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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慈善研究如何参与？

益言堂

2021年9月 30日，民政部印发的《“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提出，
“强化研究宣传。 发挥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社会智库作用，深

入开展社会组织政策理论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规律与模式。 ”可
以说，慈善理论与政策研究已经成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抓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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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慈善研究有哪些
新动态

（一 ）知识生产逐渐有效回
应国家战略和业界关切，但仍有
提升空间

公益慈善学园以中国知网
中 CSSCI 来源期刊为数据库，检
索到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 CSSCI 来源论文共 444
篇。 从主题看，议题较为集中，社
会组织、捐赠、志愿服务主题占
总发文量约七成。 2020 年下半年
开始，慈善法、新冠疫情防控、第
三次分配等逐步增长，成为研究
热点。 但从整体而言，慈善研究
仍缺少有分量的深度研究和系
列成果，且一些研究仍处于对微
观层面的现状-问题-对策的研
究，缺少对重大基础理论以及政
策实务层面的有效回应。

（二 ）各学科领域的慈善研
究平台和基础设施逐渐建立

1.成立学术平台。 比如 2017
年 3 月成立的上海市法学会慈
善法治研究会，2019 年 10 月成
立的中国社会史学会慈善史专
业委员会，2020 年 9 月成立的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以
及从 2021 年 10 月开始南开大

学社会学系正在向中国社会学
会积极申报、推动成立的公益社
会学专业委员会。以中国社会保
障学会慈善分会为例，成立一年
多， 开展了慈善法实施评估研
究， 向全国人大提供 14 个专题
报告，为推动政策法规建设做出
贡献。

2.核心期刊设置慈善专题研
究。《社会保障评论》常设“慈善
事业”栏目，2017 年至 2021 年已
累计刊发慈善相关主题文章 19
篇；自 2019 年开始，《文化纵横》
和《中国行政管理》两本知名核
心期刊在敦和基金会支持下，分
别设置“公益理论与公益实践”
专栏和“公益慈善与社会治理”
专题研究，获得学界及社会各界
的关注。

（三 ）学者积极参与政策法
律的相关调研和建言献策

从 2020 年慈善法执法检查
到 2021 年慈善法修订， 研究界
积极参与， 助力慈善法治化建
设。 2021 年初开始，北京大学法
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北
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公益慈善与
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两家机构
牵头策划组织了十期“慈善法
治”主题系列沙龙。 沙龙汇聚各
方探讨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慈

善捐赠的法律规范等十个主题，
并将会议成果形成文字建议递
送有关部门。

2021 年 8 月，由敦和基金会
出品、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福利
与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健
主笔的《中国慈善法律政策图
谱》面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以慈
善内涵界定、慈善资格授予等 11
个议题，系统展现中国现行慈善
法律政策的结构，为行业内外了
解慈善法律政策提供了有益指
引。

二、 推动慈善研究有
哪些新方向

（一）夯实慈善学科基础
在近日举办的“清华-敦和

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论
坛”上，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
共管理学院院长何雪松教授提
出，“应该建立公益慈善学科圈，
圈中间是公益慈善学，圈周围是
商科、公共管理、社会学、社会工
作及法学，共同服务于中间的公
益慈善学。 ”

在这方面，“敦和·菡萏计
划”已有一些探索，支持 11 所
菡萏院校结合各自学科开辟公
益慈善的培养方向。 与此同时，
何雪松教授强调，“多学科共同
推进慈善学科建立的过程中，
要重视研究， 帮助不同的学科
为公益慈善提供理论基础和知

识基础， 才能够形成一个具有
统一性、 整合性的慈善学科框
架体系。 ”

（二）构建慈善本土理论
中国慈善事业应扎根中国

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构建慈
善本土理论体系。 修远基金会于
2019 年开启“慈善本土理论”研
究探索的第一阶段，刊发了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韩俊魁《本土传统
慈善文化的价值与反思》、 北京
工业大学教授陈锋《悬浮的社会
组织》等多篇著作，引起业界广
泛关注和讨论。 这些研究从反思
开始，而后续研究要深入到什么
是慈善本土理论基础和实践模
式的问题，从“破”到“立”。

（三 ）加强研究成果向公共
政策转化

慈善研究成果的价值贡献
有三点： 对基础理论有建树；对
某个实际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
和方案；提报给政府部门作为参
考，影响政策决策。 整体来看，慈
善研究中能转化为政策决策的
成果很少。 举例来说，“敦和·竹
林计划”现有的 114 份结题成果
中，绝大部分以发表在学术期刊
为目标，仅有三份转化为了内参
政策报告。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
有两个：第一，学者的意愿和能
力。 当前从事慈善研究的学者以
青年为主，他们还处于学术能力
提升、职业发展的阶段，发表文

章有助于个人发展，对参与政策
建议的意愿不强；第二，缺少政
策建议的渠道。 很多学者想建言
献策，但没有相关渠道。 因此，在
此呼吁有关部门搭建机制化的
政策建议渠道，使学者们的意见
建议得以进入政策视野。

三、 延展思考和未来
展望

在现有学科体系下拓展慈
善研究发展空间或许是一种策
略性、阶段性选择。同时也引发
两点思考：第一，把公益慈善
置于既有学科中，如何避免慈
善研究陷入边缘地位？ 第二，
各学科的学理基础存在差异，
如何实现融合并贡献于慈善学
科建立？

2021 年 11 月 6 日， 首批 40
家高校联合发起了《关于共同推
动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的倡
议》， 倡议发出后一个月内已经
新增十余所高校响应， 未来将
共同谱写中国高校慈善教育新
篇章。 可以说，公益慈善研究及
教育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
件和前期积累， 高校进一步行
动的意愿强烈。 由此可大胆展
望， 在第三次分配的时代背景
下， 慈善研究是否可以从公益
慈善作为独立学科来持续推进，
值得学界、教育界及业界加以思
考和讨论。

近日，公安部开展团圆行动
认亲活动，帮助离散十余年的三
组家庭实现团圆，其中也包括电
影《亲爱的》原型人物之一孙海
洋与儿子孙卓。 公安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 拐卖儿童案件一天未
破、 失踪被拐儿童一天未被找
回，公安机关就将竭尽全力查找
到底。

失散 14 年， 父子终相认，
《亲爱的》 终于有了团圆的结
局。 看着认亲现场的直播，作为
一名孩子的父亲， 我忍不住红
了眼眶。 将心比心，无论是站在
父亲的角度， 还是站在孩子的
角度， 至亲的离散是怎样的一
种苦痛， 是一个家庭无法承受
之重。当“亲爱的”不知所踪，绝
望的呐喊没有回应， 那种望眼
欲穿、肝肠寸断，似乎是场难醒
的噩梦，又像是无底的深渊。 这
种感受， 不是为人父母者都曾
经历， 但一定是父母内心深处
最大的恐惧所在。

打拐战场捷报频传，离散家
庭的团圆故事越来越多，离不开
打拐寻亲民警们的执着奉献。是
他们的坚持，让走失孩子的父母
在绝望中看见光亮；是他们的探
寻，让越来越多骨肉分离的悲剧
有了团聚的圆满收场。 据了解，
公安部 2021 年启动“团圆”行
动，截至 11 月 30 日，已成功侦
破拐卖儿童积案 290 余起，抓获
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 690 余名，
累计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
8307 名， 其中失踪被拐人员与
亲人分离时间最长达 74 年。 我
们相信，随着“团圆”行动深入下
去， 更多的团圆故事将续写出
来，更多家庭走失的“亲爱的”不
再是遥远的呐喊，而将成为日常
身边的呼唤。

当然，要让“天下无拐”的良
愿照进现实，还离不开“人人参
与，全民支持”的反拐寻亲氛围。
在既往的“团圆”案例中，除了看
见打拐民警的执着，更能感受到

广大民众的热心。 无论是线下寻
访的积极配合，还是网络打拐的
全民参与， 公众踊跃的身影，都
在投射一个共识： 作为父母、子
女，在家人团聚这件事上的悲喜
是相通的。 也正是这场打拐的

“全民总动员”，促成了多少家庭
团聚的美好结局，上演了多上认
亲的感动。

如果说，人的努力在打拐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值得激赏，那么
技术在这场打拐总动员所做的
贡献同样值得点赞。 可以说，正
是因为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
日臻完善，给艰难的打拐带来了

“拐点”。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
急发布平台，即“团圆”系统，上
线五年，几经升级迭代，共发布
儿童走失信息 4801 条， 找回儿
童 4707 名，找回率为 98%。 全国
打拐 DNA 数据库， 即“打拐
DNA”系统，通过“滴血寻亲”已
帮助 7500 多名被拐多年的孩子
回家。 可以说，打拐工作能够取

得快速进步和丰硕成果，系统的
完善、技术的进步和参与力量的
不断扩大功不可没。

而在技术打拐寻亲的队伍
中，互联网平台也是一支重要的
力量。 通过庞大的用户群体，依
靠先进的技术优势，不少平台都
积极参与到打拐寻亲的公益活
动中来。 比如，字节跳动在 2016
年启动了“头条寻人”公益项目，
通过在走失者失踪地点附近直
接弹窗寻人启事，借助今日头条
和抖音平台、 技术和用户量，大
大提升成功寻找到走失者的几
率， 至今已帮助近 1.8 万个家庭

团圆。 已经团聚的、电影《失孤》
的原型郭刚堂，除了通过抖音短
视频和直播为自己寻亲，还同时
发布其他寻亲者的信息，帮助更
多人寻亲。 更多技术力量的加
持，让打拐寻亲的全民总动员有
了多的手段和路径，也让更多失
散的家人有更大的可能听见彼
此的呼唤。

愿所有“亲爱的”都不再是
遥远的呐喊，愿所有走失的孩子
都能回到父母的身边。 全民打拐
寻亲的大势下，拐卖儿童的罪恶
将无处遁形，家庭中每个“亲爱
的”你，都能守候在彼此身边。

愿所有“亲爱的”都不再是遥远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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