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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光：慈善文化是慈善的成因与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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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20 日， 由中国
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北京光华设
计发展基金会和东西元素共同
主办的中国公益产品论坛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近几年，随着公益事业的迅
速发展，公益项目及捐赠的物品
越来越多，特定人群的温饱已经
基本得到满足，但他们的生活还
存在很多问题。 所有的商场、电
商充斥着为满足城市生活需求
的产品，这些特定人群需要的经

济实用的日用产品市场上却很
少。

公益产品就是为解决特定
人群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而设计、
研发、制造的产品。 主办方表示，
本次中国公益产品论坛的举办
就是为了定义和推动公益产品
的理念，讨论如何以产品的形式
更好地解决特定人群的生活问
题。

来自公益和设计两个行业
的代表在论坛上以 TED 主题演

讲的形式，从学术研究、行业发
展、实际操作等多个角度，以公
益产品为主线，阐述了各自心中
公益产品的发展与未来。

壹基金儿童发展与关怀部
主任王凯以壹基金救灾帐篷和
壹乐园音乐教室的研发为例，强
调指出公益产品设计一定要认
清究竟是为了谁的需求。

论坛现场展示的“心灯”则
显示了公益产品设计的必要性。

“心灯”是一款“太阳能 LED 灯”。
设计团队在实地考察了解了大
凉山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后， 设计实现了具备可拆卸、易
携带、照度护眼、防水防摔、材质
安全等特点的这款灯，白天八小
时太阳能充电能保证夜间三小
时照明，满足了偏远缺电、无电
地区孩子们的需求。

如果创新是公益事业发展
的基因，那么现在公益产品的发
展将作为又一个创新命题摆在
公益行业面前。 主办方表示，期
待更多人加入公益产品设计的
行列。 （王勇）

公益产品如何改变世界

中国公益产品论坛在京举办

2018 年 1 月 19 日， 敦和慈
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越光做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第 58 期京师公益讲
堂，以《慈善文化的定义与结构
层次》为主题，从慈善历史、慈善
方法、伦理哲学等层面，阐述慈
善文化的内容和结构，解读传统
的慈善文化与现代慈善事业的
发展，以及慈善文化所要面对的
问题与解决之道。

何为慈善文化？

常见的对“慈善”一词，其原
意是从爱上帝的概念出发。“你
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的左手知
道你的右手做了什么？ 你暗地里
做的，在明里会加倍还给你。 ”陈
越光认为，“从这个概念来看，慈
善是隐蔽化的。 ”

17 世纪后， 弗朗西斯·培根
为“慈善”一词做出了另外的解
释，更多是从人道出发，从爱人
类的思维出发，其走向是人和人
之间的沟通和帮助。 从此，慈善
趋于公开化和大众化。

在我国的《四库全书》里面，
一直到《清史稿》才出现 4 次“公
益”一词，其中只有 2 次是代表
公共利益的。

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
记载“公益”一词的最早出现约
为公元八世纪，其中，首先要判
定这件事情和整个社会利益的
关系，其次判定如何考虑对地方
社团有利，最后才考虑如何对个
人有利等三种方式。

在京师公益讲堂上，陈越光

找出了东西方在不同时代对于
公益慈善的认识。

如果把这些概念都串联起
来，定义慈善文化，其中要考虑
的衡量点显然有很多。 而《慈善
文化概论》 一书有这样一个定
义———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内
部动力的促生阅历。

陈越光对此表达了异议，认
为这样谈慈善文化只涉足了阅
历的问题，还有行动和社会行为
需要纳入其中。 陈越光为慈善文
化给出了一个自己的定义，他认
为慈善文化其实是慈善的成因
与展现。

陈越光认为，慈善文化的成
因是忘了清晰的边界，而人除了
本质属性以外，还有非本质的属
性。 人类有大量的动物属性，体
现人之为人的部分是人的本质，
体现人之为动物的部分不一定
是人的本质，这是慈善文化的一
个定义。

慈善文化的三个层面

早前，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
教授就开展了有关慈善文化的
研究， 并将其分为三个层面，表
层、里层和中间层。 他认为，表层
是物资层面，就是捐助者和捐助
者的物资以及受捐者和受捐者
的需求； 里层就是意识层次，思
想、理念、价值观，这是核心是决
定慈善文化存在发展的最重要
的一个层次；中间层是夹在表层
和里层间， 是心物结合的层次，
这个层次是慈善的理念和行为
的结合，用组织和制度的形式制

定下来成为规范。 如《慈善法》等
相关法规，这个层次基本是总层
次。

陈越光觉得周秋光教授三
个层次分析较好，但对表层的理
解有不同意见。 陈越光反问：“一
个行善者和他的意愿放在里层，
人却放在外层， 这是主体分离。
另外， 地震灾区倒塌的房屋、被
污染的水源是否属于慈善文
化？ ”

陈越光觉得这都不属于慈
善文化， 那些被救治的房屋，倒
塌的时候并不属于慈善文化，只
是一种社会灾难现象，只有当慈
善行动者进去之后，被此函里层

的光所照亮的时候才属于慈善
文化层面。

跨文化语境下的
中国文化活动

“我们怎样从儒家的‘仁’来
看与慈善的关系？ ”陈越光发问
道。

陈越光觉得，可以分为三个
要点来阐述。

第一，从“仁”出发。 孔子说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
人”，这意味着标准在于你自己，
不是讲多讲少，这跟现在的慈善
观点很一致。

第二，可欲性，没什么外在
条件。 不是说你做仁者要外在有
什么样的条件， 有什么样的地
位，而在于是否有慈善之心。

第三个，同体性、平等性，无
分人我。 孔子以后将“己欲立”和
“使人立”作为两个互为条件。 这
正像今天的公益，社会是一个公
益互助的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
处在一个被社会帮助的环境之
中，这是一个共享的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慈
善文化在这三层结构来看，内
层结构可以自己做圆。 ”陈越光
说。

（张明敏）

近日， 北京沃启公益基金
会举办“中国公益知识库及留
守儿童导航研究成果发布研讨
会”，发布“公益知识库”和“留
守儿童公益导航研究” 两项成
果，并就“知识生产如何助力有
效公益”的议题进行了讨论。

据了解， 中国公益知识库
于 2015 年在浙江敦和慈善基
金会和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提
供创始资金的支持下发起并创
建， 其目的是为了回应行业信
息资料目前不健全、不系统，处
于分散、碎片化的状态，不利于
资助方、研究者、从业人员、政
府部门、 公众等使用的现实需
要。 目前，该平台已收录文章、
资料 11200 份， 入驻机构和项
目 3623 家/份， 并开发了延伸
产品《大病救助名录》。

留守儿童公益导航研究的
成果则包括《中国农村留守儿
童研究报告》《留守儿童需求辨
析》《留守儿童需求解决方案》、
《留守儿童政策与资源》在内的
一份报告和三份手册。 其中，三

份手册用数字阐述了留守儿童
需求 5 大维度的 15 项需求、22
个解决方案、81 个项目名录、70
项留守儿童政策以及 4 类资助
资源。 据沃启基金会顾问刘海
英博士介绍， 导航研究只是公
益导航链条当中前端的基础性
工作部分， 导航希望通过问题
的辨析来挖掘真实的需求，通
过研究找到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形成政策倡导、资源引导和
公众影响， 引导更多的资源方
了解和支持在地组织， 从而推
动留守儿童需求的满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研究员、 北京农禾之家理
事长杨团肯定了这个研究的学
术价值和需要进一步完善之
处。 她说，留守儿童问题涉及面
广、部门多，同时还涉及乡村的
基层组织和乡村的基层治理环
节，真正的倡导是需要过程、需
要时间的， 同时提出了留守儿
童问题的解决应该从家庭政策
的角度来推动整个政策的改
变。 （高文兴）

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发布两项
公益产品

心灯项目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