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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超慈善时代要有更宽广的心胸
■ 本报记者 王勇

� � 8 月 27 日，第五届海峡两岸
暨港澳地区慈善论坛在内蒙古
召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
新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康晓光以“超慈
善———中国慈善新时代的特征
及其由来”为题发表主题演讲。

康晓光认为：当前在我国前
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慈善形
态都处于发展之中，是齐头并进
的状态。 三种慈善形态叠加在一
起形成了超慈善的形态。

现代慈善还没有成熟，前现
代慈善处于恢复之中；不成熟的
老模式在发展的同时还要适应
新的环境； 超慈善异军突起，与
老模式争锋，同时也在有力地改
造老模式，呈现出重叠发展叠加
创新的局面。

多样化、碎片化、充满不确
定性的公益新时代

据康晓光观察，最近十年尤
其最近五六年慈善事业和以往
有了质的变化。 这种变化实际体
现为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了，参
与的行动主体也是非常的多元
化，用到的方法和工具也日益多
元化。

在组织形式方面， 去组织
化、去中介化、虚拟化、个体化现
象越来越严重，或者是非常丰富
迅猛。

“最简单的说，也许五年前、
十年前中国的公益还有一个公
益部门，还有公益组织，在媒体
上看到还都是一些专业的公益
机构在主导，但是实际最近几年
不是了，我们发现最近几年许多
的个人、企业、政府、事业单位等
等，大家都在做公益，而且做的
也相当不错，根本不比专业机构
做得差，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康
晓光强调。

据康晓光观察，今天非常耀
眼的一些公益概念、 新的方式、
新的项目很多并不是专业公益
组织提出的，媒体、企业、个人都
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 跨界、融
合的现象非常得普遍。

公益早已经打破了界限，公
益的思考、元素融入所有的部门
和行业，所有的部门也积极进入
公益事业， 公益不是某一个专
业，也不是一个部门，公益已经
成为了生产方式。“我把它叫做
公益的弥散化， 整个领域多样
化、碎片化，而且充满了不确定
性，行业的治理、政府的管理也
都是如此，都在受到挑战。 ”康晓
光表示。

从前现代到现代、 后现代
慈善

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呢？ 康
晓光表示：“我的方法是以现代
的慈善为基准点，然后来看前现
代的慈善和后现代的慈善，我的
基本结论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
样一个不确定性、严重的碎片化
的领域， 实际上是前现代的慈
善、现代慈善、后现代慈善叠加
在一起造成的结果。 ”

什么是前现代慈善呢？ 前
现代慈善简单的说是农业文明
的时代，100 年前、200 年前中
国土地上最主要的人类的形态
就是一个一个的村庄， 这些村
庄是由家庭组成的， 大家依靠
土地从事生产， 这是小规模的
熟人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专职
的人和机构来做今天所谓的公
益和慈善的。 它的公益和慈善活
动也都是短期的、 小范围的活
动，价值观主要是传统的道德和
风俗习惯，政府几乎不干预。

进入现代， 伴随着城市化、
工业化， 尤其是科技革命的发
展， 原来小村庄都被淘汰了，城
市是一个大规模的匿名的社会，
同时亚当斯密所讲的分工和专
业化的逻辑也对慈善产生了非
常重大的影响，因此在现代社会
里做慈善公益的主力军就是一
些机构， 而且是一些专职的机
构。

过去的慈善家和受助者之
间是可以直接对接的，现在有了
中介的慈善部门，这个中介的部

门是要发现问题、 定义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整合资源解决问题
的。 过去的慈善家变成了提供资
金或者是提供时间的捐赠者或
者是志愿者。

社会进行了分工，专业慈善
组织作为中介者、中转站，接受
慈善资源并交给受助者，常规性
地、持续性地大规模提供服务。

价值观也不仅仅局限于传
统的道德，而是向理性化、科学
管理深入。 政府则深度介入慈善
领域，法律法规都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这个作用不仅仅是在中
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
现代慈善也随之产生。

康晓光认为，后现代慈善和
前现代慈善、现代慈善相比有着
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专
业的慈善机构，或者说专业的中
介机构的作用开始下降了，个体
的积极性、非专业的组织在慈善
领域中的作用，还有基础设施变
化， 比如说移动互联的出现，都
在深刻的改变着慈善的生态系
统。

产生这一变化主要是两个
力量，一个是制度变化，一个是
社会结构的变化。“我觉得最主
要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后
工业社会出现，随着收入水平的
提高， 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三产业成为了一个最主要的
就业部门，大量的白领、中产阶
级开始出现，这样的社会阶层结
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它带来的
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康晓光表
示。

这些导致了高级需求的产
生。 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当社
会越来越富裕，社会结构越来越
升级，白领和中产阶级的比重影
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对整个
社会的价值观的构成、社会的自
主行动能力的影响、行动方式的
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现在一大批中产、白领的出
现，这些人在公益领域中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大。 所以十年前、二
十年前不能接受的现象现在都

变成了公益的对象。 不仅仅是穷
孩子受到关注，富二代也受到了
关注； 不仅仅是人受到了关注，
流浪猫、 流浪狗也受到了关注；
同性恋等问题也受到了关注，这
些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越是低级的需求，同质性也
越强， 公益项目也都是稳定的、
刚性的、大规模的、持续的。 越是
高级的需求差异性越强，个性化
越突出。 所以今天满足这样一些
需求的项目往往弹性非常大，更
加小众化、个性化、多样化。

技术的变化同样带来巨大
的变化， 尤其是互联网的影响，
它最重要的就是把人和人、人和
事、人和物之间联系起来，使组
织和发生集体活动的成本大幅
度下降。

“过去可能我们要发起一场
募捐、组织一场捐助，必须依赖
强有力的组织才能实现，今天借
助互联网、借助于软件，一个个
人或者一个组织就可以发起这
个活动，互联网把成本大幅度降
低了，所以互联网对慈善影响非
常大。 ”康晓光强调。

三种慈善形态叠加， 超慈
善时代来临

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慈善
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在中
国却同时出现了。

康晓光认为，中国的现代公
益也只有 40 多年的历史。 这 40
多年，传统前现代的慈善开始逐
渐复活；最迅猛的发展的是现代
慈善；但最近几年后现代慈善崛
起，一些不专业的个人、企业、事
业单位、虚拟组织开始进入这个
领域，并且呼风唤雨，发挥非常
大的作用。

康晓光认为，造成这样一种
现象， 实际上是既有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 家族观念变化的结
果， 也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结
果。

“当三种慈善形态叠加在一
起的时候，我觉得它形成了一种
新的东西，我给它起的名字叫超
慈善。 ”康晓光表示。

康晓光认为，当前三种慈善
形态都处于发展之中，是齐头并
进的状态。 现代慈善还没有成
熟， 前现代慈善处于恢复之中；
不成熟的老模式在发展的同时
还要适应新的环境；超慈善异军
突起，与老模式争锋，同时也在
有力地改造老模式；呈现出重叠
发展、叠加创新的局面。

面对这一情况， 康晓光表
示：“慈善不是少数人、某些组织
的事情， 要有更广阔的视野，要
有更宽广的心胸，只有这样才能
把握住这个时代，跟得上这个时
代。 ”

（整理自现场演讲记录）

� � 作为慈善组织，重大资产变动
不向社会公开，不行；没有公开的
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不
行；以新闻发布、广告推广等形式
代替信息公开，不行；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却不公布领取薪酬最高的
人员职务和金额，不行……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民政部
出台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
法》开始施行。 办法规定，慈善组
织公开募捐、重大资产变动及投
资、重大交换交易及资金往来等
情况，要向社会公开。 这是民政
部门完善慈善组织管理、加强慈
善捐助失信问题治理推出的一

项有力举措。
慈善事业，“信” 字当头，开

展慈善捐助活动，更是要处处守
信，以信任来呵护这项事业行稳
致远。 今年以来，为提升慈善捐
助领域的诚信水平，加大失信问
题治理力度，民政部门采取了一
系列举措。

2018 年初，民政部与国家发
改委等 40 个部门联合签署《关
于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
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的合作备忘录》， 建立了慈善
捐赠领域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明确了列入慈善领域黑名单的 5

种情形， 列明了 24 条由不同部
门牵头实施的惩戒措施，给慈善
捐赠活动作出了正面引导，也给
潜在的失信行为和责任人形成
了有力震慑。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开展慈善捐助
失信问题专项治理时，将对照备
忘录中列入黑名单的情形，对由
民政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慈善组织、慈
善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进行统计和梳理，
一经发现，坚决列入。

同时，配合人民法院将在慈

善捐赠相关活动中被人民法院
依法判定承担责任的捐赠人、受
益人，配合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
的假借慈善名义或假冒慈善组
织骗取财产的自然人、法人列入
黑名单。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早
在 2017 年 12 月就开始公开征求
意见，2018年 8月正式对外公布。
据悉， 为了使这些慈善组织的信
息在民政部门统一的信息平台公
布， 民政部已经建立了部级统一
信息平台“慈善中国”网站，为信
息公开工作提供落地支撑。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 此次专

项治理民政部门将突出三项监
管和惩治重点：一是不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开展公
开募捐的，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
欺骗、 诱导募捐对象事实捐赠
的；二是慈善组织违法违规使用
善款的；三是网络募捐中违法失
信的。

上述负责人表示，民政部门
将通过畅通举报渠道，加大惩处
力度，对上述几类慈善失信行为
及时发现，严厉打击。 对于诈捐、
骗捐， 冒用慈善名义募集捐款
的，一经发现，移交公安机关依
法处理。 （据新华社）

让慈善捐助始终“信”字当头
民政部门多措并举加强慈善捐助失信问题专项治理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