照顾的孩子，“小孩
和我不太亲密，也不太熟，希望
和她能多互动一些，亲密一些。 ”
当夜幕垂下，孩子睡着后的时间
又成了她的专属工作时间。

在基金会的同事们看来，刘
旻昊的休息时间是个谜。“凌晨
两点给她发信息， 也能收到回
复。 ”基金会的十几位工作人员，
都觉得刘旻昊对工作“非常有热
忱”。

“我不觉得我牺牲了什么，
我很享受这个状态和过程。 ”在
西湖教育基金会位于北京海淀
区中关村的办公室，刘旻昊笑盈
盈地说：“我很幸运，读博士时做
实验是这样的状态，现在的工作
也是这样的状态。 ”

初中毕业后，“心和胆都比
较大”的刘旻昊便一个人带着 40

公斤的行李赴英国读高中，然后
考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读本科
和博士，学习生物的她醉心于实
验室里的各种实验，对科研全情
投入。 出于对生命科学的热爱，
刘旻昊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获
得博士学位后回国，跟随在结构
生物学领域领头的施一公教授
从事博士后工作。

受施一公家国情怀的感召，
刘旻昊加入西湖教育基金会，成
为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为西湖大
学的筹建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对她这种总是保持工作状
态最经典的例子，是刘旻昊“做
实验，顺便领个结婚证”的故事：
和先生注册结婚的那天，她上午
去实验室做生物学实验，趁着中
午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去领了
个证，然后，再回到实验室收细
菌。

刘旻昊担任执行秘书长的
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成立于
2015 年，是浙江省民政厅批准成
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西湖教育基
金会理事会由施一公、 陈十一、
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陈
越光、甘中学、赵伟以及其他社
会贤达构成。

人生只为一件大事而来

“人生只为一件大事而来”，
熟悉施一公的人不会忘记这句
话。 施一公说的这件大事，指的
是创办西湖大学。

刘旻昊第一次听说西湖大
学的理念是在 2014 年的秋天，在
北京的一个会议室， 施一公、陈
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
辉、王坚 7 位学者和企业家同桌
商讨西湖大学的蓝图。 在一旁做
会议记录的刘旻昊被震撼了，正
是在那天，她意识到，“中国非常
顶尖的一批人， 在做一件为国
家、为他人的，伟大的事。 ”

这样的感觉给她前所未有
的力量。刘旻昊欣然加入，并于
2016 年正式担任西湖教育基
金会执行秘书长。 西湖大学是
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社会力量举
办的非营利性质的新型研究型
大学，聚焦基础性、前沿科学技
术研究， 着重培育拔尖创新人
才，以博士生培养为起点，适时
开展本科生教育。 无论是从办
学形式， 还是教育机制上来
看，西湖大学在中国教育界都
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尝试 ，也正
因为此，它受到了外界各方的很
高关注。

目前，西湖大学的经费主要
包括：举办者（西湖教育基金会）
出资、政府扶持资金、办学收入、
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及人才政
策支持经费等渠道。 其中，日常
运行经费主要由西湖教育基金
会承担。

西湖大学筹建委员会计算
过： 西湖大学全容量聘请 300 位
教授、副教授时，一年所需的支
持高科技人才、及行政运营费用

为 10 亿~12 亿元。依照规划，8 到
10 年内，西湖教育基金会需搭建
一个 200 亿到 250 亿元的资金
池，这样每年以合法、稳健投资
的 5%~6%的收益计算，即能满足
西湖大学每年的运营费用。

简单说，西湖教育基金会作
为西湖大学的举办方及西湖大
学捐赠的筹资主体，刘旻昊带领
的基金会团队需要筹集到规划
中的资金，为西湖大学的发展保
驾护航。 曾经，刘旻昊对媒体说：

“睁开眼，就是 200 亿的压力”。这
种压力，也推动着她不得不随时
处于工作状态，和时间赛跑。 截
止到 2018 年 4 月份，西湖教育基
金会已经筹集到的协议金额接
近 30 亿元人民币，到账约 8 亿元
人民币。

每个捐赠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从任职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到现在， 已经和基金会磨合了 2
年的刘旻昊已找准自己的位置，
在西湖大学以非营利性基金会
的方式来举办的创新性办学模
式中，大学是基金会开展的最重
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项目，基金
会为大学提供资金的支撑，二者
的关系紧密。 而作为基金会执行
秘书长的刘旻昊，是西湖大学创
校校长施一公筹款工作的积极
配合者。

西湖大学和西湖教育基金
会像是一把“坚固的伞”，给了她

稳稳地有安全感的支撑。“施一
公校长的压力是最大的，他花非
常多的时间在筹款的工作上面，
我们团队和他的配合非常重
要。 ”刘旻昊说，国外顶尖大学的
校长，50%到 70%的时间，都是花
在筹款上。 施一公的工作内容之
一，是向潜在捐赠人传达西湖大
学的办学理念， 动员更多的社
会资源对大学进行支持。 截至
目前， 基金会已经有了一份超
过 30 人的创始捐赠人的名单。
在这份捐赠的名单里， 既有声
名显赫的大企业家， 比如腾讯
的马化腾、万达的王健林、龙湖
地产的吴亚军、 高瓴资本的张
磊、陈一丹等；也有耳熟能详的
大企业， 比如嘉里集团郭氏基
金会（香港）有限公司、白象食
品集团等； 更有数十家为施一
公对于以基金会的力量举办大
学的新尝试而助力的其他企业
和企业家们。 当然更有一些普
通人 ， 在看到西湖大学报道
后， 主动联系西湖教育基金
会，用看起来微薄 ，但是涓涓
细流必将汇成江河的捐赠，表
达支持。

和在实验室整日培养细菌
时相对简单快乐的日子不同，需
要去频繁接触捐赠人，给了刘旻
昊不一样的快乐， 更多的是感
动。“捐赠人给我的感动非常多，
远超可以想象的。 ”刘旻昊说，听
捐赠人讲他们讲创业的故事，讲
捐赠支持西湖大学的朴素情怀：

或是谈希望能对社会尽一点力；
或是，因为自己缺少受教育的机
会，希望其他人能有这样的机会
等。 在听这些捐赠人讲自己的心
愿时， 刘旻昊有奇妙的感觉，这
种感觉“让自己的心灵备受洗
礼”， 让她自己也希望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这是非常难得的经
历。 ”

“每个捐赠人都有自己的故
事， 都有让自己感动的地方，对
于基金会和大学的捐赠都有自
己的初心，他们都非常值得让人
尊重。 ”刘旻昊说。

有创新，就有挑战

西湖教育基金会代表了用
社会力量举办大学的一种创新
模式。 这种创新，可以让西湖教
育基金会以一个举办方的身份，
有效保障西湖大学践行校董会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治理架
构。 基金会通过提名校董，合法
合规参与到大学的治理，保障校
董会的多元化，以此确保社会力
量对大学发展起到长远的积极
作用。

但这条创新的路径，并无可
供参考的模式。 作为新中国成立
后的第一家举办大学基金会的
执行秘书长，刘旻昊面临的挑战
可想而知。 首先，无论国内外哪
个基金会，都和西湖教育基金会
的情况不同，没有成熟的案例可
供参考；其次，如何完善基金会
的治理结构和实现高效透明的
运转， 赢得潜在捐赠人的信任
等， 这都是刘旻昊所面临的挑
战。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
如何把劣势转化成正能量。 ”刘
旻昊笑着说。 在和刘旻昊对话的
过程中，感受到的一直是她四两
拨千斤的从容和笑容，而不是实
际她所肩负的千斤重担。 这种从
容来自于她对基金会的未来已
有较为清晰的规划，更是她懂得
如何在摸索中寻找新路。

虽然没有可以参考的正确
的路径，但正因为这样，很多尝
试才能衍生出更多的可能性，就
像一棵大树一样，会有很多的分
叉，但大树最终枝繁叶茂。“这个
感觉，非常美妙。 ”刘旻昊说。 关
于基金会相关的管理问题，她已
经在积极地向业内人士学习 。

“在科研领域， 哪怕是六七十岁
老科学家了，依然有新的知识需
要去学习，去深挖”，搞科研时严
谨的科学态度和系统深入的训
练，让她快速吃透了《慈善法》和
《民办教育促进法》。

尽管执掌西湖教育基金会
有无数的压力和挑战，但正是因
为相信教育的力量，刘旻昊享受
和乐于接受挑战。 她觉得，做这
份工作就像种下一粒种子，在未
来它必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这
棵大树将撑起一片天空，在这片
天空下，教育是唯一目的。

（徐辉）

刘旻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