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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制的优点在于，其

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体现
了社会力量办大学的理念。 ”刘
旻昊谈道，“社会力量对于西湖
大学的影响通过基金会的桥梁
引入大学，为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提供所需能量，社会对新型大学
的需求以及大学的发展对于社
会的贡献实现了正循环。 这种机
制也是保证西湖教育基金会和
西湖大学未来能够收到持续社
会捐赠的重要因素。 ”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 长期
以来， 我国的民办高校存在举办
者直接管理学校、 直接介入学校
办学的问题， 导致在学生和家长
眼里民办高校基本就是低端教育
的代名词， 举办民办高校则被质
疑是通过教育赚钱。“西湖大学的
基金会办学模式、 董事会治理机
构究竟怎么运行，还有待观察。 ”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湖教育
基金会的捐赠案例中，很多人都
是因为关注科研或教育事业的
发展、认可施一公的办学理念才
选择对西湖大学进行捐赠。 尤其
是西湖大学的创始捐赠人以及
大额捐赠人，很多人本身就拥有
浓烈的教育情怀，西湖大学的出
现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支持
教育、实现自身诉求的平台。

三捷投资集团董事长杜建
英的捐赠感言可以说代表了一
大批捐赠人尤其是企业家的心
声：“当初在作出捐赠决定时，最
为看中的就是西湖大学高起点、
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 尖
端核心技术不能一味地用‘拿来
主义’去追求‘短平快’，需要有
一批醉心于基础科学研究、耐得
住寂寞、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创
新人才在基础学科领域去创新
和突破。 当我们在支持西湖大学
的时候，就是在支持这样一批有
抱负、有担当的科学家和教育工
作者，就是在支持我们的国家成
为名副其实的科技强国。 ”

那么， 当施一公的个人魅
力或名人效应逐渐消退， 当社
会捐赠逐渐趋于理性， 西湖教
育基金会又将如何履行自身的
历史使命？

西湖教育基金会也在逐步
进行布局。

2018 年 5 月 18 日， 根据香
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条例》，西
湖教育基金会（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 此举标志着基金会可
以直接在香港地区开展募捐活
动，为基金会拓展香港地区社会
资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据了
解，未来他们还将在北美地区开
展募款活动，由西湖教育基金会
进行统一管理。

刘旻昊告诉记者，自去年 10
月 20 日西湖大学正式成立之
后，学校的各种机制也在逐步完
善。 在校董会层面，西湖大学建
立了自己的发展委员会，目前由
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张磊任委员会主席。“基金会建
立了一套完整的筹资机制和方
案。 我们希望以发展委员会和校
董会企业家以及已有创始捐赠

人为核心，构建向外扩散的网状
募捐体系。 ”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
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发布的《慈
善蓝皮书：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8）》显示，2017 年，我国社会
捐赠总量预估约为 1558 亿元。
对于西湖教育基金会来说，要在
10 年内募捐 200 亿元，确实是一
个很大的挑战。“当然，我们会把
这个数字进行分解，做成一个八
到十年的长期规划， 设置预期目
标，并按照地区、行业、工作量等
指标进行分配。 ”刘旻昊谈道。

负结果也是好结果

目前，西湖教育基金会共有
15 名全职工作人员，其中既有像
执行秘书长刘旻昊这样的跨界
人才，也有来自其他基金会的专
业人士。 但相较于国外一流大学
动辄上百人的筹款团队，要承担
起举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重任，基
金会每个人身上承担的压力可
想而知。

数十亿的协议捐赠、15 亿元
到账资金、近万名捐赠人……在
资产管理以及捐赠人维护等方
面，都需要一定的规划。

“在资产管理方面，我们有
专业的工作人员负责。 因为目前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撑学
校的创建和发展，以大学发展为
优先，所以基金会的工作目标非
常明确。 我们不会做激进的投资
增值行为，现在做的都是以稳健
为前提，就好像造血和输血的过
程一样，能够为大学发展注入源
源不竭的动力。 ”

刘旻昊告诉记者，在捐赠人
维护方面，基金会有专人负责大
额捐赠人维护，也有人负责中小
额捐赠人的联络与反馈。“所有
的创始捐赠人都是创校董事或
荣誉校董，他们可以参加校董会

会议，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荣
誉校董没有投票权）， 他们对于
学校建设的参与感是非常强的。
对于小额捐赠人，我们每个月会
给他们发西湖大学相关报告，学
校会有定期开放日，邀请捐赠人
或社会上希望了解西湖大学的
人来大学看看，增强他们对我们
的了解。 ”

就目前来看，西湖大学及西
湖教育基金会能够得到如此高
的关注，与施一公的个人标签有
很大关系。 刘旻昊也坦言：“现在
有施校长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绝无仅有的巨大优势。 但从长远
来看，基金会必须要建立起一套
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

2017 年 7 月 8 日，敦和基金
会向西湖教育基金会捐赠 3 亿
元，用于资助西湖大学和浙江西
湖高等研究院的筹建与发展。 从
签约到完成捐赠只用了两周左
右时间， 且是一次性完成捐赠。
在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
书长陈越光看来，目前西湖教育
基金会主要面临两个挑战：一是
筹资， 即用 10 年左右时间建立
一个 200 亿至 250 亿元的资金
池；第二，作为西湖大学的举办
方， 基金会要承担举办方的责
任。 如何不逃避责任又不擅自越
权，也是一个考验。

筹资方面，虽然西湖教育基
金会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就赶
超了国内很多大学基金会，但目
前其在项目设计方面还不算成
熟，需要积累一定的经验。 对普
通公众而言， 捐赠支持大学发
展、科研事业或人才培养，其吸
引力仍排在传统的公益项目之
后，如留守儿童、大病救助或扶
贫等领域。 如何将项目做得更有
吸引力、如何让更多人认可基金
会办大学的理念，对这家年轻的
基金会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4 月 3 日， 由西湖教育基金
会和灵山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

的“科学之树播种未来”公益项
目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 该项目
筹款目标为 100 万元，截至 4 月
15 日上午 9 时， 有 4373 人参与
捐赠，捐赠金额为 197976.75 元，
完成筹款目标的 19.8%。

较早前，2018 年 8 月， 由西
湖教育基金会发起、中国青年创
业就业基金会提供公募支持的
“西湖大学青年人才奖励计划”
和“西湖罕见病研究专项计划”
在新华公益平台上线。 就目前的
情况来看，这两个项目的募款情
况距离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截至 4 月 15 日上午 9 时，
“西湖罕见病研究专项计划”有
4134 人次参与捐赠，已筹款额为
1084782 元 ， 完成筹款目标的
54%。“西湖大学青年人才奖励计
划”有 777 人次参与捐赠，筹款
额为 189503.32 元， 仅完成筹款
目标的 4%，距离其设定的 500 万
元的筹款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陈越光在接受界面新闻采
访时曾说过一句话：“西湖大学
当然有可能失败，天下如果有一
件不可能失败的事情，那就是不
值得做的事情。 ”这句话也是很
多人支持西湖大学的理由。 对于
刘旻昊来说，她并不后悔放弃自
己的科研事业。 从生物学博士转
型做全职公益人，西湖大学及西
湖教育基金会就是她眼中认为
值得去做的事。

“我们不害怕筹资中面对的
困难，创新和探索是需要多尝试
的。 我以前做科研时常说没有不
好的结果， 负结果也是好结果，
至少它排除了一种可能性。 一共
100 条路，你把 99 条都试错排除
了， 那剩下的就一定是正确的
路。 做了科研就不那么怕失败
了，不行就换一种方法，重新试
过。 每次和捐赠人谈，发现西湖
大学认可度很高，这种良好的口
碑对我们的筹资工作也助力不
少。 ”刘旻昊谈道。

西湖大学创始捐赠人展示（数据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