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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中国慈善发展的地方样本

“义利并举”理念的诠释

温州人的价值观深受永嘉
学派的影响。 永嘉学派主张“经
世致用，义利并举”，重视事功，
反对空谈大义。 与程朱理学主张

“以义抑利”、使道义成为空洞说
教不同，永嘉学派反对“尊性贱
欲”，主张“以利和义”。 永嘉学派
集大成者叶适强调：“利， 义之
和。 义，利之本。 ”“既无功利，则
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所谓

“义”，不是一味否定人对物质利
益的合理追求，如果为了他人或
公众的利益而能牺牲个人利益，
其行为则达到了“义”的境界。

温商擅长创业创富，擅长用
商业成果回馈社会，诠释了“义
利并举”的务实理念。 温州慈善
以实际行动对“义利并举，以义
为先”作出新解———义，是慈善
公益的理念基础；利，是慈善公
益的物质基础。

有人说得好，在温州人的血
液中， 有义利并举的传统基因；
在温州人的心底里，有新时代公
民的社会责任；在温州人的灵魂
中，有为人仗义的道德原则。

“为富好仁”追求的凸显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以讹传
讹，顽固地把“为富”与“不仁”捆
绑， 并言之凿凿地说是孟子讲
的。 其实，《孟子·滕文公下》中的
“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是引用阳
虎的话，这里的“富”是特指滕国
国君“征收赋税”。 表达意思很明
确，国君要实行仁政，征收赋税
要有限度。 同一段话里，孟子恰
恰是主张“民之为道也，有恒产
者有恒心”。

儒家始祖孔子更是提倡“富而
好礼”。 孔子认为， 要使老百姓富
裕，富裕也是道德教化的基础。

《史记》赞誉范蠡：“十九年
之中三致千金, 再分散与贫交疏
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
率先发展商品经济的温州，多年
来慈善公益发展活跃，是“富好
行其德”现代升级版，现实地凸
显了“富而好仁”的美好追求。

财富与慈善是一个辩证关
系。 有慈爱之心，则没有财富也
可做好事；有险恶之心，而又富
裕则是“为富不仁”。 当我们从事
慈善之时， 财富则成为慈善资
源，“富”就是正能量，“富”提供
了行善的更大便利、基础、条件。
有人认为温商“善行天下”，是因
为在“商行天下”的过程中，完成

了原始资本积累。 准确地说，善
行天下，首先是有善心，而资本
积累为行善加力。

通俗点说，有善心的温州人
想得明白， 自利利他有机衔接，
财富共享最有价值。

现代温州的民间善举

温州民间慈善力量宏大，包
括各个阶层的爱心人士，他们都
是具有温州本地特色的慈善力
量。 温州市城市志愿者服务排名
指数位列全国第二。 慈善公益界
非常看重的草根组织、 草根慈
善，在温州更加突出，好一个“民
间有慈心，草莽多善举”。

“红日亭”坚持 50 年做善事，
“夏送伏茶冬施粥， 人间大爱在
温州”；

“兰小草”希望用 33 年时间，
匿名捐献“星语心愿”善款；

苍南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
心，15 年来数千名救援队员参与
灾害救援 3000 多次，并孵化不同
领域的公益组织 20 多家；

“高温青年 ”，一帮各界 “高
能”“温暖” 的青年走到一起，抗
击新冠疫情，上半场组织境外抗
疫物资助力国内多地，下半场通
过出口抗疫物资驰援亚欧美非
30 多个国家；

“雪君工作室 ”“陈忠工作
室 ”也带有很大民间性质 ，千方
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并设计开
展各类慈善公益项目，涉足慈善
公益广阔领域……

作为侨乡，温州还有一个浓
墨重彩的“民间慈善”，就是多年
来温州华侨回报家乡。 从济困到
扶贫，从助医到办学，从救灾到
抗疫……在各个时期都有动人
义举，留下美丽佳话。

在全国各地，温州人行慈善、
做公益、献爱心，也是很“民间”，
很鲜活。 举几个杭州的例子———

郑壹零，从 1995 年家族慈善
参与者到协调几百家机构参与
汶川 、玉树 、雅安等国内几乎所
有大型灾害救援行动，从规模化
产品 “公益小天使 ”到系列开展
公益培训等，展现温州人的慈善
公益大能量；

滴水公益， 由祖籍温州 、公
益界昵称“大北”的魏钧发起，以
支教 、捐赠 、助学 、救援 、心理帮
扶、社会互助等形式，“让更多的
人参与快乐公益”，15 年来，平均
每年组织公益活动 400 多场 ，并
在全国延伸发展 50 多家；

张能庆公益服务站，18 年坚
持开展了“杭州清篮行动”“银丝

坊公益理发店 ”“为礼让斑马线
点赞”“无烟西湖”等一个个响亮
的公益项目；

乐动汇公益健行服务中心 ，
大范围开展以困难人群眼疾治
疗为主“温情明眸”公益项目；

刘柏顺的益优公益，开展关
爱困难学生成长的 “校园梦想
屋”“校服变形记”公益项目；

戚宝兴公益服务中心， 为社
会福利单位、特殊人群清洗家电；

林晓静的小胖威利关爱中
心，“疯狂”地在全国推动儿童罕
见病小胖威利疾病科普宣传 ,推
动小胖威利得到及时准确的诊
断和科学系统的有效治疗……

在杭州有个“瓯越慈善沙龙
群”， 其中像这样的民间公益人
士有几十位，做得风生水起。

善播民间， 温州有事迹、有
典范、有故事、有历史、有品牌。

温州慈善行遍天下

温州人闯荡四面八方，在全
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有 200 多
万温州人，在财富积累后把慈善
公益做到四面八方。 外地纷纷有
人称誉“温商”是“温善”。

不止是温商，温州善行天下
还有大批不是经商的在外温州
公益人， 他们则是自开资金门
路、自创“造血”功能，持续开展
慈善公益，十分难能可贵。

“善行天下”成为在外温州
人的标签，与“敢为人先”“抱团
合作”的精神一道，构成了在外
温州人的主要特征。

在外温州人踊跃参与当地
慈善捐款。 据有关部门统计，全
国各地登记的温州商会基本都
有企业、 个人在当地捐赠记录。
2010 年初，北京温州商会联合上
海、天津、重庆等 11 个市温州商
会，向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捐赠
1100 万元起步基金，成立了“温
商联盟志愿服务文明公益基
金”， 就全国温州商人慈善公益
平台化、专业化进行有益尝试。

2020 年春节期间，面对突发
疫情，268 家全国地级市以上温
州商会和各地温商积极响应，捐
款捐物。 武汉一地就有唯品会捐
赠 2000 万元，意尔康、赫基集团
各捐赠 1000 万元人民币，珀莱雅

股份设立 1500 万专项基金……
温州人善于在各地开展富

有成效的慈善项目。 以杭州为
例，杭州市温州商会以杭州市温
商慈善基金会为平台，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公益慈善活动，形成了
一批长期性、固定性的慈善公益
项目，如聪慧行动、瓯越情教育
基金、 浙江大学瓯江潮助学金、
“教育新视域” 教育公益活动、
“瓯越仁心” 医疗公益活动、“温
商情·瓯越红” 献血接力活动、
“温州伏茶”等。

青山慈善基金会在全国 20
个省份开展慈善项目，国外有印
度尼西亚 、津巴布韦 ，关注人才
培养、孤儿救助、教育医疗、重灾
救助；

新湖公益足迹遍布大陆各
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香港特别
行政区 ，涉及赈灾济困 、乡村振
兴、扶智助学等多个方面；

永嘉民企浙江君兰文旅有
限公司 ，温州医生彭来恩 ，在外
温商严立淼、叶正猛和在外温商
企业贵州铁枫堂生态石斛有限
公司等 ，参与东西部协作 ，有效
助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荣获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称号。

世界各地温州华侨华人有
70 多万人，他们在居住国，特别
是在远至非洲的贫困地区开展
慈善；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许多
温州侨团打了上半场又打下半
场，作出非凡的贡献。

在外温州人创下令人瞩目
的商业版图和其它成功事业，善
行天下已经成为全新注脚。 他们
为各地带去温州人的满满爱意、
无私奉献，也为温州形象、温州
声誉加分。

有报道说，温州市文明办积
极开拓发现“好人”的渠道和范
围，把视野拓宽到全国温州人乃
至全球温州人范围，让温州“文
明城市基因”传播更深更远。 已
经把“温州慈善”概念扩大为“温
州人慈善”。

在创新路上的温州慈善

温州人，嗅觉灵敏，思维跳
跃，不墨守成规，善开拓创新。 如
同温州人在发展市场经济善于
超前、争创第一一样，温州人做

慈善公益，大胆争先，敢于探索，
勇于创新。

叶康松慈善基金会，是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个以捐资人姓名
冠名的非公募基金会；

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是全国
第一个以民营企业家命名的非
公募慈善基金会；

杭州市温商慈善基金会 ，是
全国第一个由商会发起的慈善
基金会；

温州慈善总会侨爱分会是
全国第一个以海外侨胞为成员
登记的地方慈善组织；

正泰公益基金会，是浙江省首
个以公益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

鹿城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
是全国第一个在市级民政局登记
（民政部授权）的非公募基金会；

苍南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 ，
是全国第一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
册的社会应急机构， 中国唯一具
备水陆空救援队伍的民间团队；

南都基金会，是最早的非公
募的资助型基金会之一，发起建
立的“中国好公益平台”，是中国
第一个将优质公益产品与社会
需求有效对接的平台；

新湖集团与深德公益的育
团队共同成立 “新湖·育公益创
投基金”， 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币
注册登记的公益创投基金；

新湖期货公司在全国最早
创设实施“保险+期货金融扶贫”
项目，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
减贫最佳案例；

20 岁出头的温州姑娘章莱
创办的“公益头条”，是全国唯一
一家垂直领域的大型交互式公
益 IP；

郑壹零、魏钧推动成立的华
夏公益服务中心，曾汇聚了国内
4000 多家社会组织；

温少波于 2008 年在杭州创
办的社会企业“携职”，携手大学
生 ，共创求职路 ，成为中国最早
成功运作的社会企业之一；

温州在全国率先建立义工
数据库， 创新 “互联网+义工服
务”平台，实现义工管理规范化、
科学化、快速化……

温州人慈善公益最大的创
新是，被公认为中国慈善公益领
军人物的徐永光， 于 30 多年前
为中国青少发展基金会创设了

“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不仅是支
持教育发展的大型公益项目，而
且“成为一条纽带，为形成平等、
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社会关
系，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
了贡献”。

创新是温州人身上突出的
文化基因，创新是温州最大的特
质， 成为支撑温州人闯出新路
子、干出新事业的强大力量。 创
新，也是慈善公益不竭动力。 创
新能拓宽路子， 创新能扩大战
果，创新能增强实效。 创新有效
推动慈善公益运行，带来慈善公
益的提质增效。 （作者系浙江新
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 叶正猛

”

瓯越大地自古民风淳朴，厚德崇善。 历史上和现代的温
州好人都以乐善好施诠释这座大爱城市、 诚信社会、

道德高地。作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祥地之一和中国民营经济之
都，作为孕育出敢于闯荡世界的温州人的神奇之地，温州慈善
公益蓬勃发展，并且有着突出的特点，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