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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焦自伟：

宗教慈善创新———鼓励与规范并行
■ 本报记者 艾已晴

� � 日前，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
法规司巡视员副司长焦自伟出
现在由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主办的京师公益讲堂上，他从政
策和人文角度阐述了对于当下
宗教和慈善相结合、开拓宗教慈
善新方式的新理念。

宗教是一种包含符号、信
仰、叙事体故事等多种表现方式
的文化载体，在修行者生命体验
过程中，通过祈祷、仪轨、冥思、
音乐等形式修葺的宗教实践一
直和慈善的理念密不可分。 据不
完全统计，我国现有各种宗教信
徒一亿多人，经批准开放的宗教
活动场所近 13.9 万处，宗教教职
人员 36 万余人， 宗教团体 5500
多个。 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
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 100 余所。

如此庞大的宗教群体，蕴藏
的慈善能量必定惊人。 2012 年 2
月，由国家宗教事务局、民政部、
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
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
慈善活动的意见》,为宗教界开展
公益慈善活动提供政策指导，这
是我国宗教慈善领域相关政策
的标志性文件。

宗教以其笃定持衡、淡薄名
利的内涵引人向善，在社会经济
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宗教和慈
善的关系似乎又常常缺乏开诚
布公的关联，边界模糊的状态让
人无所适从。

政策开启“正面引导”力量

由于历史原因，宗教慈善一
直不占社会主流，因为没有足够
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支撑，从政府
管理角度来说没有投以太多关
注，这曾是宗教慈善面临的一大
困境。

2011 年 1 月 27 号， 国家宗
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焦
自伟通过各方面努力， 将民政
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主管这个
方面的官员一起请到了北京龙
泉寺的仁爱基金会，请他们现场
分角色考察体验这个基金会的
慈善项目并观看纪录片，分发衣
物、救灾、助学、心理咨询、亲情
热线等体验行动深深打动了他
们。

“就像一群人在沙漠里走，
大家都口渴了， 一人分一瓶水，

但是宗教不是要求多喝一瓶水，
只是要分到可以给我们的第一
瓶水就可以。 我们要迈出第一
步。 ”焦自伟这样说道。

于是，《关于鼓励和规范宗
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
（国宗发〔2012〕6 号文应运而生。
事实上，慈善鼓励社会各界从事
公益慈善事业是我们党和政府
的明确政策，其中并没有禁止宗
教界参与慈善，但在操作过程中
由于大家对宗教比较陌生，对宗
教界保持了过分的敏感，这是一
种极大的误读。

发端于台湾地区的慈济基
金会用自身经验印证着宗教与
慈善结合的力量。 从证严法师创
办慈济至今，其事业已经涉及医
疗、教育、赈灾、环保等多个领
域，拥有近 200 万名志工分布于
世界上的 70 多个国家， 他们共
同将台湾花莲的静思精舍视作
自己的心灵故乡。 但要论慈济在
内地的知名度还要追溯到 1997
年，慈济跨海为大陆提供的第一
例骨髓捐献，当时引发了舆论高
度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
院长王振耀说：“心灵抚慰方面，
佛教甚为精妙，但也需要学习台
湾经验，以更为系统化、更为鲜
明的教导方式向社会开放。 应该
正视大陆佛教慈善与台湾的差
距，以慈济为代表，台湾佛教经
历了多年探索，已经基本完成了
现代慈善转型。 今天，大陆慈善
应该学习慈济将佛教和养老服
务、儿童照料、残障人士服务等
社会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建立
多个专案， 展开高品质的服务，
彰显佛教慈善解决社会问题的
能力。 ”

面临的挑战

焦自伟认为， 宗教慈善是
目前最温暖的慈善方式之一。
宗教慈善追求精准的帮扶、无
私的给予、真情的传递、人心的
凝聚，因此具备更高的“温暖价
值”。 从宗教慈善入手，更能增强
民间的互动。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种温暖的慈善形式同样
面临很多的挑战，刨除历史
和环境等外在因素，就宗教
慈善自身来看，也有很多问
题需要注意。 ” 焦自伟说。

“某些宗教慈善目的不纯是
第一大挑战。 ”

宗教慈善组织和宗教团体
做慈善事业的时候不乏另有所
图者，所掺杂的原因也带有复杂
的个人色彩。“他们如果不是完
善自己， 完善自己与宗教的关
系，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或其他目的，就有可能把慈善作
为手段，把传教作为目的，更有
甚者打着宗教慈善旗号危害国
家主权和社会安全，这样的行为
是我们所禁止的。 但是目前人们
还不能在短时间内轻而易举地
发现这些动机不纯的‘宗教慈善
家’。 ”焦自伟如是说。

再次，宗教慈善的源动力从
何而来问题也是一个很大挑战。

一时冲动捐一些钱容易，但
是变成了日常的行为，变成常态
化，乃至全职从事公益慈善行业
就比较难，宗教慈善同样面临这
样的挑战。 加上某些宗教对于为
什么要做慈善的动机追问方面
的教义、 教规设置得并不完整，
从理论和心灵指导上就没有做
好功课，因此宗教慈善活动一定
是步履维艰的。

焦自伟认为宗教慈善还有
一个非常棘手但短期内不会立
即化解的挑战， 那就是香客太

多、信众不足的问题。“香客等于
和神签了一个合同，做了一个交
易。 香客是哪儿的名气大去哪
里， 电视剧演哪里就去哪里，去
了以后有方丈不找监院，有监院
不找知客，现在佛教的乱象和中
国的香客多有关系， 他没有心
情，没有能力，没有机会去分辨
对方是什么僧人， 是什么庙，到
底是一个骗钱的场所还是宗教
场所，他们分不清楚，也没有能
力去区分，这就给一些老百姓深
恶痛绝的寺庙敛财现象提供了
最主要的土壤。 ”

均衡式创新

河北沧州水月寺主持延参
法师凭着被猴子闹场的网络视
频走红大江南北， 究其深层原
因，他是用活泼幽默的方式，通
过现代化的网络信息传播，迎
合了当下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
口味。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已成为
各个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
素， 现代宗教的传播也是如此。
“信息化使宗教开始走出传统藩
篱，但同时传统的宗教内涵也支
撑着宗教在纷乱信息时代保持
清醒，扎实宗教的延续性。 因此
决不能厚此薄彼地非均衡式发
展。 ”焦自伟说。

社会养老和贫困山村儿童
的教育问题是当下社会中较为
突出、公益慈善力量介入较多的
两个社会问题，而这类问题借助
宗教慈善的力量也是一种有效
的解决之道。

前不久，中国佛教圣地五台

山知名寺院五爷庙（万佛阁）住
持常青号召和尚尼姑集体捐资
数千万人民币为五台山常青中
小学校奠基，义举得到了很多人
的赞赏。 另如福建沙县显密吉祥
寺走出了一条社会化养老的慈
善模式，凡是县内有佛教信仰的
孤寡老人自愿体检合格即可入
住，并由其监护人与养老院签订
供养协议。 该养老院采取寺庙护
法(信众)捐助供养、护法义工长
期护理照料、 入住老人互帮互
助、 按常住僧尼日常管理的方
式， 各项管理组织和制度健全，
管理组成员分工明确、 职责到
位、按民主管理程序办事，为老
人提供安详、清净、可思的晚年
生活环境。

这些都是宗教慈善现代化
的表现。

“宗教慈善在传播以及实
践的手段上、形式上、工具上、
方式上等等都要和当代社会接
轨， 都要能够用最先进最现代
的方式去做。 宗教不是洪水猛
兽， 我们没有必要从心理上惧
怕它，但它也不是青春少年，是
很复杂的，也需要规范。 ”焦自
伟如是说。

他认为，政府从政策方面入
手，出台法规，是希望旗帜鲜明
地鼓励宗教界参与慈善活动，让
读到这个文件的相关政府部门
工作人员都能明确地感受到中
央的态度，同时也让宗教界人士
安心。 鼓励的同时必须有规范，
这两种态度缺一不可，起到均衡
的作用。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张宏
如说：“在台湾地区，行政机关在
制度上提供非营利组织一个优
越的发展平台，同时佛教团体更
是努力地推广人间佛教的核心
理念，深刻地落实布施的内在意
涵于布施实践行为当中，造就了
台湾在保留传统文化、落实宗教
精神、认同心灵净化等方面的卓
越绩效。 ”

因此，中央政策开启“正面
引导”宗教慈善创新之路，其实
包含了度的把控： 心态是开放
的，规则是必要的，底线是具备
的，方式是多元的。

当庙宇不再只是一个旅游
景点，当宗教人士都参与到社会
慈善生活中来，信仰就有了可依
循的，实际而可观的价值。

莆田市宗教慈善协会为留守儿童过六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