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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发展和启示——中外当代

慈善文化比较
□林徐乐

（厦门外国语学校，福建  厦门  361001）

摘  要：从历史沿革、形态变迁到蓬勃发展和现实挑战，慈善文化进行了自内而外的调整和完
善，在体系构成与建设中同样经历了时代的考校和验证。中国和外国（主要特指西方）的慈善文化在
民族传统和基础起源上有很大的差别，慈善事业、机构亦是不同。本文将着重从根源、发展和启示等
方面对当代中外慈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慈善思想与慈善意识在慈善文化中的重要性等都将做
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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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暨慈善文化的历史沿革和形

态变迁

慈善文化包含着一种道德理念和价

值观，在世俗的评判标准之上有更深厚的

人文关怀和精神指引。与通常高度垄断的

资本所不同的是，慈善是一项全民性的活

动，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程度超乎想象，

民间的志愿者和义工的力量成为了慈善事

业很主流的一份子，各界人士的全情投入

和慷慨倾囊解决了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任

务。中国俗话所说的“有钱的出钱，有力

的出力”，恰恰说明了对于慈善而言，金

钱、捐赠实体等物质基础是一方面，人力

资源和劳动成本同样也是非常珍贵的贡

献。构建良好的慈善基础和全民有份的氛

围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壮大和慈善文化的发

展。

围绕着社会制度的深刻改革和市场经

济的繁荣发展，慈善事业也得到了广泛的

发展，然而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来说还不

充分，机构的混乱、组织的匮乏、人员的

业余和编制的冗杂等现象仍然存在，面临

着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2008年发生了一

些特殊性事件，从南方暴雪自然灾害到四

川汶川大地震，一系列不幸的突发事件却

无意间成就了慈善事业大练兵和慈善观念

总传播。新闻媒体在记录和报道灾难事

件处理过程的同时，也关注了慈善力量

的介入，并大规模宣传和提倡了全面慈

善的意识。可以说，舆论导向契合了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决心，一时间全国

上下从集体到个人，无论有识之士还是

有良知的企事业单位纷纷主动、积极地

参与到各种爱心活动之中。在灾害持续

时间长、破坏范围广、人员伤亡严重、

财产损失巨大的情况下，急需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投入到这场攻坚战之中，与

此同时，慈善力量的广泛渗透和强烈支

援无疑树立了正面的公益形象，并通过

自身的社会号召力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

这场全民慈善行动之中。

心怀悲悯、与人为善的互助互爱、扶

持救济是慈善的基本形态，任何有道德的

个人都应具备基本的对人族同类的同情心

和给予帮助的善意。突发事件中慈善事业

的发展对政府执政能力、社会公信力和党

组织落实决策、快速动员等行动力都是一

种考验，而“慈善富豪榜”、“慈善平民

英雄会”和“慈善企业红黑名单”等统计

榜单的出现也说明了大众对慈善事业的热

情与认知度在不断提升。各级红十字会、

各种慈善基金会、乐施会、民间慈善组织

通过每一次的赈灾（主要针对突发事件，

尤其是无法预测的自然灾害或大规模事故

等）或是常规救济（包含了阳光教育工

程如修建各地希望小学、农民工子弟小学

的捐助、残障人士的补助扶持、贫困家庭

的福利救济、特殊儿童或病患的护理照顾

等），都促进了自身运作的成熟度、财务

的透明度和员工的专业化。只有慈善事业

得到深远的发展，慈善文化才能同时获得

长足的传播，慈善思想和慈善意识才能更

深刻、长久地进驻人们的心间。那么，慈

善文化的历史沿革才会朝着更加优化的质

量和完善的程度迈进，慈善文化的形态变

迁也才能向更严谨科学、规范化的模式生

成进展。

二、根源：中外慈善文化基础和传统

根源之异同

中国传统而悠久的儒家文化核心价

值观是以“仁爱乏善”为至上准则，“大

爱无声、仁者无敌”，而西方的宗教历史

久远，基督精神和神圣旨意的背景深厚，

他们的慈善根基主要建立在“博爱兼爱”

的基础之上，推崇的是广泛博大面对全体

的施舍与慈爱。 “手足情、家本位”和

“道德礼教、君权至上”、“尊老爱幼”

等思想根深蒂固，同时孔子、孟子对仁

义、慈爱和恻隐之心等做过精妙的阐论，

这贯穿着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中华民族

文明史进程，既有民族性又有历史因素，

并且在时间和地域的分布上呈现出多样化

的特征。

在西方较为被世人所认可的是“爱

人如己”的精神，坚持忍耐平等，追求博

爱自由，基督文化和宗教信仰进一步强化

了这些思想。教会也常常是宣扬慈善精

神、进行慈善活动的主要场所。需要指出

的是，在这个方面不分中外具有一定的一

致性，即中国的慈善文化同样也深受宗教

的影响，比如佛教和道教，它们和儒学一

起在潜移默化中奠定了中国慈善文化的基

调。弘扬礼仪、良知先行，民族传统和社

会风气形成了认知共同体，即以行善、乐

施为美德，舍己、无私为高尚，尊重忠

诚、宽厚、包容之人，这无疑对国家社稷

的延续是有利的。佛教中认为杀生是羞耻

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爱护其他生命，而

不能践踏、伤害他人，提倡“救人一命胜

造七级浮屠”这种境界，这说明中国慈善

文化是以仁义、慈爱、悲悯为核心的，更

关注与当下，今世的造化修行来获取良知

无愧和内心的安宁。而西方更多则是在伦

理层面，并且重视超越民族、人种、国

度、性别等界限的广博之爱，是一种无歧

视无等级的不分阶层的平等状态，这种慈

善文化具备浓厚的普世色彩和自由主义精

神。

由于国外教会宗义认定“原罪”和

“赎罪”的存在，由此派生出了忏悔过

错、消除罪孽、与罪恶感搏斗等一系列

理念，所以西方的慈善文化成为了净化

灵魂的一种途径，教徒们对上帝虔诚膜

拜并不断反省自我，力求进入更神圣更

自律的境界。在人性品格上以谦虚低

调、惠顾他人为上，用互济的形式和施

舍物质钱财、付出体力劳动等以达到道

德的要求。西方的慈善文化突破了血缘

亲情，即使在陌生人之间也皆为兄弟姐

妹，同胞或异族都是值得同情的。当

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理想和现实的

差距始终存在着，但这并不能否定美好

的初衷。宗教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方面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帮助人们

塑造正确的价值观，作为一种强大的精

神支柱而为世间善举推波助澜。

中国的“仇富”和西方的“罪富”

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西方的基督教

反对商业行为是因为这样会助长贪婪、邪

念等罪恶的滋生，教徒威慑与上帝的威严

和震怒；在中国社会大众则是对财富拥有

者有一种期待和觊觎，如果富豪不适时捐

赠会被视为吝啬、没有人情味。国外认为

慈善是一种义务和责任，进行慈善活动能

延缓、消解罪恶，否则就将遭受惩罚和蒙

羞。与此不同的是在中国，慈善文化被看

作是自发性行为，是判断一个人作为社会

个体在道德层面的优劣之差，有些人败坏

沦丧、良知泯灭，这被视为耻辱和悲哀，

但不会有严格具体、强制性的奖惩措施，

更加的大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也。这是

由东方人的哲学思想和民族性所决定的，

相对地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体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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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使得道义层面的慈善文化被部分法律

化，基督教的监察和舆论压力将使违背慈

善精神的人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而积极投

身慈善事业的富豪也好平民也好将被视作

圣洁伟大之人，成为宣传榜样（以对抗人

与生俱来的自私利己性），这其中有一定

的虚伪性和理想化，却也体现了实用主义

的现实操作。

三、发展：慈善文化生态的差异性和

慈善体系的区别

从慈善文化的发展角度来说，中外

慈善事业与当代慈善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协调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与当今

慈善文化、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

矛盾，所以更要在慈善系统的开放性、自

洽性和公平性之间取得相对的平衡。慈善

文化的生态包含了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

经济和人际关系，慈善体系的不同组织和

下属机构的设立也是因地制宜，无法用一

种模式来固化。慈善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

常态，已经通过自身的传承证实了其强大

的生命力，不仅中外的慈善文化生态和体

系区别巨大，而且系统内部的差异也是同

时存在的。

1.西方：小政府，大社会

简单概括西方的慈善文化生态和体系

的特点，不难看出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

主》这本书中写到：“在法国，凡是创办

新的事业，都有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

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

一定组织社团。”①这说明西方的社团是

慈善的领军团队，政府赋予社会更多的职

权和责任，全民性的公益活动比比皆是，

不仅可以弥补政府作为中的不足，也是更

具号召力和亲和力的慈善形式，有利于吸

引更多的社区成员参与到慈善活动中来。

在西方（注：本文“中外”的外将重点论

述以欧美等资本主义为主的西方国家并展

开和中国的比较，其他的国家如亚非暂

略，以突出东西异同比较研究），富人阶

层和效益良好的企业必须热衷于慈善事业

才是完成了社会所寄托的使命，富豪的遗

嘱里没有表示捐赠就无法获得世人的尊

敬。在他们看来，带着一大笔钱离去是

可耻的，同样，企业也应该经常投入到

慈善活动中去。此时，顺应产生各种各

样的社团组织层出不穷，慈善基金会、

委托机构也大量涌现，公众利益得到了

最大化的保障，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调

节缓和了阶级矛盾，政府从中得到了政

绩之外的实惠，所以这是一种战略性的权

重。

2.中国：大政党，广人民

中国传统慈善接济到现代乐施，从民

间义赈到组织救济，经历了长时间的运作

和调整。慈善文化宣扬舍身忘我、惠及他

人的奉献精神，慈善组织是这种文化传播

的现实载体，也是直接工具。但不可否认

的是，时至今日，当代慈善的社会认知度

仍然较低，有一部分人甚至存在误解或几

乎完全不了解，可以说，慈善文化在我国

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完全普及开来，这是由

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刚刚步入高速发展的阶

段，人们只有在达到了一定的富裕水平才

会更轻松地接受并认可慈善文化，否则自

身的压力和负担就使得慈善事业的潜在人

群暂时被压抑了，从而无法增加这部分的

贡献数量。宏观层面上看政党是扶持慈善

的主力军，然而细化到具体之处，真正推

动慈善之轮滚滚向前的还离不开广大人民

的付出，党和政府起到的是宣传与引领的

作用，人民是行动者和响应者。由于中国

有大量的财富散落在民间，一旦收集起这

些力量效果将是惊人的。从本年度的突发

事件可以发现，政府应急处理，人民应激

反应，全国各地的人们自发性的慈善行为

为灾区同胞带去了精神上的激励鼓舞，送

上了物质上的抚恤安慰，这样大大增强了

国家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并有利于信

心重建和生产恢复。

四、启示：发扬慈善思想与慈善意识

对当代慈善文化的影响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市场的繁

荣、追求利润、效益先行的风气下，社会

对慈善文化的渴求并没有得以消减，反而

随经济形势的好转呈正相关状态。慈善大

军需要全体人民的加入，慈善活动应该长

期活跃。古人丰富而传统的慈善思想包含

了深厚的价值指向和道德观念，“劝人向

善，助人施善，乐于助人，施惠于人。”

这些朴素而诚挚的训语体现了慈善意识的

教化功能，类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

恶小而为之。”这样的告诫箴言充满了德

育精神，这对净化社会环境、熏陶人们心

灵、冶炼高尚情操、促进慈善之花盛开有

着莫大的推波助澜之力。

有益启示：“慈善文化体现出的是

一个国家慈善事业是否发达，是否具有鲜

明的社会感染力和引导力，同时也体现出

企业用发展的成就回报社会的一种精神，

体现出和谐社会让财富第三次分配从而惠

及更多穷人的一种境界。因此，必须大力

传播慈善文化，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

使之成为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强大动力。”②传播慈善思想、发扬慈

善意识对当代慈善文化的生成和培植起到

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慈善活动成为社

会互助行为，慈善文化在人们心底深深扎

根，慈善贡献成为衡量社会价值是否体现

崇高精神的标准，这个国家才是健康、和

谐、生机勃发的国家。

五、结语暨中外当代慈善文化建设的

意义与前景

综上所述，中外当代慈善文化从起始

根源到生成发展都有很大的异同之处，也

显露了有益启示。慈善文化无论在中外国

家，其建设的脚步不仅没有放缓，相反是

在加快慈善事业的进程、慈善文明的传播

和社会慈善生态体系的完善。这种建设深

具意义：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潮流

中，慈善事业的建设和慈善组织的壮大是

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慈善文化的发展是

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二者的关

系互相推进，表现为：慈善事业是慈善文

化的传播载体和生成主体；慈善文化是慈

善事业的内部动力和促生原力。慈善文化

与社会文明息息相关，慈善的普及与健全

的福利制度互为依托。

对我国的慈善文化建设而言，时下既

是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未

来的前景必然是创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相结合和适应当代政治经济体制的新型慈

善文化，符合中国国情，惠利人民大众，

对社会对民族始终怀有深切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渲染出慈善文明的大氛围，慈善

文化的建设之路尚且漫漫，这种超然行为

和自觉意识也将把国民带入全新的慈善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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