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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公益慈善组织
的影响

一、组织的定位。 以往面对水
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时，公益慈善
组织可以利用自己的既有经验和
资源快速开展救援活动； 但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 很多公益慈善组
织却普遍存在一种无力感。 毕竟
很多公益慈善组织的业务并不涉
及传染病领域， 相关的公益慈善
组织网络体系也不发达。 从一定
意义上讲，存在无力感是好事，可
以促使公益慈善组织更好地恪守
自己的定位， 也会促进一些公共
卫生领域的公益慈善组织因相关
社会需求而生长、发育起来。

二、组织的生存空间。 近年来
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公

益慈善组织的生存空间一定程度
上被进一步压缩， 疫情甚至可能
强化这种被压缩的态势。 疫情也
不同于传统的危机， 往往靠隔离
和疏离来降低传播的可能性，而
公益慈善组织最熟悉和惯常的做
法是组织和动员、参与，于是在制
度变革和路径依赖的双重压力
下， 公益慈善组织的生存空间会
有所压缩， 需要公益慈善组织自
觉作出调适， 在总体性社会的大
背景下寻找自己的空间。

三、资源受限。 社会生活在
逐渐正常化，社会经济也在逐步
恢复中。 对于许多企业来讲生存
是一个大问题。 公益慈善组织作
为散财组织 ， 其发展依赖于企
业、政府和社会的支持。 在经济
进入双循环和新常态的环境下，
企业和政府进入到公益慈善组

织的资金会不会减少，还需要进
一步观察，但公益慈善组织自觉
应对这个涨落的周期，可能是曲
突徙薪之举。

公益慈善组织
如何应对挑战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外 ，中国
整体的社会变迁一直在延续。 中
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和人一样，我
们熟悉的城市单位体制和乡村
的生产队 、小农世界 ，对于高度
自组织的现代城市体系并不适
应，对于完成精准扶贫迈向乡村
振兴的农村也缺少亲和感。 如何
在城市社区扎根，如何在生产和
生活方式出现大变革的现代乡
村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生根发
芽，是当下中国公益慈善组织面
临的大问题。

公益慈善组织面临的挑战
是互相交织的。 对于公益慈善组
织来讲，自然的灾害和危机从来
不是影响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危机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调整，以及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
社会变迁，可能才是根本性的影
响因素。 面对复杂的局面，公益
慈善组织只有更进一步分化和
调整，才能有效维护和拓展自己
的生存空间。 具体来讲，下面几

个方面也许可以先行一步。
一、进一步分化 。 分布于不

同领域的公益慈善组织，需要在
社会发展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
间，但组织的同态复制和高度趋
同化也是发展的基本态势。 近年
来公益慈善组织根据社会需要
和政策变动不断地在调整自己
的方向。 如根据中国文化的复兴
和“一带一路”倡议，不同的公益
慈善组织推出了传统文化项目
和走出去的项目。

现在需要根据中国社会发
展的趋向更进一步分化，实现公
益慈善组织的能力专业化，形成
核心竞争力。 随着政府在教育和
贫困治理领域的投入增加，公益
慈善组织也需要将项目扩展到
社会其他领域，发现新问题并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式，为公共政策
的改进提供先导性探索。

同时从关注社会问题的解
决，转向关注特定人群的生存状
态， 提升特定人群生存能力，解
决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素质不
匹配的落差问题。

二、抱团取暖。 由于现行公
益慈善组织管理制度的局限性，
我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往往碎片
化存在，既不利于公益慈善组织
开展项目，也不利于公益慈善组
织协同应对危机。 近年来公益慈

善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也与缺
乏组织网络体系，没有形成行业
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行业约束力
有关。

因此，亟待建立公益慈善组
织网络体系， 形成行动合力，以
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
力提升的需要。 目前虽然基金会
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协同体系，
科技类公益慈善组织也在进行
类似努力，但仍然需要更多的协
同体系，比如区域性、行业性、支
持性组织， 受助对象之间的、公
益慈善组织与志愿者之间的。 这
些网络体系，不仅可以提升组织
的行动能力，降低信息和人力成
本，扩展社会行动半径和社会行
动空间，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
解社会一体化与行政区隔之间
的矛盾，提升社会的整体治理水
平，对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也有
意义 。 同时 ，一个生长的 、扩展
的 、有行动能力的社会 ，对中国
发展有别样的意义。

三、社区农村是重点 。 提升
社区发展水平， 促进乡村振兴 ，
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
发展的重点。 在社区发展中做出
特色， 为乡村振兴寻找模式，既
可以有效推进公共政策的落实，
也可以为人的发展创造环境。

（据《善城》杂志）

疫情反思，公益慈善组织如何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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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英国 BBC 报道了一则
黑客公司捐款“做慈善”的新闻，
让公益慈善界乃至社会人士颇感
新奇。这则新闻透露，10 月 13 日，
专 业 勒 索 公 司———黑 客 团 队
（Darkside）在其官网上宣称，将把
大公司支付的部分赎金用于慈善
事业。据说，当天他们捐了 0.88 个
比特币和 1 万美元， 这两笔捐款
分别捐给国际儿童组织（Children
International） 和改善撒哈拉以南
地区水质的慈善组织 “水项目”。
据报道， 这家刚成立两个月的专
业技术勒索公司，“黑” 得十分专
业，攻击了多家大公司的网络，靠
“绑架”数据，估计已经收到了上
千万美元的赎金。

新闻之新 ， 贵在新奇 。 据
BBC 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网
络勒索团伙为公益捐款。 因此，
此事一出，一众专家开始“研究”
其捐款的动机。 有的认为，是出
点小钱，换个内心平安；有的说，
是为做宣传 ，树立其品牌 ，借机
扬名立万 ；有的则认为 ，这是一
种盗亦有道的现代版本……阳
光底下无新事。 打着盗亦有道、
劫富济贫 、 替天行道幌子的土
匪，亦曾经或多或少做过此类之
事。 他们试图用“拔一毛利天下”
的方式，为自己的行为披上道义
外衣，当然是笔不错的买卖。

举一反三，慈善组织该不该
要这种不义之财呢？ 为恶者的行
善算不算慈善？ 我们该如何对待
这种行为？

国际上，慈善组织尤其是知名
慈善机构一般不会接受不义之财，
尤其是违法所得。 此次事件中，国
际儿童组织率先表示，拒收黑客组
织的捐赠。我国《慈善法》第三十六
条对此也有明确规定：“捐赠人捐
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
法财产。捐赠财产包括货币、实物、
房屋、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
有形和无形财产。捐赠人捐赠的实
物应当具有使用价值， 符合安全、
卫生、环保等标准。 捐赠人捐赠本
企业产品的，应当依法承担产品质
量责任和义务。 ”

办慈善要有资金支持，这是一
个基本的常识。爱心没有物质财富
（包括人力）支撑，慈善就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就是“爱的呓语”。 但
是，作为行善的必要条件，这个财
富必须合法、干净。 国内外的一些
慈善机构，也对捐款有着明确的要
求。 在慈善法中，甚至对烟草类企
业的捐赠， 都做了严格的限定，如
不得通过捐赠宣传其烟草产品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 慈善行业要有良好的公
信力，“合法财产”是一条不可逾
越的底线。 有的慈善组织认为，

钱无 “好坏”， 只要有人捐款就
行，认为“善款不问出处”是现代
慈善基本理念之一 ，是鼓励 “放
下屠刀立地成佛”。 殊不知，这实
际上是严重的误读。 所谓的“放
下屠刀”， 并非只是将刀放下那
么简单，而是形容下最大的决心
去忏悔 、洗心革面 ，突出的是改
过迁善。 前提是不再为恶，而不
是一边作恶一边搞“慈善秀”。 而
“不问出处”，则是倡导尊重捐赠
人的隐私，而非宽容违法者。

鼓励人心向善是慈善应有
之义，我们当然要给犯错者改正
的机会， 但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现代慈善进入法治化时代，捐赠
财产的合法性是慈善正义的基
本前提 。 慈善不能成为不法商
人 、 贪官污吏等违法者迷惑公
众、继续为恶的幌子。 如黑客组
织假借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方
式，拿出敲诈收入的“九牛一毛”
进行捐赠，并以此树立其品牌和
形象，实在不能鼓励和纵容。

除了违法所得， 很多非营利
组织还会拒收那些不符合自身价
值观和道德规范的捐赠。 一些机
构会公开列明不接收捐赠的清
单，如军火商、污染企业、烟草企
业或与自身使命冲突的企业的捐
赠。 国际奥委会明文规定：经营枪
支、 烟草和烈性酒的商家不能成

为奥运会赞助商。 宁愿拒收与自
己宗旨不相符的捐款， 也要坚守
自己的使命， 这不但有助于维护
整个行业的声誉， 增强行业的公
信力，也有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

可能有人会说“行善不问动
机”，在特定时期，这句话有其实
用性，对慈善规模的扩大发挥了
作用。 做慈善，不能唯动机论，把
所有慈善行为道德化。 但是，动
机（即行善的发动机）与使命、目
标紧密相关，从慈善事业发展的
长远来看，综合考量动机、目标、
手段 、效果 ，是评价慈善行为是
否正当、有效的必然途径。 当前，
我国慈善行业日益注重行善的
技能与方法， 偏重手段和效果，
但缺乏慈善伦理体系的支撑，可
谓善术日隆，善道衰微。

只有善心与仁术完美结合 ，
慈善才能成为真正的义举， 才能
在扶贫济困、改善人类困境、施行
教化方面，发挥真正的作用。 行正
方能致远。 对于慈善行业而言，不
忘良知，坚守良行，才能健康持续
发展。 慈善人，其实不能过于看重
慈善的外在规模， 而忽视其内在

价值， 忽视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影
响，忽视对世道人心的感化。 对于
一个扎根社会，与人心、风气息息
相关的行业， 对行业发展状况的
规模判断， 并不能取代对行业发
展品质的价值判断。 慈善是社会
生活的局部，其核心在于仁爱，是
借助外物改善人之生活困境的义
举，助人自助，造就的是“新人 ”，
改善人的精神状态是其根本目
的。 因此， 做慈善是一门为仁之
道、成人之术。 中国传统社会把慈
善家称为“大善人”，把捐钱救人
称为“义举”，就是这个道理。 概括
为一句话就是，爱心之人，用干净
钱，办良心事，造就新的善人。 这
是一个完整的行为链条。 欲达此
目的，慈善的每个环节，都要经得
起法律的检验、人心的称量，即合
乎法律、合乎道义。

慈善关乎财富，更关乎人心、
人性乃至社会教化， 向善是慈善
的核心理念，或言终极价值。 避免
为恶、助恶，这是最基本的底线。
而只有做到善款、 善用、 促人向
善，慈善行业才能赢得社会尊重，
才能赢得更广阔的未来。

黑客变“侠客”？
———谈慈善捐赠的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