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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慈善无国界’这一观点很
流行，它适用于人们参与慈善活
动，却不能简单地适用于一国慈
善事业的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 、民盟中央副主席 、中国
慈善联合会副会长郑功成强调。

1 月 12 日， 第九届中国慈善
年会在京举行，“中国慈善事业是
否应该有别于他国慈善事业、中国
特色慈善事业应该如何实践、慈善
力量在 2020 年及以后要怎么做”
等内容成为年会热议的话题。

“一个国家的慈善事业发展
必定要符合所在国家的国家制度
与社会文化。 ”郑功成表示，“中国
的慈善事业必定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必定要服
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与发展， 这应当是中国慈善事
业有别于他国慈善事业的最主要
的区别， 也是促进中国慈善事业
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
条道路走下去，不断完善具有中
国特色的慈善制度、 慈善模式、
慈善文化和慈善理论。 ”民政部
党组成员 、副部长 、中国慈善联
合会会长唐承沛强调。

基于上述认识， 来自政府 、
高校 、慈善组织 、企业等不同领
域的代表从不同角度对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解读。

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

慈善活动是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
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公益活
动。 对个人来说，法无禁止则自
由，个人自愿参与慈善可以适用

“慈善无国界”的说法。 但是一项
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否如此呢？

郑功成认为，一个国家的慈善
事业发展必定要符合所在国家的
国家制度与社会文化。其中制度包
括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及具体的慈
善政策等， 社会文化包括社会氛
围、价值偏好、传统文化、宗教信仰
等。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两个方面并
增强适应性，慈善事业便很难发展
成为一项宏大的社会事业。

中国的慈善事业必须植根
自己的国情，走出自己的发展之
路。 郑功成强调：“中国应当借鉴
西方国家发展慈善事业的经验，
广泛吸收当代慈善事业发展的
文明成果，但不能简单照搬西方
国家发展慈善事业的模式与方
法，而是要研究中国的制度与慈
善文化、 创新中国的慈善模式，
以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和获得
更加广泛的认同为条件； 否则，
慈善事业便可能与国家制度、社
会文化难以相融，从而也就不可
能真正成就发达的慈善事业。 ”

理解我国的制度与社会文化

那么，慈善组织该如何理解
我国的制度与社会文化呢？ 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阐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

理体系的优越性，也为我国慈善
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郑功成认为，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至少从三个方面揭示了
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是慈善事业作为调节收
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应当在中国
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收入分
配制度中占有相应的位置并发
挥相应的作用；

二是慈善事业作为非强制性
的扶危济困保障民生的社会化机
制， 应当在中国的民生保障制度
体系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有
相应的位置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三是慈善事业作为公民参
与社会建设的基本途径和重要
载体，应当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体
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并发
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中国的慈善事业必须
纳入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民
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体系中去
通盘考虑。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
引下，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的慈善
事业，既不以国情特殊为由扭曲
慈善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
以一般规律为由超脱于国情之
外，而是在把握好中国慈善事业
的准确定性条件下寻求适合国
情的发展新路，事实上已经成为
慈善界具有战略性、方向性的重
大议题。 ”郑功成强调。

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

作为民生保障的有机组成
部分，脱贫攻坚已经成为中国特
色慈善事业必须回应的课题。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
出，要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
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
度。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
困的长效机制。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
年，是迈入小康的收官年，冲锋
号已经吹响。 慈善行业具体应该
如何做？

唐承沛表示，要紧盯“三区
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抓住“两
不愁三保障” 中的薄弱环节，汇
聚更多慈善资源参与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要聚焦特困人员、孤
弃儿童、生活困难残疾人、农村
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等特殊

群体， 关注他们的安危冷暖，提
供多元化、 个性化的慈善服务。
探索慈善力量助力解决相对贫
困的长效机制，主动融入乡村振
兴战略， 不断拓展慈善事业领
域，履行慈善事业责任，协助党
和政府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同心圆。

来自政府、慈善组织、企业
等不同领域的十多位代表在年
会上共同倡议，要广泛开展关爱
服务，创新慈善项目；坚持“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积极推动文化
教育扶贫公益事业繁荣发展；发
挥互联网的优势，让慈善资源向
脱贫攻坚充分汇集；引领和带动
更多有志青年行动起来；将资源
和项目投入深度贫困地区；开展
志愿扶贫活动； 让因病因灾，致
贫返贫的困难群体得到周急之
助；积极建立区域性、行业性、枢
纽型平台；积极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深入社区开展服务；动员
社工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参与社会治理
建设命运共同体

作为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参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治理、建
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慈
善事业的发挥作用的主渠道。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
出， 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
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 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慈善事业应该如何开辟社
会成员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途
径，搭建社会成员之间助人与受
助的桥梁，润滑社会关系、增进
社会团结？

郑功成表示， 要建立发达的
慈善事业，包括相当数量（以百万
计）的慈善组织与大众参与（以亿
计）的志愿者、拥有相当规模（至
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以上）的
慈善资源与十分发达（遍及全国
城乡）的慈善服务网络，以及现代
化的慈善运行机制，“这是值得慈
善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

东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孔
东梅表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格局的要求下，社会组织要
想提高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能

力， 必须要与政府进行良性合
作。 更要注重自身业务能力的提
高，不断汲取先进理念，强化核
心团队建设，提高职业化水平。

在参与国内社会治理的同
时，中国的慈善组织还有必要参
与到全球治理中。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
德之认为，人类发展已经来到了
一个大变局时代，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种情况
下，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与作用
也要与之相适应。

“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需要
人类共同应对的问题，主权国家、
政府间国际组织、 各国非政府组
织，应该携手合作，进一步调节国
际关系，规范国际秩序，这有助于
我们解决面临的共性问题。 ”中国
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秘书
长刘凯阳表示，“中国慈善组织参
与到全球治理， 能够进一步放大
全球治理体系中来自发展中国家
的声音，使全球秩序更加公平、公
正、合理。 ”

那么，中国慈善组织应该如何
走出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
龚建忠认为，要服从服务于党和国
家的外交大局,紧紧围绕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开展国际慈
善合作。 另外，慈善组织参与国际
慈善活动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需
求，同时也要坚持中国特色。

“我们希望政府和 NGO 能
够保持畅通的沟通机制 ，让
NGO 能够在整体公共外交格局
中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爱德基
金会理事长丘仲辉强调。

在创新探索中走向现代化

作为调节收入的分配手段，
向现代化迈进是中国特色慈善
事业赢得信任的根本。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
出， 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
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同时还提出，要创新公共服
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
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
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慈善行业有没有能力让第
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分配中的
资源放心地投入到公益事业中，
如何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呢？ 这
取决于慈善事业本身能否步入

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郑功成表示，应当通过创新

发展理念、完善制度安排、提升
技术手段、厚植中华文化等加快
推进慈善事业现代化进程。 一是
慈善事业发展理念的现代化。 二
是促使慈善制度安排现代化，实
际上就是法制化。 当务之急是切
实推进《慈善法》的全面贯彻落
实。 三是发展手段现代化，包括
借助信息化、互联网、利用市场
化机制。 四是厚植中华文化。 中
国的慈善事业离不开中华文化
的滋养，中国慈善事业走向现代
化不等于走向西方化，而只能植
根于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并走
向现代化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实际上，慈善行业已经在慈善
现代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慈善组织在职业化、 专业
化、规范化方面的创新，提高了
效率，链接了更多的资源。 据湖
北省慈善总会秘书长谭光华介
绍，湖北省慈善总会建立了能上
能下的管理人员任用机制；推出
了“慈善医疗众筹”、幸福家园村
社服务、“童享阳光”困境儿童助
养计划、退役军人关爱计划四个
互联网创新服务项目；开发了地
市县慈善会共享的平台。 带动了
全省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活动与互联网等科技
手段的结合，让慈善变得越来越
便捷、透明、可信。 互联网公益产
品的不断涌现，带动了更多企业
和用户的参与。 区块链的赋能，
让慈善变得更加聪明，以技术的
力量解决了信任问题。

慈善信托的落地实施，让财
富进入慈善行业有了更多的选
择，改变着受托人与受益人的生
活。 万向信托股份公司总裁王永
刚表示，慈善信托正是慈善现代
化的一个发展方向。 信托制度天
然具有慈善的基因，是家族传承
的重要战略 。 年会上发布的
《2019 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
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全国共备案慈善信托 273
单，财产规模 29.35 亿元，慈善信
托数量逐年递增，社会各界积极
探索和实践慈善信托。

慈善力量在非国有博物馆
方面的投入， 拓宽了慈善的领
域，创新了公益的实现形式。 据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
小捷介绍， 全国现有 1606 家非
国有博物馆，基本上占全国博物
馆的 1/3。 非国有博物馆承担了
部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扩
大了公共文化资源，完善了国家
博物馆的体系。

“以中国乐善好施的优良传
统和众多的人口、日益积累的巨
额财富、发达的技术手段，以及
社会发展进步对慈善事业的需
要，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有着广
阔的空间和无穷的潜力，只要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找对适合中国
的发展之路，就必定能够进入慈
善事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
郑功成强调。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

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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