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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等而战
的
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主席DARREN
WALKER 向企业界发出倡
议，要求其加入慈善机构，共
同解决重大问题
采访者：博然思维
DAVID SUTPHEN 和
MARIA FIGUEROA KÜPÇÜ

要想治愈世界面临的顽症，企业应下大决心接受多样化，并发
动个人和组织资源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这便是Darren
Walker希望向企业和慈善团体传达的信息。

福特基金会是全球领先的私人慈善组织之一，今年已是Darren
Walker担任基金会主席的第三年，他重新将该组织的注意力放
到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上。在这场战争中，
“排他主义”是主要
敌人。

“要与排他主义观点做抗争，需要有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观点—
即真正地讲出多样化和包容性的优势，”2015年他在CNN网站
的专栏中如此写道。他指出，各种歧视女性和少数民族的现象一
定隐藏着更大的问题。
“ 我们不能只关注社会拼图中的经济板
块，或是孤立看待种族或教育不平等问题。这样只是治标不能治
本。”

Walker深知社会面临的挑战有多严峻。他曾经组织十家基金会
共同集资近 3.7 亿美元，帮助底特律摆脱破产困境，此大义之举
被称之为“双赢方案 (Grand Bargain)”。为战胜挑战，慈善机构
需要商业团体的鼎力支持。

Walker本身也是福特基金会的受益者：他是美国国家早期教育
项目“开端计划”(Head Start)的第一批入学儿童；接受公共资助
进入大学；担任哈莱姆一家非营利机构的首席运营官。所有这些
都是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

福特基金会的使命就是解决不平等问题。这解释了基金会针对各种问题所进行

的工作，包括（从左上方开始）针对公民参与和政府的“不平等问题剥夺了人们的
声音，令得政府管理能力低下”；针对创造力和自由表达的“文化变迁往往走在所

有领域变革的前面，是社会、政治和经济新思想的先导”；以及针对网络自由的“
数字世界并非中立，其带来的好处也并非得到平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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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福特基金会管理着120亿美元的善
款；2015年基金会用于全球各项资助的预算约
为5亿美元。我们在福特基金会纽约办公室采
访了 Walker，他谈到董事会和企业管理层如何
能更有效地与慈善机构合作以造福于社会。
您认为企业对于福特基金会等慈善机构的最大
误解是什么？

他们通常不相信我们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或
能发挥重大作用。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
宣传不到位。
人们对于慈善事业存在着一种误解，好像如果
你干了一项不错的慈善工作，那么剩下的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但我们还需更好地宣传我们工
作的重要性以及它对解决其他重大问题有何
帮助，如气候变化、不平等问题、性别暴力等世
界面临的其他问题。慈善事业对于解决这些问
题至关重要。

福特基金会：
80年的历程

Edsel

Ford（左）是

福特汽车公司创始
人 Henry（右）的儿
子，他于1936年成立

福 特 基 金 会，初 始 捐

赠金为2.5万美元。
该 基 金 会 资 金“全 部

用 于 公 共 福 利 事 业”
。1940年代中期两人

先 后 去 世 后，他 们 的
大笔遗资移入福特
基金会使之成为当
时世界上最大的慈
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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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企工作的人们会倾向于认为慈善机构和
非营利组织从事的是一种轻松的工作。而事实
并非如此，我曾经先后就职于大型全球性律师
事务所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和
瑞银集团，以前工作从未如现在这般辛苦。人
们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认股权已不再
重要。对于他们而言，改变世界才是真正重要
的事情。
您希望企业董事会议程上安排哪些内容？

如今对于CEO，尤其是上市公司CEO的要求很
高，甚至过高，当然还要视不同行业而定。他们
1954年
南非地区的平等

既需要有很高的智商也要有很高的情商。一个
好的CEO既能在董事会中高谈阔论，也能在车
间里侃侃而谈；既能游走在真正多元化的圈子
中，也能舒适应对所有的多元化事物。这种能
力要求范围很广，不是以往CEO必须做到的。
对于董事会而言，由于他们必须重视利润和股
票价格并将其视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标，因此
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如今公司不仅要
重视股东的利益，同时要兼顾到客户、员工以
及周围的社区。要同时服务好这四类利益相关
方确实不易。仅关注股票价格会将公司引入歧
途，并且会让董事会采取一些不必要的措施。
我们假设一下，一群财富500强企业的CEO向
您提问，
“从您的角度而言，我们应重点关注哪
方面？”

如今企业能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很显然他们所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
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资产解决这些问题。

公司与非营利机构或组织的视角不会一
样。CEO每天早上起床要思考的问题是：
“我要
如何打造最佳产品、制定最佳价格、为员工谋
取福利并为股东获取利润呢？”理当如此 。但
CEO同样也需考虑：
“ 我该如何打造最佳产品
并将对地球的危害降至最低，又该如何创造经
济价值之外的其他价值呢？”这确实不易。
因此许多标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都流
于表面并且影响力较低。真正强大的企业社会
责任计划应具有改变现状的能力，我们需要更
多这样的计划。许多CEO喜欢把更多时间用于
创建更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上，而不是将现
有计划的优先顺序理的更加合理，或者董事会
根本不欣赏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因此，我希望
能将更多的关注放在“如何创建更有效、更具
影响力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

该基金会建立了助研基金，
资助学者研究、记录和揭露
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
的罪恶影响

1969年
芝麻街

美国儿童电视工作室接受
了福特基金会的捐赠，用以
制作针对学龄前儿童的教
育节目，包括全新的“芝麻
街”系列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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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在华尔街有近十年的经历，先后担任律师
和债券交易员。他对企业领导力拥有非常成熟
的理解并充满敬意。

您能举例说明吗？

了时间。这些是属于具有高价值的个人。他们
加入董事会不是为了当“盆栽”当摆设。你需要
了解他们每个人，确保他们充满活力与激情，
让他们感到自己在学习新东西和提供价值。

例如，我们通过一项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与花
旗银行达成合作伙伴关系，把资助与接受者的
行动相挂钩。我们利用这一脱贫计划帮助真正
有需要的人提升金融知识，帮助他们建立家庭
收入来源和经济保障。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这
样的计划。

一些公司刚开始意识到多样化的重要性，但不
知道从哪里着手。您会对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角度具有政治性和代表性因素。

黑人和一个席位给女性”这不是一种好的治理
方式。这是做表面文章。你需要超越这些并真
正将这种理念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为董事会
上的正式议题及董事会成员之间的非正式交
流提供此类话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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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最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是公司真正
愿意利用其所有资产而非某个部门的资源或
某个员工的时间。

承认自己对某些事务不太清楚并表示需要帮
“我们不能
助，这是一种积极的迹象。这是第一步。你必须
仅满足于：
‘ 发现合适的人才为你填补资源空白，包括最佳
情报、信息、网络等。从这里便可走向下一步。
我们有10
我想许多CEO都明确表示渴望多样化和包容
所以您希望公司能真正调动所有资产，而不是
位董事，必 性，但并没有将其付出实施。他们没有把这一
仅仅开张支票？
项工作纳入到激励体系之中。
须留一个
是的。动员你的市场营销、研发、人力资源以及
席位给黑
IT人员。动员你的整个公司以及所有可以利用
在您的生活中，您是否曾经帮助搭建过这样的
的资产，来帮助解决重大问题。
人和一个席 桥梁？
现在我们需要企业方面的帮助来解决问题。没
位给女性。’ 很多情况下，我是董事会唯一一名非裔美国人
有企业方面的参与，政府和慈善机构无法完成
或公开表明同性恋身份的人。当我们谈到如何
这不是一
要做的工作。
实现多样化时，每个人都把脸转向我说道：
“我
们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让我顿感压力，但
种好的治
我的经验是先拉出一个联系人名单然后着手
一个优秀的董事会应具备哪些特征？
理方式。这 工作，帮助他们填补这些空白。
今天，董事会要想变得有效并且具有影响力， 是做表面文 但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帮助CEO从被动做
它就要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不仅有关乎
章。你需要 这些事转变为将其视作是增加自身工作价值
种族和性别——尽管二者很重要，还包括生活
或提升整个企业治理水平的事情。我们不能仅
经历、背景和地理等方面的多样性。这些思考
“我们有10位董事，必须留一个席位给
超越这些。” 满足于：
当所有董事会成员聚集在一起时，你必须要像
一位策划者一样思考。你希望看到在座的人不
仅能够独立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作为一个团
队他们同心协力作出一番伟大和具有影响力
的事业。这意味着你要确保每一位董事都认为
自己是在增加价值、创造影响力并且充分利用
1976年
首创小额信贷

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
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发布小额信贷，为
以女性为主的无地产人
士提供信贷服务。格莱珉
银行后来荣获2006年诺
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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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监督人权

福特基金会为数个国际人
权组织提供支持，其中一家
组织发展成为人们熟知的“
人权观察”

2006年
抵御艾滋病的耻辱感

福特基金会启动了
5000万美元的全球计
划来帮助那些因被诊
断为艾滋病而遭到歧
视的人们

2014年
“双赢方案”

福特基金会为帮助底特律
市免于破产发起了一项价
值为3.66亿美元的救助计
划，并为此提供了数额最高
的单笔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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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然思维是一家擅长处理重大事件和
管理企业关系的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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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其中部分内容就是在董事会会议之外推
动建设性的交流？

“人们对于
慈善事业
存在着一
种误解，好
像如果你
干了一项
不错的慈
善工作，那
么剩下的
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

是的，的确如此。董事之间的关系情况是我跟
福特基金会董事经常考虑的问题之一。董事会
经常面临困难抉择。如果董事会成员互相了解
并信任，彼此不是一个季度才会面一次的准陌
生人，那么这样的董事会工作起来会更加有
效。如果他们之间关系融洽，他们的交流才会
坦率和真诚。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我们经常参加福特基金会在全球各地的活动，
并且我总是鼓励董事带他们的家属前往。因为
这样他们才能全力以赴地参与其中。当一个人
和家人共处的时候，你就会真正地全面了解他
们。这会让你们更加亲近。这会让你更加深入
地了解到这个人，以及其做事的动力和动机。
它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的信
任。
现在您对于慈善事业的最大担心是什么？

刚才我提到，我希望企业和董事会成员能“全
力以赴”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来，帮助
解决重大问题并带来影响。

这些资产。因此我担心我们浪费了大量原本可
以发挥巨大影响力的资产。

DARREN WALKER

DARREN WALKER是福特基金会主席。 20多年来他一直

是非营利和慈善领域的领导者，投身于解决各种社会不公平
问题的事业中，包括教育、人权、城市发展和言论自由。在加入
福特基金会之前，他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他在Clear 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律师事务所和瑞银集团拥有长达
十年的国际法和金融工作经验。同时还作为纽约哈莱姆黑人
住宅区Abyssini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首席运营
官，领导经济适用房的建立。

当我将同样的挑战摆到我们自己面前时——我
们是否全力以赴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了呢？
——我不确定。我担心我们可能没有动员我们 david sutphen 是博然思维华盛顿办公室合伙人兼主
全部的资产来影响社会。我们必须检查一下我 管。他为客户提供有关战略传播、声誉管理和公众事务等方
们是如何利用投资资产和捐赠来改善环境、社 面的咨询服务，对媒体和科技领域以及多样化问题有深入的
会和治理水平的。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投入创 了解。
造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各种基金会拥有数十亿的投资组合。但很少有
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最有效地利用

maria figueroa küpçü是博然思维纽约办公室合伙

人兼主管。她为客户提供有关社会目标、活动策划和利益相
关方沟通等方面的服务，并领导公司的“美国企业与社会”
实践。

福特打造的新式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第

一 个 工 商 管 理 硕 士 项 目（ M B A ）由 哈 佛 商 学 院 于
1908 年推出。二战之后，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帮助数
以万计的归国老兵接受大学教育，该类MBA学位成为当时
美国人的热门选择，并逐渐推广到加拿大、亚洲和欧洲等地
区的学校。
福特基金会观察到这种趋势后，于1959年发表了一份颇具
影响力的报告“商业高等教育”，该报告将MBA推向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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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同等重要的地位 。该报告建议美国企业应重视社
会责任，从此其他慈善组织和教育机构均将其作为一项重
要的工作内容。

如今，福特基金会通过为研究机构提供支持来继续推进此类
工作，其中包括The Aspen Institute的“企业与社会项目”
，
该项目为企业高管和教师提供可持续发展和以价值为本的
领导力等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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