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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场大火吞没了建
于中世纪时期的大教堂巴黎圣
母院———法兰西最著名的标志
性建筑。 此后，法国总统埃马纽
埃尔·马克龙呼吁大家为重建圣
母院募捐，法国的亿万富翁和大
企业很快做出了回应。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地将慈
善与一些“行业”概念相连：亿万
富翁 、美元 、基础结构 、人力资
源、战略、目标、最佳案例、评估、
影响力……慈善越来越多地成
为了精英们的话题，不论是在巴
黎、达沃斯、纽约，还是在圣保罗
或新德里。

人们观望 “主流力量 ”———
政府、全球企业、亿万富翁、基金
会、国际机构———采取什么样的
措施来面对全球的复杂挑战。 在
慈善“金字塔”的顶端，不少已做
的承诺认为 ， 尽管世界饱受严
疾，但如果遵从一定的路径并且
按照一定的方式投资，我们将会
实现均富。 在金字塔的底部，人
们为生存而挣扎的同时，还发起
了一些共同的社群倡议，以面对
困境和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 一

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他（她）眼
中的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
会完全不同。

巴黎圣母院的这场大火、法
国富翁们的迅速反应以及他们
倡议所发生的争论，就很清晰地
反映出对慈善作用的不同观点。
一些人认为，这部分法国精英承
诺拨款重建西方文明最知名的
地标建筑，是一项慷慨的举动。

然而 ， 别看这场亿万富翁
“电视马拉松” 的参与者们很热
心地把他们的名字列入巴黎圣
母院重建计划，他们可并不是一
向都以这样的速度上缴他们应
纳的税款。 由跨国公司、企业基
金会和百万富翁所承诺的捐赠，
将使企业和个人分别减免 60%和
66%的税赋， 而且这些捐赠有可
能很多年内才完成。 实际上，这
些捐赠的很大一部分都会以减
税的形式退还给他们，于是匿名
的纳税人将最终为这些已宣布
的捐赠提供一大部分资金，亿万
富翁和跨国公司则因慷慨解囊
成为资助教堂重建和减轻国家
负担的“功臣”。 这是一场针对金

钱、首要关心问题和傲慢态度的
讨论，同时也是一场有关慷慨和
捐赠的讨论。 与他们所积累的财
富相比，法国富人所捐赠的金额
简直是九牛一毛。

所以，我们需要明确 。 在众
多情况下，富人和跨国公司通过
捐赠可以减少他们的税赋 ，可
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名誉 ， 可以
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 可以依
照他们的愿景来塑造世界 ，或
者仅仅是为他们自身或他们的
公司开发新业务 。 难道他们不
是在试图 “买 ”来对缴税的纵容
吗 ？ 难道巴黎圣母院的这场大
火最终没有成为法国亿万富翁
廉价购买 “救赎 ”的一次绝佳机
会吗？ 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能将
其称为慈善吗？

但即便如此，法兰西的财富
精英们看起来还要比他们在其
他国家的同僚们要讨人欢喜得
多。 里约热内卢的国家博物馆是
巴西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历史和
科学博物馆，并且是拉丁美洲最
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去年也
毁于大火。 它所收藏的 2000 万
册档案经证实大部分都被毁掉
了。 在大火后 7 个月，它只筹集
到 0.034%的重建资金———巴黎
圣母院在大火后 24 小时内所筹
集到的重建捐款与之相比要高
出太多！

当然，巴黎圣母院的大火所
引起的关注远大于智利阿里卡
地区妇女难以获得体面工作能
引起的关注，也超过人们对乌拉
圭阿蒂加斯的儿童得不到书本

的关心，又或是厄瓜多尔瓜亚基
尔地区非洲妇女被歧视的问题，
危地马拉的青少年性和生殖健
康的缺乏，以及尼加拉瓜引起妇
女死亡的流行病。

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在上个
月与 20 多位“被无视的 ”拉丁美
洲妇女展开长时间的对话，这是
对全球社区基金最近所支持的
“慈善奖”的评审过程的一部分。
这些妇女，没有或少有慈善的知
识 ，却每天都在从事 “对人类的
爱”（编者注：英文“慈善”一词的
原意 ） 这一事业的一个重要侧
面 ：慷慨 ，为她们的社区提供和
创造新的机会。 听到这些女性的
故事，实在令人感动。

举例来说，玻利维亚高地的
一位老师———露辛达 ，她改革了
学校的课程，将性别观念与环境
教育结合起来，以保护的的喀喀
湖，使得当地的农民能够过上体
面、多产的生活。 也正是这样的
慷慨驱使尼加拉瓜的菲丽琪塔
培训、配备设施并领导了一个由
80 名“社区护卫者”组成的团队，
创建了一个基于手机的沟通平
台，在她所生活的农村地区与杀
害、虐待女童的行为做斗争。

墨西哥的奥瑞安娜面临同
样的情况，她建立了名为“平衡”
（Balance）的和玛利亚基金（Fon鄄
do Maria）， 为那些需要做流产
的年轻女子提供法律和医学支
援 ， 并且组织一些舞蹈聚会和
演出 ，作为募集资金的途径 ；在
墨西哥拉米提卡 ， 有位叫贝伦
的女孩 ， 她利用祖传的蘑菇培

育知识为妇女带来收入 ， 让她
们建立自尊 ， 并发展旅游使当
地的社区获得收益 ； 墨西哥城
的萨斯基亚则为那些入狱的妇
女和她们的孩子提供重修自我
的第二次机会。

为什么这些女性如此程度
地付出和用心，不惜贡献自己的
家园 ， 在乌拉圭建设一个图书
馆，或者在危地马拉建成一个学
校，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阻止女
孩子们在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
被贩卖？ 被采访的 23 个女性有
着同样的答案，她们这样做是为
了改变社会的体系，在这样的过
程中 ， 提高所在社区的生活条
件。 为了做到这一切，她们调动
自己有限的资源，有时候冒着生
命的危险。

这些例子反映了所有年龄
的女性现在都成为了拉丁美洲
地区社区慈善的推动力量，也成
为了促成人民自主变革的推动
力量。 她们对小型事件干预上所
付出的承诺、勇气、坚持、适应能
力和策略 ， 而最终形成的大面
积影响 ， 与那些官僚所关心的
机构化慈善或者是亿万富翁们
的姿态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她
们 也 提 醒 了 这 个 领 域 的 实 践
者 ，在富有的个人和机构之外 ，
慷慨和给予在每一个社区每一
天都在发生 。 这样的事实不需
要等到巴黎圣母院的大火或者
其他的大灾难之后才会出现。 这
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与社会不公
平战斗的方式。
（据英国《联盟》杂志 张菁/译）

慈善是慷慨，并非花纳税人的钱“自我救赎”

弗洛伦西亚·
罗斯坦/文

阿根廷“她们：女性与慈善”机构创始人

从长期的社区治理实践来
看 ， 社区社会组织有着灵活性
强、扎根社区和服务及时便捷的
突出优势， 在化解社区矛盾 、增
强邻里关系 、激发社区活力 、扩
大居民参与 、推动社区自治 、引
领社区志愿服务 、 创新发展模
式和营造社区文化等方面都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 。 与此同时 ，社
区社会组织发展也面临着不少
挑战。

社区社会组织已有一定存
量，但登记注册类社区社会组织
数量还比较有限。 根据民政部相
关负责人在 2018 年全国社区社
会组织改革发展经验交流暨工
作推进会上的介绍，我国社区社
会组织数量已达 39.3 万个，由两
大部分构成，一是在民政部门依
法登记注册的社区社会组织 6.6
万个，二是由街道（乡镇）和社区
备案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 32.7
万个。 根据笔者对社区社会组织
发展的长期观察来看，还有一定
数量的社区社会组织尤其是草
根社区社会组织并未纳入数据
统计。 这就需要基层街道和社区
积极引导草根社区社会组织进

行备案并纳入基础数据库。
社区社会组织整体发展不

均衡，志愿公益性社区社会组织
和社区发展类社会组织相对较
少。 无论是登记注册类社区社会
组织还是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
一直存在类型不均衡的突出问
题，较多集中在生活服务和文体
娱乐方面，聚焦居民互助和社区
治理的社区社会组织数量相对
较少。 从服务对象来看，老年人、
残障人士、其他困难人士及儿童
少年等需求更强烈的群体是社
区社会组织服务的重点人群。 社
区社会组织在弥补社区治理和
民生服务不足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以服务为
平台增进了社区居民的互动和
联结。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已
有初步路径，但增量提质仍需潜
心探索。 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培
育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比如入
行引领、场地支持、资金投放、服
务聚焦和能力优化等，这就需要
社区社会组织枢纽平台的全面
支持。 依托专业性强的社区社会
组织 ，通过挖掘社区能人 、搭建

组织架构、规范组织制度和提升
组织能力等手段培育孵化备案
或草根社区社会组织是当前社
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主要路径。 其
中政府购买服务和社区小微项
目资助为主的项目化运作和管
理成为了主要手段，较为典型的
是北京市朝阳区的社区创享计
划和各地迅速兴起的社区微创
投大赛 。 以项目大赛为具体载
体，催生和培育了一批备案类或
草根的社区社会组织，比如安贞
街道 “金手指爱心坊 ”从自益互
益到志愿公益的组织转型和以
低龄老人助力社区特殊老人服
务的温暖转变。 这都是十分典型
的社区社会组织成长案例 。 当
然，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更需要
在保有初心的同时，不断扩大人
员规模 ，提升服务理念 、方式方
法和创新意识，实现组织的更好
发展。

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已成
为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和社区社
会组织体系的重要标配。 社区社
会组织需要自己的行业共同体
和娘家人，再加上政府推动社区
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一个综

合性强的枢纽平台，因此基层枢
纽型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且成
为连接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
织的重要桥梁。 如北京市相关部
门较早就提出了社会组织发展
的三级平台，其中第三级平台主
要指的便是街道社区社会组织
枢纽平台 ，东城区 、朝阳区等较
多区域均已全面建立起街道级
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社会组织
综合服务中心等组织实体，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较为典
型的有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社区
社会组织联合会、朝阳门社会组
织联合会和朝阳区大屯街道社
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等。

挑战与机遇并存是社区社

会组织发展面临的现实处境。 顶
层制度的设计出台提供了社区
社会组织发展的新机遇，但政策
实施的有效性还待深入观察。 从
全国来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
挑战大于机遇，尤其体现在基层
政府对其实际重视程度不够、资
金支持较少、服务场所受限等方
面。 就其自身而言，类型发展不
均衡、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规范
性程度较低、全职工作者和志愿
者力量不足、创新性显得不足和
中青年社区居民组织非常少等
突出问题。 这些突出问题都需要
在实践中积极调整和优化，让发
展环境更加充足，组织建设也更
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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