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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宗教慈善的外扩力和速度都有所增加,综观宗教慈善活动的项目和运作模式,逐渐形

成了宗教慈善的中国经验。随着一系列以宗教慈善为主题的大型会议的召开,我国宗教慈善开始进

入世界公益慈善世界,国际慈善界之间加大交往力度,在世界公益慈善平台上讲述中国故事。很多宗

教慈善组织甚至在“规矩”和“方圆”的平台上寻找突破,以期搭建自己的宗教慈善中国式平台。但在

具体的实践和运作过程中,如何提高运作的效率、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以及宗教慈善的外扩力则是目

前中国宗教慈善面临的挑战。笔者多年来主持撰写《中国宗教慈善报告》,经常深入到各宗教慈善团

体和基金会调研,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拟在田野调研的基础上,以宗教慈善的中国经验及其面临

的挑战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发展特点,并探索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内外兼修”,低调外扩的宗教慈善经验及特点

中国宗教慈善活动的特点是注重“内外兼修”,低调外扩。由于已经逐渐积累了一些相对成熟的

宗教慈善活动经验,各个宗教慈善组织相互学习和借鉴,强调“固本强身”的“内修”,“练内功”,在机制

和运行层面夯实自己的组织建设,与此同时,一方面积极“向下行”,进入基层、社区,着力帮助社会基

层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另一方面,积极向外走,努力进入国际视野,加入国际慈善活动领域。内外兼

修,践行慈善文化,慈善心灵。中国宗教慈善活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在中国宗教慈善项目分布和资源配置方面,宗教慈善组织基本是坚持常态项目,适度增加新

常态项目,积极外扩,向社会型的慈善公益领域偏移。
中国宗教分布格局具有的不均衡性同样影响着宗教慈善资源的分布。同样是以慈悲心、爱心做

宗教慈善,但是由于宗教慈善的宗旨和成员不同,就慈善内容和组织形式而言,参差不齐,有的发展较

快,表现出高速增长态势,但有的仍然停留在原有层面。近年来宗教慈善界已经开始分化。发展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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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组织不再以宗教场所为依托,而是成立了基金会,与现代社会慈善组织接轨。而大部分地区仍

然是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依托进行活动,其组织形式仍是宗教慈善组织。就宗教慈善活动总体而言,资
助型、服务型的宗教慈善组织偏多,而以培育宗教慈善人才队伍为出发点的慈善组织不多。宗教慈善

组织内部的文化精英发挥着积极作用,努力推动着宗教慈善活动的社会化进程。但是从目前的宗教

慈善活动来看,大部分宗教慈善组织基本都是在坚持做好常态化项目的同时,再积极拓展新项目,建
立新常态项目。

例如,南京市宗教慈善活动的常态项目初具规模、形成特色,其项目“内容非常丰富,基本涵盖了

扶贫、帮困、赈灾、助残、助学、养老、义诊等公益慈善的各个范畴,并且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都有

各自的侧重点和亮点。如栖霞寺每年捐助10万元为2000名贫困学生开展“爱心书包”活动、每年定

期走访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市伊协多年坚持资助42名南京高校贫困少数民族大学生、扶贫30位乡

老;惠济寺每年为汤泉、石桥中学贫困学生发放奖学金;市天主教爱国会每年慰问南京市麻风病院的

康复患者、每年都邀请全国知名中医为颈椎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开展义诊活动;浦口区佛协每年组织法

师、信众开展义务献血活动;清凉寺每周四举行慈善义诊。每年腊八节全市所有佛、道教场所都会免

费为市民提供腊八粥,从而使“腊八节去寺庙”成为很多南京市民的生活习惯。此外,有的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所还积极为有需要的人士做好心理疏导,使宗教慈善活动既重物质也重精神。如鸡鸣寺

设立的菩提轩心理咨询中心一直免费提供心理疏导,市伊协派阿訇通过主麻的卧尔兹大力宣扬伊斯

兰教的慈善观,市基督教两会受市公安局邀请每月都选派教牧人员到市女子监狱帮教那些被“全能

神”邪教迷惑的女囚犯。”〔1〕

由于长期坚持这些常规化项目,宗教慈善组织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宗教慈善品牌。“比如,天主

教南京教区于2005年9月创办的方舟启智中心,主要为有需要的特殊人士提供“从生到终”的终身一

站式服务,目前已成为南京市乃至江苏省民间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专为残障人士提供全面康

复训练和服务的非盈利性慈善机构。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完美人格小义工训练营”,是全市率

先开展的青少年服务项目,由青年会工作人员、高校社工专业师生、外国留学生义工组成的专业义工

辅导小组进入学校,进行青少年预防犯罪行为矫正工作。其中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为珠江路小学编写

的《青少年服务项目书》在2012年全国妇女社会工作方案征集评选中获奖,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为《21世纪社工实务工作案例》教材于2013年出版发行。”〔2〕

福建石室禅院慈善功德会在会长忠明法师的带领下,在2014年新增了社区微公益活动,每周六

走进不同的社区,举行收集衣服济贫寒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加入到了该功德会爱心传播的行列中

来。“石室禅院慈善功德会自从2000年创办以来已经有15年时间,经过了一个初步的摸索期,从无

到有、茁壮成长,积极开展“护生放生、助医、助学、助困、救灾、志愿服务、推广传统文化、旧衣回收、国
学导读夏令营、厦门佛教界慈善周公益系列活动、中秋感恩博饼晚会、父亲节感恩朝山、会员生日感恩

会、参学名山”等慈善项目外,还举办了首届石室禅院杯海峡两岸佛文化摄影赛,海峡两岸佛文化书画

交流展,参与了2014年两岸十大感动事件之奇迹宝宝的爱心大传递。在2014年,石室禅院慈善功德

会将助学的方向侧重于大学生和高中生群体,资助厦门大学希望之光团队前往漳州白水帮扶留守儿

童,同时在2014年8月3日云南鲁甸发生地震时,功德会委托蓝天救援队,发放了5万元赈灾急需物

资和价值75万元的5千多件毛衣。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暖冬计划也已开展了六年,已资助了约三

千人次、近百万元;在2014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慈善功德会还组织会员义工在厦门与漳州六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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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南京市《2014年宗教慈善工作总结》2014nianzongjiaocishangongzuozongjie [SummaryofReligious
PhilanthropyinYear2014],http://www.nanjing.gov.cn/njszfnew/bm/mzj_1951/201412/t20141216_30935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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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贫困家庭进行入户慰问,让他们在传统的佳节里感受到人间的温暖。〔3〕

(二)与时俱进,借助高科技互联网技术,网络捐赠开始成为中国宗教慈善捐赠途径的一个主要平

台。
中国宗教慈善在内力和外力的推动下,整体推进,慈善活动主体多元,既有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依

托的,又有宗教慈善基金会,活动中既有协同作战的,又有各自为阵,在多元的宗教慈善活动中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影响。在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类型慈善基金会的模范示范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宗教慈善

组织开始进行强身固本,提高自己的项目运作和活动的公信力,并开始建立基金会,向社会慈善组织

转型。
晒账本、增加透明度,提高公信力开始成为中国宗教慈善“固本强身”的共同取向,与此同时,在网

上募捐,征集善款已经成为宗教慈善经济来源的一个主要途径。为了避免陷入挪用善款的争论,大部

分的宗教慈善组织在网上进行募捐时,都要求捐献人要注明善款的用途是用于慈善还是护生或者其

他途径。例如庐山东林寺慈善功德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银行账号时,直接就对善款做了慈善和护

生两个类别的分类,让捐赠人在进行捐赠之时就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选择捐赠。这一举措提高了

宗教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直接就规避了善款流向不明的问题,获得捐赠的可能性比未要求注明的慈善

组织高。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宗教慈善组织逐步在成熟、理性地进行社会慈善活动了,而不是

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对善款进行分割、配置,以至于造成一些误会。
(三)宗教慈善组织注重外扩,进一步推动着慈善项目的创新。
目前宗教慈善活动开始外扩,在慈善活动的运营和项目的运作方面不断创新。从文化的视角来

提升宗教慈善的影响力,在社会上形成慈善氛围更成为主流。
作为有信仰背景的慈善基金会日益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一步凸显其社会慈善功能。北京

仁爱基金会逐渐积累了相对成熟的经验,在继续保持原有的常态项目〔4〕之外,开始以启明书院、大运

河心栈等一系列文化项目凸显了仁爱基金会志愿者主体的高素质、高学历及其强有力的社会动员能

力和慈悲奉献精神,通过在一点一滴的慈善活动中,提升社会的慈善文化氛围,慈善心灵,从文化慈善

的大视野践行慈善精神。
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积极凸显自己在灾难救助现场的专业化特色和项目运作实力,5-6月月间

积极参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人道救援网络在全国发起主办的“向灾害SAYNO”减灾、防灾宣教活动。
作为河北地区的承办方,进德公益先后在大型生活社区、石家庄部分中小学校园举办一系列减灾、防
灾宣教活动,减防灾知识得到普及。2014年7月,进德公益为湖南省安化县遭遇水灾的172个家庭发

放了价值72304元的大米、食用油及棉被。8月云南鲁甸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进德公益及当地志愿

者前往灾区开展紧急救援行动。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进德公益已向重灾区鲁甸县银屏村、巧
家县新店镇渭姑村、马树镇8个村706户受灾同胞发放了价值752245.90元的棉被、帐篷、大米、食用

油、及过冬棉衣。2014年,受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进德公益在雅安地震灾区太平镇大河村开展以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帮助当地百姓发展养殖业的灾后生计恢复项目,通过数次培训,合作社各方面运

作已较为成熟。〔5〕

在积极进行灾难项目的慈善活动的同时,各宗教慈善基金会还关注NGO能力建设项目,培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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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jnet.com/cssy/tj/201501/t20150104_226720.htm
参考 郑 筱 筠 《2013 中 国 宗 教 慈 善 报 告》2013ZhongguoZongjiaocishanbaogao [A ReportonChineseReligious

PhilanthropyinYear2013],杨团主编《中国慈善报告》Zhongguocishanbaogao[AReportonChineseReligiousPhilanthropy](慈善蓝

皮书),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资料来源于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 HebeiJindegongyijijinhui[JindePublicBenefitFoundationofHebeiProvince]《2014年

度工作报告》[AReportonWorksin2014],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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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慈善的基层力量,增强慈善项目的执行力。例如,进德公益基金会的“NGO能力建设项目是一个三

年的计划,包含4次培训和15个小项目。培训在专业理论上给大家充电,小项目让大家实践所学的

东西。2014年分别于6月和12月中旬举办两次培训,主要是项目周期管理、筹资宣传、慈善机构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内容,国内20多家合作机构参加培训。培训后,合作伙伴CCFD还特

别支持参与培训的机构一个小项目,以便实践所学。继6月份的首次培训之后,5个小项目于本年内

开始实施。它们分别是:绵阳市科园社区颐乐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社区服务小组项目、辽宁省盛京仁

爱社会服务中心的大学生社群艾滋病预防宣传项目、兰州金城社会服务中心的青少年价值教育培训

项目、天主教万州教区社会服务中心的留守学生关爱项目和吉林农业发展项目。”〔6〕

(四)发挥地域优势,以中国宗教的空间分布为主要慈善网格,对边缘群体的慈善和中心城市视点

下的慈善活动都从不同程度地进行关注和活动,传递爱心,在实践中将慈善自觉地转换为文化驱动

力。

1.宗教慈善组织努力发挥自身地域空间优势,帮助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传递爱心。
中国宗教慈善界在向外走的同时,也反观自身地域的慈善资源,积极进行内部的自助和互助,在

实践中将慈善自觉地转换为文化驱动力。
湖北省佛教协会在慈善方面注意与湖北省佛教慈善基金会合作,“立足省内佛教界募集善款,主

要用于生活困难及生病住院的佛教教职人员的慰问救助。2014年春节期间,湖北省佛教协会与湖北

省佛教慈善基金会首先对生活困难的佛教教职人员进行调查统计,对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生
活十分困难、因患病需长期治疗的教职人员给予救助。最终,向全省各地206名佛教困难教职人员发

放困难补助共计13.9万元。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4年,省佛教慈善基金会从2013年成立至今,
向地震灾区和省内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及困难佛教教职人员累计捐助善款150万元。”〔7〕关爱需要帮助

的人群是宗教慈善的出发点,因此,这次佛教界内部的自助和互助是一个好的开始,是从身边做起,一
点一滴体现佛教大慈大悲之心的善举,也是宗教慈善“固本强身”之举动,应该为其点赞。

云南宝华福田慈善会的会长崇化法师早于2008年就引进了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的“光明计划”
项目,坚持每年免费为云南贫困地区2000名白内障患者做复明手术,并提供生活费和医疗费用,目前

已经先后在德宏、保山、大理等地义诊,摘除山区贫困地区老人眼睛白内障,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社会

边缘弱势群体。在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发生之后,云南宝华福田慈善会与云南宗教慈善基金会一起

迅速投入到抗震救灾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2.服务农民工、特殊疾病患者等城市边缘群体也开始成为慈善项目的一个内容。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加,武汉市基督教青年会也开始“把农民工作为自己的帮助对象,开

展了为进城农民工‘送健康、送文化’服务活动,先后与武汉市青联、市卫生局等单位合作,在武汉市重

点工程施工现场为进城务工人员免费体检,向他们宣传防止艾滋病知识,同时为农民工放映电影,丰
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为其子女提供免费体检,并建立了爱心健康卡”。〔8〕2014年武汉青年会有开始

关心农民工子女问题,积极关心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并开展留守儿童项目服务,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云南南传佛教“佛光之家”是云南南传佛教宗教慈善活动的典型,它长期以来依托西双版纳总佛

寺及各级佛寺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以佛寺僧侣为主,带领志愿者到城市社区、到乡村去开展各种慈善

活动,关心艾滋患者及其家属,艾滋患者感受到南传佛教界的慈悲关怀。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活动

过程中,“佛光之家”项目开始有意识地吸纳艾滋患者作为志愿者,让他们用现身说法的方式一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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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jnet.com/cssy/cssynr/201502/t20150204_227931.htm
http://www.sara.gov.cn/llyj/44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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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防治工作。有的艾滋患者志愿者曾经参与过“佛光之家”关怀项目,在面对新的被关怀对象时,
能主动与他们进行交流,一起分享抵抗艾滋对身心折磨的方法和经验。让这些社会边缘群体感受到

来自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更在这些信仰南传佛教的基层群体中,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和希望。

3.关注养老模式的发展,打造慈善特色品牌。
根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宗教界共开办了474家养老机构,仅占我国4万多个养老服务机构总

数的1%,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未获得民政部门的批准登记;宗教界举办的养老机构床位数总计约为2.
9万张,仅占全国474万张床位数的0.6%。从宗教界自身看,宗教界兴办的养老机构数量少、规模

小,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存在安全隐患,资金筹措困难、服务能力有限,人才缺乏、专业化程度低,还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9〕近年来国家宗教事务局开始组织力量对宗教界从事养老服务情况

进行调研。因此可以说,正是国家宗教事务局在“保护、管理、引导、服务”的工作理念指导下,帮助宗

教界与各部委协调解决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推动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
保护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助推中国宗教慈善事业的顺利有序开展。在政府政策的助

推下,2014年宗教慈善活动对于养老产业和养老模式的关注是这一年的亮点。由于宗教慈善界早已

有养老敬老的传统,在很多寺院、教会场所都有敬老院或医院。但随着国家相关部门政策的出台、社
会各界对养老院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为此很多宗教组织开始理性反思,学习借鉴先进经

验,积极投入资金进行养老院硬件设施的建设,并且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通力配合,努力

在养老领域打造自己的优势品牌。
在全国“宗教慈善活动周”期间,2014年9月17日郑州市基督教协会、佛教协会等宗教界人士就

到夹津口镇敬老院、丁沟村、大峪沟镇康乐养老院,向居住在这里的孤寡老人以及贫困户捐赠善款以

及大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还向慈善总会捐款5000元,积极进行宗教慈善活动。除了捐赠善款以

及赠送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外,宗教慈善组织开始有意识地与

武汉青年会利用国际合作项目资金,与社区合作投资近10万元扩建青年会大智街老人公寓,定
期组织职工、义工和会员为老人服务。并多次与所在社区和基督教教堂联合开展送温暖活动,为老人

义诊。〔10〕

上海道教城隍庙近年来也开始探索开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目前上海开始出现老龄化社会问

题,老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政府压力大,社会负担重。上海城隍庙本着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理念,
愿意举办养老院,尽些社会责任。希望以向现有社会养老院购买服务的方式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事

业〔11〕。虽然这项非营利性善事涉及问题较多较广,但这是上海道教城隍庙慈善活动的一个转型。

2014年广州道教上善义工社在城隍庙前忠佑广场举办一次公益慈善义卖活动,筹集善款用于帮

助长者进行房屋家居安全改造。广州道教上善义工社2014年与海珠区长者综合服务中心合作中心

合作,共同实施长者居家养老的“长者居家安全改造与倡导计划”,策划组织公益义卖活动,开展各种

活动,积极进行养老敬老慈善活动〔12〕

作为有信仰背景的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是较早关注养老领域的,它们对宗教界慈善活动有着重要

的引领作用,是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依托的宗教慈善组织的学习榜样,甚至是合作者。早在2010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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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inShanghaiChenghuangmiaoTemple],中国道教协会网站Zhongguodaojiaoxiehuiwangzhan.
http://www.daoisms.org/article/sort028/info-13537.html



国 学 与 西 学

德基金会与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一起,帮助南京市点将台社会福利院、南京乐龄老年护理培训中

心共同举办了“教会办养老服务技能培训班”,此次技能培训班的培训对象为江苏省内13所市级教会

及其下辖县、村级教会办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及计划开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教会工作人员,目的是为完

善教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养老知识体系,规范和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操作技能水平,让学员

树立职业道德,熟悉政策法规,掌握基础护理知识、护理技巧与操作要领,从而具备按“《养老护理员》
职业标准(初级)”独立地为老年人提供规范护理的基本技能。培训班将对学员进行国家职业技能鉴

定,成绩合格者将获得《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初级)〔13〕。目前江苏省基督教慈善活动在养老领

域的服务和专业人员培训方面都有序地开展着各项活动,在2014年受到社会好评,并在国家宗教事

务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中专门介绍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经验。
作为有信仰背景的基金会———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在积极践行慈善常态项目的同时,还别出心

裁,举办圣诞公益晚会“我与你同行”,除继续为残疾孤儿和艾滋家庭的孩子筹款外,还启动了两大公

益项目:为1000位贫困孤寡老人安牙,为1000名贫困山区及少数民族高中女学生筹集学杂费。这些

公益项目结合实地走访的VCR,通过“与你同行”、“温暖童心”、“圆梦行动”以及“圆梦行动启动仪式

四个篇章向来宾立体呈现。前九届,公益晚会累计筹集善款290多万元,1300多人获得帮助。这一届

公益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共筹款629364.55元。〔14〕在进德公益基金会的带动下,河北天主教的宗教

慈善活动也有序地开展了面对残疾孤儿、麻风病人、农村孤寡老人的慈善活动。
(五)努力提高运作的效率、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努力建设宗教慈善活动的公共信息平台,进一

步完善慈善活动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
宗教慈善网站的建立为普通民众参与宗教慈善搭建了一个对话、交流和行动的平台。运用互联

网的强大优势进行网络宣传,为宗教慈善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开始成为宗教慈善与现代社会慈

善资本更好地对接的一个平台。
宗教慈善组织建立网站,介绍组织成立的宗旨、目标、政治从事的项目,甚至晒出自己的账本,大

大提高了自己在互联网时代的知名度,同时为普通人参与慈善、了解慈善提供了“近距离”的接触途径

和平台,有效地化解了宗教场所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由于网络空间的便捷,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的开通为宗教慈善项目的网上募捐提供了一条捷径,很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慈善人士也在虚拟化

的网络空间中积极捐款捐物,参与慈善活动。
《2014年度湖南省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动公报》显示,2013年8月31日-2014年8月10日,湖南

宗教界向社会捐款(物)共计2487.02万元,开展的公益慈善项目涉及救灾赈灾、扶贫济困、助学助残、
敬老养老、修桥铺路、心理慰借、环境保护等方面,成为湖南公益慈善事业的有益补充。湖南宗教界共

向社会捐款(物)2487.02万元人民币(折合),其中助学项目捐款956.4万元,占比38%。湖南宗教界

一年捐善款2487万元助学项目约占四成〔15〕据了解,这是继2013年以来,湖南省宗教界第二次公布公

益慈善活动公报。在2487.02万元慈善款(物)中,有943.65万元来自湖南各全省性宗教团体,1543.
37万元来自各市州宗教界。其使用情况为:助学占38%,扶贫占16%,救灾占14%,公益项目占

10%,助残、养老、修路饮水工程、义诊等其他领域占22%。此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这也是中国

宗教慈善界在努力提高运作的效率、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努力建设宗教慈善活动的公共信息平台,
进一步完善慈善活动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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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宗教慈善事业的挑战及其发展趋势

随着政府各项政策的助推、引导、规范作用,尤其是2014年12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度民政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规范宗教界收留孤儿、弃婴活动的通知》、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全方位地推动着中国慈善新格局的建构,这对未来中国宗教

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的指导意见和标准,与此同时,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在经济新常态下,也
在积极进行创新探索,作为慈善组织的一名成员,中国宗教慈善活动在“内外兼修”的发展动力推动

下,也将会发生新的变革,进行战略式创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中国宗教慈善组织的“硬件设施”建设体系将遇到极大挑战。
中国宗教慈善传统的慈善领域,如孤儿院、养老院等特殊领域的慈善项目仍然是宗教慈善活动不

可缺少的常规内容,但是积极投入资金来建立孤儿院或敬老院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并未成为宗教慈善

活动的主流。在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日趋专业化、规范化的形势下,中国宗教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将会

受到极大的挑战。宗教慈善活动的文化“软件”系统的建设日益丰富全面,而“硬件”设施的建设却略

显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策与操作层面的对接仍然还具有一定差距。
虽然国家和政府鼓励和积极引导宗教界进行宗教慈善活动,但是从目前出台的政策来看,孤儿弃

婴、养老救助、艾滋病等边缘区域、特殊领域的救助仍然是引导的主要领域。国家的相关政策出台后,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并积极筹措资金进行孤儿院、敬老院、特殊专科医院等“硬件”设施现代化、国际

化、规范化建设的宗教慈善基金会囿于种种原因,还不是很多。
(二)宗教界参与国际慈善活动的前景较好,将会逐渐形成新的创新性宗教慈善模式。
由于诸如有信仰背景的慈济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仁爱基金会、进德公益基金会等大型慈善组织

的示范作用,宗教慈善组织向其学习和取经,未来中国宗教慈善的创新性发展会成为共识。
事实上,近年来年中国宗教慈善界参与的一系列大型会议的意义已经超越其会议本身,而是以此

为平台,向世界公益慈善界展示中国宗教慈善活动的特殊及成绩,扩大了佛教慈善的国际影响。未来

以研讨会、交流会等为平台的大型会议,尤其是国际性会议更会彰显其重大意义,这既是为中国宗教

慈善界提供了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机会,同时更是中国宗教慈善界积极创新,向社会慈善基金会学

习、交流的好机会。因此,未来这一交流模式会为越来越多的宗教慈善基金会借鉴。
此外,上海宗教界2014年12月成立的“上海大慈公益基金会”起点高,计划是直接打造国际化基

金模式,“启动了首批五个项目:一是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联手开展的‘生命源泉———儿童肾病救助’
项目将进一步向全国推进。通过儿童尿毒症双向转诊机制的建立和全国协作网建设,进一步推动中

国儿童慢性透析和儿童慢病慈善事业的发展,并通过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把“生命源泉”专项基金打

造成集预防、治疗、培训、科研于一体的国际化基金模式。二是慈善书画义拍项目将继续推广并设立

‘慈善书画宝库’,以团结更多奉献爱心的书画家参与,使之进入常态化操作模式。三是启动‘公益文

化论坛’筹备工作。四是启动救助儿童意外伤害事故的‘生命护航’项目。这个项目依托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帮助遭受意外伤害的患儿家庭和经济困难的重症患儿家庭,帮助患儿家庭度过难关。五

是筹备成立‘宗教文物专项基金’。”从其项目的规划设置和资源配置的协调分布来看,这显然已经不

是传统模式的宗教慈善,既有救济型项目,又有服务型慈善项目,但更有慈善事业的高平台视野,其组

织的独立性和专业化、国际化特征反映出“上海大慈公益基金会”现代化的高视野、高水平的基金会规

划蓝图。它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宗教慈善开始向国际化慈善领域进军。
(三)自身正努力形成同类别的宗教慈善组织共同体,以文化认同来推进文化慈善和心灵慈善。
宗教慈善联合体多为同心圆式的宗教联合,跨界的宗教慈善共同体将会逐渐出现,共同打造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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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同心圆”式的宗教慈善组织将成为宗教慈善活动的平台,未来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跨宗教慈

善基金会。所谓“同心圆”式的宗教慈善组织主要是指同属同一宗教的慈善组织相互连接,整合力量,
各个宗教慈善组织开始整合资源和力量,逐渐聚集形成“同心圆”的方式逐渐建立同类别的宗教慈善

共同体,例如以中国佛教协会的慈善公益委员会、上海宗教界的大慈基金会、江苏基督教的爱心公益

基金会等。例如,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成立于2009年4月,由江苏省基督教两会和爱德基金会

共同发起,主要是联合省内各教会,以卓有成效的专业基金会为依托,积极参与、指导区域性基督教社

会服务事工,服务社会。
由于宗教公益资源的动员和社会协调能力较强,以信众为中心,因此基于信仰为纽带的慈善组织

本身就有内修、内省的内在联系纽带,容易形成以慈善文化认同的联合。但目前尚未形成大的几大宗

教自发共同搭建的宗教慈善组织。随着我国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将来跨宗教公益慈善团体将会出

现。
(四)未来宗教慈善组织在社会资源的网络化整合方面会有新的突破。
目前中国宗教慈善组织活动对于资源的依赖性与空间分布的关系较为密切,由于还未形成高视

野的现代化慈善平台,故而在慈善资源的获得方面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以宗教组织为主体形成的

社会组织网络。未来宗教慈善组织在社会资源的网络化整合方面会有新的突破。
首先,随着宗教慈善的文化认同在社会层面的逐渐传播,尤其是互联网慈善资源的广泛传播,宗

教慈善网络平台的建立,使得传统型的封闭式宗教慈善捐赠资源会逐渐转变为开放式的社会慈善捐

赠,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人、社会组织与宗教慈善组织合作或工作,共同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
其次,志愿者参与社会秩序的建构与宗教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宗教慈善活动的社会参与

活动中会淡化。
宗教慈善行为中的意义认同、宗教慈善动机、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宗教理念的价值认同在早期宗

教慈善活动中是社会人眼中的衡量标尺。宗教慈善强调心灵慈善,在慈善行为中修行,在慈善中成就

自己,这是宗教慈善不同于社会慈善之处。例如河北省佛教协会成立的慈善基金会以“日行一善”开
始,如今已经将慈善理念播种于民间,并形成了一个组织有序、管理有效,志愿者队伍壮大,又有良好

社会声誉的佛教慈善社团,对此,常辉法师认为:“首先要确立一个佛教慈善理念,这也是现代佛教慈

善最缺乏的第一因素。佛教慈善不等同于世间慈善,它是在自我修行的基础上而利益他人的,因此我

们倡导无相布施,在无欲、无求、无我的修行中,冲破人类有欲有求,以“我”为中心和前提的有相禁锢,
而最终成就无上佛道。它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来利益他人,而是以平等、谦下、恭敬、感恩、空观、菩
提心广行慈善,慈悲供养承事一切众生。这种无相布施理念需要逐渐地融入四众弟子的内心深处。”

在宗教慈善活动中,以文化慈善、心灵慈善为主旨的宗教慈善基金会淡化了自己的“宗教符号”,
让慈善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在社会领域传播开来。这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过去在慈善过程中,宗
教慈善组织的社会行为大多是由宗教信徒去做,但现在随着宗教慈善项目在社会层面的日益外扩,宗
教慈善活动也开始招募志愿者进行活动,也有一些非宗教信徒作为志愿者加入到慈善活动之中,那么

在社会慈善中,仅仅是出于认同,而不是信仰的宗教慈善活动的宗教性如何表现与保持,这将会成为

未来宗教慈善活动在日益广泛的社会活动领域中面临的问题。这意味着宗教慈善开始从以宗教场所

为主要活动平台转而为以超越信仰,甚至无宗教信仰的的社会公共平台的转移。这也就意味着未来

宗教慈善组织在社会资源的网络化整合方面会有新的突破。
(五)在慈善新格局的转型过程中,宗教慈善活动的基层化、社区化特点将会更为突出,但其专业

化的难度增大,与现代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社会慈善基金会的高标准接轨将会困扰中国宗教慈善事

业的发展。
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内容、时限、途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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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要求,明确指出“慈善组织应及时公开款物募集情况,募捐周期大于6个月的,应当每3个月向

社会公开一次,募捐活动结束后3个月内应全面公开;应及时公开慈善项目运作、受赠款物的使用情

况,项目运行周期大于6个月的,应当每3个月向社会公开一次,项目结束后3个月内应全面公开。”
这一规定对于宗教慈善基金会来说,既是一种提高自己透明指数的途径,通过公布机构财务信息,包
括捐赠收入、业务活动成本、管理成本、人员薪酬等公众普遍关注的关键数据及其所占比例、通过财务

解读的方式帮助公众进一步了解宗教慈善财务数据的详细情况,提高了社会公信力,但与此同时,由
于缺乏专业人员,《意见》的这一规定动作对宗教慈善基金会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挑战。这要求宗教

慈善基金会在进行社会慈善活动时,必须具备与社会慈善基金会同样的财务资质和监督管理制度。
因此对于宗教慈善基金会来说,除了培养专业的慈善人才之外,还需要关注专业的财务人才的配置和

管理。
但是由于现代慈善资源分布格局使得宗教慈善活动的基层化、社区化特点将会更为突出。在宗

教慈善项目资源的配置方面,接地气的基层慈善、针对边缘群体、特殊群体的慈善活动将会偏多。一

方面要在项目运作资源方面接地气,向下行,一方面,在慈善资源管理制度的标准层面要与国际接轨,
要积极进入世界公益领域,打造国际性宗教慈善品牌,这对于正处于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模式转型

中的中国宗教慈善基金会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必须面临的难题。其专业化的难度增大,与现代化、规
范化、国际化的社会慈善基金会的高标准接轨将会困扰中国宗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总之,目前中国宗教慈善事业还呈现出弱自主性特征,很多活动由于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限制,
难以搭建高水平的国际化专业慈善队伍和平台。宗教慈善组织在运作过程中缺乏管理现代慈善的结

构,而在行政管理层面缺乏与政府各级部门的协调功能,因此,与社会公益慈善平台对接之后的可持

续、高效率、国际化运作的问题将会成为困扰中国宗教慈善发展的瓶颈。

结语

宗教的动力在于它具有超越既有世俗社会结构的能力。就宗教慈善活动而言,其宗教的神圣性

特征使其具有内在的自省优势,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的执行力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和透

明度,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和慈善资源优势,但宗教慈善组织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筹集、
项目的运营等规范化、制度化、国际化方面的挑战较大,如何在资源的运营方面与现代化的社会慈善

组织接轨也是必须要突破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由政府各级部门部门和社会组织推动的慈善立法行

动,也在推动着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的速度和外扩力。尤其是12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是中央政府第一次以总体规划的指导性意见来规范和助推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

展,这对于中国宗教慈善活动来说,这是从整体性治理角度来深化慈善活动的规划,是传统慈善模式

向现代慈善模式的战略转型机遇,更是现代化慈善事业对传统慈善模式的巨大挑战。2016年度《慈善

法》的颁布更为中国宗教慈善步入国家法制化轨道指明了方向。那么,如何应对挑战,如何适应挑战,
建构现代化、国际化和规范化的中国宗教慈善体系将是未来面临的问题,也是其战略发展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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