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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乌尔里希·贝克的
《风险社会 》一书 ，从理论层面
首次提出了 “风险社会 ”。 随着
后续理论的发展 ，以及现代社
会日益复杂的政治 、 经济 、社
会环境 ， 越来越多人开始认
同 ：我们当今生活的社会已经
进入 “风险社会 ”。 不论是 “非
典 ”、汶川地震 、经济危机 、雾
霾 ， 还是正在发生的新冠疫
情 ，都印证了我们所处的时代
和社会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和 “风险 ”。

此次新冠肺炎， 对整个社
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社会各
界也为抗击疫情发起了各类援
助行动。 随着疫情状况的逐步
好转， 或许我们需要停下来思
考一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从国家政策层面 ，我们已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
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
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等指示精神 ，以及各地关于恢
复经济等政策扶持 。 但对于民
间社会及社会组织而言 ，除了
基于需求设计项目 ， 通过自
救 、互助等方式继续抗击疫情
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外 ，笔者
觉得从防减灾的角度 ，也有很

多事情可以去做 、值得去做 。

灾害也有正面意义

说到灾害 ，我们通常会想
到地震 、水灾 、风灾等自然灾
害 ， 但人为灾害却容易被忽
略 ，如空气污染 、水污染 。 人为
灾害有时对社会所造成的影
响更甚于自然灾害 。 而风险 ，
如果学术一点解释 ，即致灾因
子与脆弱性导致的有害结果 。
若能了解灾害危险 ，并有效认
知灾害 ，是有可能减轻灾害所
带来的损失的 。

但对灾害的认知， 我们不
仅仅需要分析灾害的成因 ，及
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的一
面， 我们也要看到因为灾害所
带来的“正面价值”。 如气候变
化所带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看做是自然对人类不当行
为的警示， 此次新冠疫情暴发
后的广泛社会动员也让我们看
到人性光辉和社会大爱。 当然
也让我们看到社会发展中存在
的不足。 我们如能够采用积极
的心态和正确的方法去回应灾
害发生后所见的爱和反思 、应
对灾害中发现的不足， 是有可

能在与灾难的应战中促进人类
社会不断进步的。 作为灾害发
生后难得的 “窗口期 ”，我们是
不应该忽略的。

疫后可打造“韧性社区”

在我国 ，我们似乎习惯了
大灾后的应灾 ， 如汶川地震 、
芦山地震 、新冠疫情等灾害的
应对 ，而对于减防灾的投入和
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够 。 从应灾
到减防灾 ，对减轻灾害风险给
予重要投入 ，这既需要观念的
转变 ，也需要实际的投入和行
动去实现 。

在中国古代 ，我们就有非
常朴实的减防灾思想 ，如 “居
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 ”
“安不忘危 ， 存不忘亡 ”“迨天
之未阴雨 ，彻彼桑土 ，绸缪牖
户 ”。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 ，这些
朴素的思想仍然是有效的 ，但
我们也需要强调把减灾和发
展结合起来 ， 如实现 《2015-
2030 年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
架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机
结合 ；同时 ，让减灾的理念融
入到所有的社会领域之中 ，对
社会组织而言 ，在项目设计时

亦需融入减灾的理念 。
在行动层面 ，可做之事亦

非常多 ， 常见的如减灾教育 、
风险评估 、 灾害信息共享等 ；
但笔者认为韧性社区建设将
是重要发展方向 ，也是社会组
织可以参与的重要领域 。

所谓韧性社区 ，即让社区
在面对灾害时更具抗逆力和
复原能力 。 而建设更具韧性的
社区 ，需要推动政府 、社会组
织及本地居民等不同的利益
相关方共同参与 ，尤其是社区
本地居民的参与 。

如开展风险认知教育 ，提
升社区居民的防灾减灾意识
和灾害发生时的应对能力 ；开

展基于社区层面的风险分析 ，
绘制出社区风险和资源地图 ，
这能较有效地规避灾害 、减少
损失 ，并能在发生不可避免的
灾害时能更快的恢复 。

同时， 也需要在社区里持
续性投入和推动， 如社区自助
互助组织、 志愿组织的建立及
能力提升；基于防灾、备灾而修
建的社区基础设施和物资储
备；不定期的演练；倡导家庭增
加对备灾的投入，如学习（急救
知识 ）、 常见备灾物资的储备
等。据笔者所知，壹基金的安全
家园项目就是一个基于社区的
减防灾项目， 对于构建韧性社
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疫情过后
社会组织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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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湖北防疫工作的开
展， 富有责任和爱心的个人和
企业纷纷倾囊相助， 积极捐赠
大量的抗疫资金和物资， 据湖
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物资与市场保障组 3 月 1 日通
报，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 12
时， 湖北省累计接受社会捐赠
资金 130.20 亿元 ， 捐赠 物 资
9216.20 万件。

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十分考验我国的应急治理能
力。 然而要打好这场“防疫攻坚
战 ”， 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主
导，更加需要慈善公益组织、志
愿队伍等多方面社会力量的共

同参与。
作为捐赠人 ，最关心的莫

过于捐赠的款物是否真正落
到实处 ，慈善公益组织是否做
到了 “用好捐赠的每一分钱 ”。
抗 “疫 ”初期 ，湖北红十字会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
期持续被报出捐赠款物的分
配效率低下 ， 捐赠款物用途 、
去向不明等问题 ，其透明度和
公信力受到广大民众的质疑 ，
甚至失望 。

但仍有慈善公益组织受到
民众的纷纷点赞， 其中亦有以
公开透明的运作和在抗击疫情
中出色的表现受到社会各界的

高度肯定。
同样， 杭州红十字会坚持

每天对外公示明确到“分”的捐
赠明细也广受社会好评， 湖北
省英山县 “连鸡蛋都有清晰记
录的捐赠明细” 更是冲上了热
搜， 可见民众对慈善公益组织
信息透明公开的需求。

后期湖北红会 能 够 在社
会质疑中认错 、 道歉和改进 。
可以看到 ，社会监督正在有力
地推动中国慈善公益组织的
成长 。 总的来说 ，这次全民抗
“疫 ”，对中国慈善公益组织是
又一次大考 。

其中公开透明、 组织公信
力是道经典考题。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提升
中国慈善公益组织透明度呢 ？
慈善公益组织信息公开透明又
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呢？

对于如何提升中国慈善公
益组织透明度的问题， 我想提
出四点建议：

首先， 作为慈善公益组织
需要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需要
落实作为接收捐赠的公益组织
需要遵守承诺；

其次，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中， 作为慈善公益组织需要

增加开放性， 与捐赠方和受益
方保持紧密的沟通， 实现捐赠
人的意愿；

再次， 作为慈善公益组织
监督落实资金用途和捐赠资金
的有效性作为组织运作的重要
内容之一；

最后， 慈善公益组织提升
透明度的关键内容就是慈善公
益组织的人员的专业化和高度
的责任感。

那么 ， 慈 善 公益组织信
息公开透明应该遵循哪些原
则呢 ？

第一 ，遵循尊重慈善公益
组织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基本
意愿 。 例如 ：尊重捐赠人的意
愿 ， 有的捐赠人希望信息公
开 ，有的希望保密 ；尊重受益
人的意愿 ，有的受益人并不希
望信息公开 。

第二， 遵循信息公开分类
管理的原则。 例如：有时不同信
息针对不同的利益主体， 有着
不同的要求；例如：对于捐赠方
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要求可能重
点放在合规性和捐赠资金的有
效性方面。

第三 ， 遵 循 信息 公 开 和
透明的完整性 。 有时捐赠人

需要系统地了解慈善公益组
织的运作 。 例如慈善公益组
织的治理 、执行和监督体系 ；
有的捐赠人需要详细了解理
事会成员的详细的简历和工
作经历 。

第四， 遵循信息公开的及
时性。 尤其在大灾和应急救灾
的特别时期， 信息公开和透明
需要慈善公益组织的专业和及
时， 如果慈善公益组织表现出
不及时， 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
就会失去信任和信心。

第五， 遵循信息公开和透
明的准确性。 即使慈善公益组
织运作不当， 也需要如实公布
和道歉， 而不是寻找什么客观
原因。 只有主动承认自己的过
错和公开的道歉， 才能够赢得
社会各界的信任。

总之， 慈善公益组织信息
公开和透明是各利益主体特别
关注的大事， 作为慈善公益组
织需要特别重视和勇敢面对各
种质疑和批评，只有这样，慈善
公益组织才能不断成长和发
展， 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者和
忠实的合作伙伴， 才能够不断
提升慈善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和
社会影响力。

作为捐款人
我们需要怎样的信息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