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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宗教曾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公益慈善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至今还在公益慈善

领域继续发挥和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与角色，并以其信仰理念、价值观念和相关的社会

训导及服务实践奠定了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基础。时下中国宗教界在公益慈善上所发

挥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及发出的声音虽然还很有限，但宗教在慈善事业上的优势和

潜能还很大，有待进一步的开发。本文拟从当今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及宗教对其产生

的影响，来探讨宗教与慈善的关系，并展望其相互影响和未来的共同发展。

关 键 词：宗教 慈善 捐献 财富观

作者简介：张士江，河北信德公益基金会创办人，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所长。

现代意义上的公益慈善事业，如基金会、民办非盈利组织、志愿者服务等，其发展均与宗教有关，

要么起源于宗教，要么深受宗教的影响。亨利·艾伦·莫（Henry Allen Moe）的名言“宗教乃慈善之

母”道出了宗教与慈善的密切关系——宗教曾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公益慈善观念的产生和发展。1

公益或慈善（Charity）源自拉丁文 Caritas，原意有爱、慈爱、博爱等意思。在中文里，公益慈善是一

个新的名词。拉丁文 Caritas 译为中文后有两层意义。其一，基本意义还是慈善和爱德意义 ；其二，被

翻译成了教会的一个专有慈善组织名称“明爱”（基金会）。2 其实，做慈善就是直接以爱心服务或将捐

献者的捐献透过可以信任的第三方捐给那些有需要的受助弱者。宗教在起初扮演过、至今还在以各种

方式继续扮演这些直接服务或第三方的角色，并以其信仰理念、价值观念和相关的社会训导及其服务

实践奠定了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基础。以基督信仰为例，教会同情、怜悯、爱主爱人等博爱精神，教

会的财富观和终极目标信仰，教会有关人类正义、责任和义务的社会训导，都对现代慈善观念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社会大众自觉自愿爱心捐献的动力之一。

当前中国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已经起步，无论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基金会以及各种民办非盈

利组织都在发展，而且也为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政界和学界都在支持推动，宗教界自身也在

努力尝试，时下中国宗教界在公益慈善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还非常有限，宗教在公益

慈善事业上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潜能还有待进一步开发。本文拟从当今公益慈善事业的发

展及宗教对其产生的影响，来探讨宗教与慈善的关系，并展望其相互影响和未来的共同发展。

一、从激情捐献到平常参与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从上到下同心同德的抗震救灾和慷慨捐献行动曾感动了无数国人，也让

世界刮目相看。当灾难发生时，人们因同情和感动而慷慨激情捐献，乃至个人或团体为之英勇献身，

1  Warren Weaver, et al., U.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Their History,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Recor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7), p.19. 转引自李韬 ：《慈善基金会缘何兴盛于美国》，载《美国研究》，2005 年第 3 期。

2  明爱 (Caritas) 是天主教普世性救援组织联盟，主要提供紧急援助、可持续性发展及和平建设服务。目前国际明爱有 162 个国

家或地区性的成员，每年在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服务 2.4 亿人。明爱不但有全职员工，更有数十万志愿者。可用资金超过

150 亿美元，其联合周转资金超过 55 亿美元。参见拙文《宗教在灾难危机中的作用》，《佛教·文化·科学·慈善》下册，上

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第 6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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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称道表扬。当国家（如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和社会有急需时，人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而争做志

愿者，值得肯定欣赏。当娱乐或体育明星在赈灾晚会上引吭高歌和大声疾呼时，人们热情回应，也值

得鼓励叫好。为赈灾和各类紧急援助而给予的捐献，这是非常有效、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募捐活动方式。

不过，这只是做慈善的一种形式、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一个人真诚的捐献是其爱心的自然流露 ；一个公益慈善基金会或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是

其专业素质及基本职责的具体发挥。做慈善不能只是一时的热情，而应是社会大众自觉自愿和长期的

积极参与。当然，做慈善不仅仅是特殊群体——富翁、明星和专业爱心人士——的责任义务，而应是

全民性的自觉行动。在慈善事业上，无论捐多捐少或做多做少，其意义就在于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

也在于通过奉献一份微薄的爱心而见证了自己的信仰及追求，还在于在传递爱心的同时活出自己的人

生价值，并使自己也获得祝福。当然，其更重要的社会意义还在于带动社会大众都行动起来共同奉献

爱心，使社会形成一个彼此关爱的大家庭。乐捐的带头作用也是一种无声的劝捐，其影响作用远大于

乐捐本身。

值得指出的是，做慈善也不一定非要皈依某种信仰，因为我们每人，无论贫富贵贱，无论信仰何

种宗教，抑或有无信仰，都能奉献爱心。我们这样做好事或善事的“目的可能相当简单，也许有的人

是为回报社会人群、意识到‘施比受更有福’（宗 / 徒 20:35）、也许有的人只是为图个平安和心里踏实、

还有的人有时表现出英雄壮举。无论哪种原因，都是人们善良天性的一种自然流露。”1 重要的是因宗教

的影响而能认识和接受这种慈善观念，并予践行。

不可否认，境外发达国家或港台地区老百姓日常的慈善捐献与志愿服务意识非常强。这些参与和

捐献者不仅仅包括富人，更多的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以美国为例，美国施惠基金会于 2007 年 6 月 25

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富豪的巨额捐助影响大，但对比看其实只占全国慈善捐助总数的很

少一部分，支撑美国慈善事业靠的是普通公众。报告举例，2006 年美国慈善总捐助为 2950.2 亿美元，

其中普通百姓的捐助高达 2228.9 亿美元，约占捐助总数的 75%。2 无论美国慈善的总捐助数量，还是

普通百姓的捐献总额，为有 3 亿多人口的美国来说，其人均捐献数量都非常可观。这组数字显示了一

个国家全民性极强的捐献意识、极高的助人觉悟、各族人民之间相互关爱的美德以及良好的社会风气。

据统计，一般美国的慈善捐款大约 85% 主要来自普通百姓，10％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3

同时，研究还显示，慈善捐助增长和美国经济成长相辅相成，捐助去向首先分布在宗教机构和教育事

业。4 美国老百姓相信和优先捐给宗教团体及教育事业的选择，形成其全国性民间慈善事业相当发达的

特点及原因。

中国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以 2006 年同一时期的数字对比看，前几年中国慈善捐赠中只有 10%

来自普通百姓，而且，捐助行为主要是通过单位、学校、街道被动捐赠，当时经常主动捐赠的人数很

少。5 即使这个现象在最近几年已经有所改观，但我们的慈善捐献差距还很大。根据《中国城市公益慈

善指数（2011）》显示，“涵盖 53 个中国内地城市和新疆建设兵团的人年均捐赠额是 43.2 元。其中，人

均捐赠额最高的是深圳，达到 393.66 元 ；厦门市民的慷慨度为全国第二，年均捐赠额为 247.96 元 ；紧

1  拙文《从进德公益展望有信仰背景的公益事业的发展》，张士江、魏德东主编 ：《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北京 ：宗

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第 23-24 页。

2 《富豪捐助只占善款总额小部分》，载 2007 年 6 月 26 日《晨报》，第 16 版。

3 陈国华 ：《从“数字落差”看国内慈善事业的落后》，《中国经济周刊》，2007 年第 43 期。

4  如 2005 年美国接受捐助最多的是宗教机构，居首位，其次是教育机构。同上，陈国华，“从‘数字落差’看国内慈善事业的落

后”。 1996 年美国宗教机构获得的捐款也占全国慈善捐款总额的 60%。参考刘澎 ：《当代美国宗教》，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1 年，第 326-332 页。

5 陈国华 ：《从“数字落差”看国内慈善事业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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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其后的无锡、上海、昆山、江阴等城市，市民年均捐赠额达到百元人民币。”1 虽有进步，但为什么我

国全民性的自觉自愿捐献意识还没有形成？我们的捐献差距还很大？为什么一些国家普通民众拥有如

此积极的捐献意识？平日捐献量这么多？且信任并优先选择宗教？为什么宗教对其成熟的慈善理念及

其实践有如此深的影响？

虽然当灾难发生时，官方通过媒体和赈灾募捐晚会都能主导局面，官方号召也会产生轰动效应和

良好效果。然而，常态之下人们自觉自愿慈善捐献就会非常有限。如果某些慈善机构遇到信任危机，

就严重打击大家的积极性，影响大众的捐献效果。究其原因，除了政府的免税优惠政策不到位和法律

制度性的监督管理不力，官办或半官办垄断下的公益慈善事业难于调动全民的积极性等原因之外，平

常我们全民性的爱心捐献和参与意识不足 ；传媒宣传和推动的力度还不够 ；中国社会大众对慈善公信

力的理解信任也还有距离 ；当然，平日里缺少来自宗教慈善理念的熏陶及其动力推动也是不能忽视的

关键因素之一。

二、从劝捐到自愿奉献及大众参与

2010 年 9 月 29 日，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为中国富豪举办了一场私人慈善晚宴。中国媒体将“劝

捐”和“裸捐”这两个概念提出和放大，引起了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也让一些中国富豪因此而止步，

并持观望态度。这是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二人不明白中国富豪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持有的财富观和所

受的宗教信仰熏陶教育都不同于二人的必然结果。当然，不管中国富豪们接受与不接受两位美国富豪

的慈善理念，也不管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两人是否有劝捐意向，抑或这次晚宴是否成功，但通过这次

晚宴，巴比二人有力地挑战了包括富豪们在内的很多中国人的财富观和慈善理念以及慷慨自愿的捐献

意识。

当前，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劝捐者是政府及有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会。从呼吁和组织捐献到接收实

施，政府实行了一条龙作业 ：官方号召和指示，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接受实施，民政部门监督执行，

逐渐从慈善事业方面塑造了一个全能政府的形象。目前中国内地 800 家官方或半官方慈善机构享有

80% 的慈善资金来源，而民间约 15 万家慈善公益机构仅占有 20% 的慈善资金来源，2 这里不难发现，有

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在公共募捐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其垄断地位是任何民间慈善组织无法无力与之相比

竞争的。它们尽管对普通百姓的自觉自愿的长期捐献的影响力有限，但可以通过官方影响为一些捐献

企业带来发展机遇。但从 2011 年夏季出现的“中国慈善风波”看，有些基金会的可信度相当脆弱。

我们国家想要把慈善理念深植人心，逐渐形成一个让全社会都想积极参与，让人人都愿意慷慨捐

献和参与志愿服务的优良社会风气，就需要从心灵上引导，即从心灵上提高大众的自觉自愿的慷慨捐

献意识。实践证明，能从心灵深处产生效果的最适合的劝捐者应该是各个宗教。宗教不但从心灵上对

人有约束力和影响力，而且，所要求人们当尽的社会责任义务、所主张的社会正义学说和所倡导的财

富观都有益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在宗教信仰熏陶下的财富观和爱心奉献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深刻影响

比尔·盖茨曾誓言捐出全部财富，而不留给自己的孩子们。没有人认为他在作秀，盖茨实现了这

个目标，其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我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3 卡内基这样理解财富与死亡 ：“死时越有

1  首份《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2011）报告》发布，2011 年 08 月 26 日《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1260/15521144.

html。

2 《草根慈善 ：终结“郭美美”的可能性之一》，《羊城晚报》，2011 年 07 月 03 日。

3 《盖茨 ：我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载《新闻晨报》，2008 年 6 月 24 日第 A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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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死得越丢脸。”1 他认为 “有钱人在道义上有责任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2 无论盖茨的财富观

念，还是卡内基的理财理念，均与基督信仰的教导相一致。从社会训导层面，教会非常强调我们人类

不是所拥有财富的主人，而是这些财富的管理人。

圣经有关论述财富的章节很多。如“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入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骆驼穿过针孔比

富有的人，进入天主的国还容易。”（玛 /太 18 ：25）耶稣因此劝勉人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但

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玛 / 太 6 ：19-20），并施舍赈济穷人，以获永生赏报。（玛 / 太 19 ：21，29）对

于为富不仁的富者，耶稣通过“富翁与拉匝禄的比喻”严厉地指出，没有同情慈悲心的富人不但要受谴

责，而且还要接受永远的惩罚。（路 16 ：19-31）在现世对于那些为我——弟兄姊妹中最小一个做的或

没做的，末世都要接受公义的审判与赏罚。（玛 / 太 25 ：35—45）福音中这段“最后审判”被誉为“天

国的大宪章”。终极目标虽为来世，但对现世影响深远。正是有这样的信仰熏陶，才形成了一些国家既

有雄伟的宗教建筑物，同时也有非常发达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平衡与和谐的社会局面。

慈善捐献数量固然重要，评比“首善”也有鼓励和推动意义，但普通大众的微薄爱心和真心奉献

及热情参与同样弥足珍贵，诚如一位美国小女孩露西所询问的“慈善的不是钱，是心？”3 因为爱是无法

用数量来衡量的。一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兰姆姆及其修女们在物质捐献上肯定无法赶上任何一位

亿万富翁的捐献数量，因为修女从来不对外提供资金援助，也从不主动对外求援，但修女们给予那些

生命垂危者的慈悲爱心感天动地，绝不是金钱数量可以比拟的。毕竟慈善捐献数量只是一个表现形式，

不应该成为衡量公益慈善的标准。一些公益慈善问题也不只是仅有金钱就能简单解决的。公益慈善更

是爱心传递及无私大爱的付出，爱的服务和付出同样非常重要。德兰姆姆以其大爱最完美地诠释了慈

善的意义。今天置身当今中国南方、西南、西部和华北等地 20 多座麻风病康复院或中心及独立村落的

80 多位中外修女也同样以其爱心服务诠释了人间的这种大爱和慈善的真谛。4 因此，做慈善需要全社会

的爱心参与，并应该珍惜每一个力所能及的爱心奉献。

与此相反，时下中国社会缺少宗教信仰约束的另外一种财富观和消费趋势的单方面增长令人担忧。

近年来，中国的人均消费逐年上升，尤其节假日的高消费达到了令世界惊叹的地步。如 2011 年十一假

期出境旅游的 220 万人平均每人在外消费 950 美元，总数达到 21 亿美元，其数字震惊外媒。5 近年来中

国开始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6 这些现象促使那些援助中国的发达国家及越来越多的国际公益

慈善基金会停止和减少了对华贫困地区的援助。令内地基金会和公益慈善组织在海外的筹资变得越来

越难。海外合作伙伴不断告诉一些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如今在欧美为中国项目募捐非常

困难。中国有那么多的富豪，那么多漂亮的现代都市，中国还需要我们省吃俭用地帮助他们吗？他们

应该承担捐助弱者的责任。但在贫富差距非常悬殊的中国，一些富人缺少自觉自愿捐献意识，对公益

慈善事业没有兴趣，甚至躲避爱心捐献。同时，全国范围内，来自民间的那种自觉自愿的捐献爱心之

风也尚未形成。

政府救助行为与民间慈善应有本质的区别，但二者可以共同发展，相互补充。越来越多的国家和

1  安德鲁·卡内基 ：《论财富》，载赵一凡编 ：《美国的历史文献》，北京 ：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 194-208 页。转引自李韬，《慈

善基金会缘何兴盛于美国》。

2 李韬 ：《慈善基金会缘何兴盛于美国》。

3 《慈善的不是钱而是心》，《读者俱乐部》，2007 年第 6 期。

4  信德文化研究所 ：《中国天主教资料统计 ：2009 与 1948》，《信德报》，2009 年 12 月 20 日总第 395 期第 1 版。参考陈爱苹 ：《麻

风病者的天使》，《信德报》，2003年 6月 15日总第184期第7 版。《麻风村里的“德肋撒修女” 》，《信德报》，2006年 11月 20日，

总第 284 期第 7 版。黄鹂 ：《为麻风病人撑起一片蓝天》，《信德报》，2010 年 12 月 10 日，总第 430 期第 2 版。

5 《中国游客黄金周境外血拼 外媒感叹购买力惊人》，载《扬子晚报》，2011 年 10 月 05 日 A5 版。

6 《业内预计 2011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奢侈品消费国》，2011 年 04 月 17 日，“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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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识之士认识到，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软实力，发达的民间慈善事业对内可以缓解贫富矛盾、促进内

部和谐，对外可以树立国家的正面形象，为外交发挥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1

2011 年刮起的一场慈善风暴，将部分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引起社会各界对中

国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关注和讨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宗教角度探讨慈善，无论从激情捐献到自觉

自愿的持久捐献，还是从人生信仰追求到对爱心服务和财富观的思考认识，中国社会各界都有必要多

些反省和思考，包括重新发现和重视发挥宗教在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上的作用，尤其从心灵上对慈善产

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古今海内外一些成熟的慈善经验对我们有所启发，并有助于打破当前慈善

窘境及其垄断现象，推动中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全面改革和发展。

四、 结语

无论什么社会，只要有穷人，就需要慈善事业来救助。无论什么制度，只要社会存在贫富差距，

就需要慈善事业来平衡。慈善事业是人类文明的标记之一，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路途上所不可或缺的

伙伴。

由宗教协助扮演劝捐者的角色既可以淡化政府与社会的压力，化解民间矛盾，重振慈善信心，又

能在人们心灵深处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和深远的影响。从而提高全民长期、持续、稳定和规范化地参

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加强主动捐献意识，逐渐养成互爱互助的社会风气，使民间慈善理念日臻成熟

完善。

除了传教和教务活动之外，当前中国宗教界多做慈善是明智的选择。因为透过爱的行为，才能有

效见证自己的信仰。同时，发挥好宗教的作用与政策不相违背。2 当然在目前的社会体制下，中国宗教

界参与和发展慈善事业只是拾遗补缺，而不是，也不可能代替任何政府部门和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及

其慈善组织。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国情与其他国家不同。我们无需生搬硬套地采用他人的模式，

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宗教对现代社会成熟的慈善理念的影响和贡献也不应该被忽视。如何发现和发

挥好宗教在慈善上的潜能作用，值得政界的重视、学界的推动以及教界的实践尝试。

港澳特区和台湾地区不但将社会慈善事业开放给了宗教团体，甚至，香港特区政府一如很多发达

国家一样拨款委托有信仰背景的基金会和公益组织去境内外赈灾，支持宗教团体参与医疗卫生服务和

大中小学教育。如，佛教和天主教、基督教办大、中、小学校，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和社会精英（曾

荫权和马英九等均曾就读于宗教界开办的学校）。有了宗教界的介入，宗教价值观念被自然地注入了慈

善理念之中，这样既调动了宗教界和社会大众的积极性，使得当地的社会慈善事业异常活跃，生机无

限，同时，也为三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

希望不远的将来，中国宗教界能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和推动内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协助照顾

残婴、麻风病、艾滋病等社会弱势群体方面发挥其他慈善组织不能替代的作用，并发挥各自宗教的自

身优势，在更多领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责任编辑 杜 澄）

1 参考祝鸣 ：《慈善也是一种软实力》，（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 年 10 月 20 日第 21 版。

2  温家宝 2011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

针，⋯⋯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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