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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9 年 5 月 10 日，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举办“第

六期慈善大讲堂”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担任主讲嘉宾，畅谈“儒家

慈善观：理念与实践”。现将活动现场致辞和演讲内容整理发表，

以飨读者。

深慈联要成为弘扬慈善文化传统的推动者

——在“第六期慈善大讲堂”活动上的致辞

刘国玲

尊敬的康教授、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同仁：

今天，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在这里主办 2019 年第一期“慈善大讲堂”。

我们有幸请来了中国公益界的大咖——康晓光教授。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深

圳公益慈善界的小咖们。我或在这里说“小咖”，是因为在康老师面前，我

们这些在业界很有影响力的深圳同行只能称为小咖。

今天出席的嘉宾有陈章联会长、高金德主席、钟礼银处长、马卫红院长。

看到这么多熟悉的公益同仁，为精彩的文化大餐、慈善讲座相聚在这里，非

常感谢大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在此，我谨代表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

会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同行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成立于 2016 年，作为一个联合会，是服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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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业的枢纽型组织和服务平台。我们极力打造五大平台，尤其是在弘扬

慈善文化、开展慈善宣传这一平台。慈善大讲堂是我们面向公益慈善从业人

员和市民传播慈善知识的慈善文化大讲堂，旨在推动慈善宣传、培养慈善理

念。特别是在弘扬慈善文化传统方面，我们要做积极的推动者。慈善大讲堂

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平台，成功举办几期以后得到很好的反响。

今天我们能够在深圳大学举办这期慈善大讲堂，很感谢深圳大学给予的

大力支持。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公益创新专才班”提出：“播撒公益的种

子，助推跨界创新”，这样的思路与我们推动行业发展、提升专业水平有很

多吻合的地方。我想，通过这样的合作，对深圳市慈善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一是文化方面的提升，慈善文化的提升；二是专业从业人员的培养

和培训；三是市民慈善文化理念的树立。希望我们今后可以更深入的合作。

本次活动，马院长和深大的老师同学们也亲临现场，聆听这堂课，不管是在

会务安排还是参与方面都给予了鼎力支持，在这里也请各位对深圳大学给予

的支持表示最衷心感谢。

活动现场参与的各位来宾、同行中，有很多是深圳慈善行业里面很有影

响力的秘书长、从业人员。今天大家带着学习的心态来到现场，这是一个难

得的机会，也是对康教授的敬仰。康教授日理万机，不仅要做学术研究，而

且对很多慈善组织的发展给予指导。对于成立不久的深慈联来说，有人说能

把康教授请来演讲，我们很了不起，但我觉得是康老师很了不起，大家要珍

惜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则是中国慈善文化的根基之一，博大精深。

中国人民乐善好施的传统，能够得以弘扬至今，正是因为有儒家文化思想，

深刻地影响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如何把这些传统的思想文化跟我们现代的公

益慈善理念更好地融合起来，我觉得康教授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能给予我

们这方面的理论支持，对于我们各个慈善组织来说，乃至对深圳整个慈善行

业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如何去传播传统慈善文化，如何创新开展慈善活动，

我想今天的这一堂课会给我们非常好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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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典型，我

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也正是在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同时对于提

升深圳整个慈善行业水平来说，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们每一个

从业人员，我们自己的文化提升，相应的组织机构的文化也得到了提升。一

个有文化底蕴的组织，它的生命力才是永恒的。所以今天这一堂课，我希望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好好珍惜，好好学习。

在这里再次感谢康教授，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学以

致用并广泛传播，谢谢大家。

刘国玲 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秘书长

儒家慈善观：理念与实践

康晓光

首先感谢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还有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大学给我提

供了这么好的一个与各位朋友进行交流的机会，也感谢今天的各位朋友，能

够远道而来，进行交流。更多的感谢我就不说了，我就围绕着儒家的慈善观，

从它的理念到实践，跟各位朋友做一个简单的现场汇报。

今天来之前，我就在想如何介绍儒家的慈善观，因为这个讲座很开放，

既有我们公益的同行，也有管理部门的领导，还有深圳大学的同学们、社会

的公众，所以我选择的方式，一方面尽可能梳理慈善观的一些理念，另外将

谈及一个明末中国大思想家——高攀龙，在他的一生中，慈善的实践也是特

别丰富，做得也非常好，其研究相对来说也比较充分，所以我也想介绍一下

这个人的一生，还有他的慈善实践。

当我们讲到慈善事业，今天说慈善也可以，说公益也可以，实际上价值

观尤其重要。什么叫慈善？什么叫公益？古今中外各种定义也比较多，这些

定义也有分歧，但是无论哪一种定义，无论哪个时代、哪个文化观，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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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是非常一致的，也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利他。不管慈善怎么讲，公益怎

么讲，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一个利他的事实。当我们说某一个人做慈

善或者做公益的时候，基本上说他做这件事的出发点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

且实际的所作所为的结果是要改善其他人的利益，同时自身的利益无论以什

么样的形式，要承受一定的损害，这一切都是自愿的。

价值观利他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与利他相对的是利己，利己这件事

情，你不用去劝说，不用去鼓励，这是本能。生命在几十亿年的进化当中，

要想生存，就得竞争，如果连自利的冲动和本能都不具备，生命不可能产生，

也不可能存在到今天。所以围绕着关于一个人自利问题，我们不用太操心，

不用说服他，一个社会中很多建制主要还是用来限制和遏制人的自利冲动，

不要让他过分，不要让他胡作非为。但是关于利他就不一样，利他社会一定

要有一套主流的价值观，或者要有一套说法，我们讲的文化，即价值观、伦

理道德、行为规范等，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是与非、对与错、应该与不应

该等等。这样的一套说法给利他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鼓励和表彰的情况下，

这个社会才会出现大范围的利他行为。关于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亲身的体

验，不用深入思考，就可以有所领会。所以当我们讲到利他行为，讲到慈善、

公益的时候，一定需要这个社会从文化整体和主流上肯定他、锻造他、鼓励

他，否则利他行为很难出现，即使零星、偶尔出现，也绝对不会成为大范围

的慈善公益事业。

当我们讲到慈善的时候，价值观的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现代慈善从 70

年代，1976、1978 年以来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各方面发展得非常迅猛，

发展得也很好，然而到了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任务，就是文化的建设、

价值观的建设。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乱象，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和这个领域

中价值观的不清晰、价值观的混乱有密切的联系。价值观的混乱、不清晰和

多元化不是一回事，多元化并不一定代表混乱，而且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没

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文化是纯粹的，肯定是和其他的文化

交流、碰撞并且在融合当中赢得自身的发展。所以如何面对多元化，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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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主流价值，这是要回应的问题，而不是拒绝多元化。

我们今天会探讨一些问题：对于我们现代和未来的中国慈善事业、公益

事业来说，支撑我们得以立足和前进的文化资源，究竟应该来自哪里？我们

如何去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古典、传统的文化能够为我们提供什

么？这是今天要给各位汇报的一个思考主题。

我进入慈善公益领域有二十多年，参加过培训，也培训过别人，最主要

的还是在接受西方自由主义公益价值观、公益实践的方式方法等等。很多人

也认为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价值观，佛教的、儒教的都太古老，几千年前的

东西已经不适合现代的生活，认为它不足以支撑中国现在的慈善事业。对于

此，我也在思考，怎么样能创新，怎么样能在国际上应用。

我从高攀龙切入，简单探讨一下高攀龙的慈善。然后我稍微具体一点介

绍一下高攀龙的慈善实践，高攀龙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他为什么做这些事

情，是哪一些观念、学说、理论、价值观在驱动他做这些慈善事业，以及他

是怎么做的。随即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在现实的、世俗的层面，儒家哪些思

想在支持高攀龙。高攀龙的思想是他个体的思想，但是那个思想就仅限于他

个人吗？显然不是，他是儒家的慈善，是儒家的思想家，所以他的思想背后

有儒家的思想体系，我们来探讨一下儒家的思想体系与公益慈善的关系。

儒家确实不认为生命是永恒的，他认为有生就有死，但是儒家也有一套

超越死亡理念，一套人生实践的模式。我们都知道，宗教对慈善的激励是很

大的，那么儒家的思想中，有没有这样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理念和精神在激励

人们，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儒家虽然不相信，肉体不会永恒，甚至灵魂也不

永恒，但是儒家追求自身价值，追求一个人在身前的这些贡献，对身后、对

子孙万代产生各种影响，并且通过这种影响让自己活在人们的心中，活在民

族和人类大舞台当中，从而获得永恒，不是个体生命自我曲解的永恒，是通

过把小我融入大我的一种不朽。所以对这样的一些追求，实际也是非常有利

于激励中国儒家士大夫做一些我们今天做的利他的事业。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攀龙，他生活的时代是明代末期，明代是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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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朝代，明代经济发展是非常繁荣的，但是到后期，政治上的腐败、社

会上的分化、贫富不均，外部异族入侵、内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可以说

到最后也是分崩离析的状态，高攀龙就生活在明朝最后那个阶段，黎明前这

段时间，高攀龙他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他是进入了正史的人物，就是政府编的文史，能进入正史的人物是很不

容易的，这里对他的评价“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

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高攀龙的身世还是很奇特的，他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

公元 1562 年，他的祖父高材，高材有个弟弟叫高校，高校膝下无子。高攀

龙他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的生父是高梦龙，他出生以后，他的爷爷就把他

过继给自己的弟弟，所以他就跟他爸爸平辈了，所以他的名字就叫高攀龙。

但是他的生父高梦龙去世以后，高攀龙还是按父子的关系行孝，这点他自己

把握得非常好，而且他父亲对他们也很好，他的生父有七个儿子，所以他父

亲去世的时候，把他的遗产一分七份，也有高攀龙一份。但是高攀龙由于继

承了养父的财产，便说这份财产就不要了。所以高梦龙还是把他当做自己的

儿子，在送葬的时候，高攀龙也是以儿子的身份给他生父送的。他在具体的

礼节上可能没有必要做，但是他从人情的角度上做了这么一些安排，还是非

常合情合理的。

高攀龙从他祖父开始做县令时，家道渐富。大家可以看到，他家里是从

事经商的，但是主要还是典当和放息，所以他家族是非常富裕的，是当地有

名的一个大户。在他的养父去世的时候，他家里还很富有，所谓的亦儒亦商

这样的一个背景。因此高攀龙自杀时候是在家里躺着，在他家里一个非常大

的院子，里面还有一个池塘，亭台楼阁都有。

高攀龙他从小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不但祖父亲自教授他，还请来了当

地的名师给他辅导。高攀龙 20 岁的时候中乡举，而且由于他们家的势力很

大，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界都非常有影响力，所以那个时候他一个小小的举

人就可以得到相国的赏识，相国认为他可以成为“天下士”，对他的期待非

常高。25 岁的时候，他开始得知顾宪成讲学，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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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勤奋刻苦，他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严到什么程度？每天把自己的所作

所为，那个年代从修身、自我培养、自我养成方面，列为“功过格”，像一

个小格似的，比如说我们本科生，有可能做了好事和坏事，这个作业本上像

选答题式的，都列好了。他自己每天给自己做一个评价，打个勾，然后好朋

友之间定期隔三岔五的在一起交流，看看跟上个月，跟去年相比，好事是不

是做得多了、坏事是不是改得多了，在一起互相监督、互相激励、互相考核，

就像现在流行的好事做了多少、学习了什么东西，天天在这儿打卡。虽然他

家里非常有钱，也非常有势，但是他对自己要求是非常严格，不是纨绔子弟。

和所有儒家士大夫不一样，高攀龙读书也要出仕，一方面说当官可以有

权有势，可以有仕途等等，但他还是要实现自己最终的理想：治国平天下。

但是高攀龙的仕途非常坎坷，因为他那个时代本身就非常动荡，朝廷内部的

权争也是如火如荼，非常残酷、非常血腥。高攀龙这个人又是一个刚正不阿

的人，而且他不想置身事外，他想积极参与这个事情，所以他也卷入了权力

斗争，但是他这一派没有实权，但是名声很大，在朝野影响也很大，所以这

些权贵轻易也不敢动他。他一直卷入阶级斗争当中，而且他本身在学术上也

是非常著名的。

明末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斗争还是很激烈的，顾宪成是站在理学

这派，他对心学不太感冒，而且他主张不要整天搞禅宗那些东西，不要搞这

些虚无飘渺的，要实实在在、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去学习，身体力行去实

践，把学习自用、报家报国联合起来。而且高攀龙对学问特别有判断，他的

好朋友顾宪成就说：你一个读书人，如果有志，必须要积极追求于救世，解

决现实的问题；你如果想来拯救这个世界，想来改变不好的东西，肯定是跟

现实有冲突的，因此你就不要怕牺牲一些东西。高攀龙就说“天下不患无政

事，但患无学术”。为什么呢？“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

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

大本。末世不但不明学且欲禁学，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到了末期，死到

临头的时候，不但不允许你好好教学，不允许你正常生活，甚至不允许你思



深慈联 专刊 总第 15 期 第 8页

考，所有的人都不要思考，这么一个人就废了。

我们再看看这样的一个儒家学者，这样的一个大利者，他在民间做了一

些什么，明末时的忧国之士多有改良社会之志。特别是高攀龙他没当官，在

这种情况下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出仕，不能作为政府的官员来治国平天下，

他作为一个绅士，一个有影响力又有财力的人，在乡野里是怎么发挥他的作

用？慈善和讲学，主要是这两个方面，这是他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看高攀龙的善举实际覆盖了多个面向，我们罗列一下。他做的这些

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亲友以生计相托者”，高攀龙他会极力代筹，甚至捐

赀践约于宗亲。“于宗亲，有养之终身者，有及其再世者”，就是同一宗族的

这些近亲、远亲，谁家有了困难，他可以养老送终，甚至下一代也帮忙救助、

帮忙抚养，及其再世，再世是下一代。对于自己的老师，他是养死殡之，就

是生养死葬，送葬他也都是来的。对于朋友，有什么困难的时候，需要他帮

助，他都是帮忙的，甚至朋友的儿女、妻子，他也都来关照，这方面高攀龙

做得非常好。

然后有人出去参加科举考试，到外地留学，只要他认定这个人在这方面

是有出息的，而且还有积极的追求，都是大力资助。这方面他资助了非常多

的人，有的人进京赶考，连续几年的钱都是他在支撑。然后地方上有大是大

非，这个大是大非就是需要朝廷说理，需要给做出判断的时候，像高攀龙这

样名高位重的人，都会被选中，所以他参与了很多包括不同宗族、家族之间

大的土地纠纷。

再者就是大饥荒的时候，组织乡绅赈灾、施粥这些方面他都做了很多事

情，而且高攀龙不仅仅是出钱，还做事。高攀龙他敏锐发现问题，他要判断

谁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还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要把当地这些同

样人物组织起来，把钱、物、人都给汇集起来，然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尤

其在大饥荒面前，这些虽然是临时性的一些救助活动，但是组织化的程度也

是很高。在这一方面，乡绅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地方官也跟他们合作。明

末有一本书《行善的艺术》，各位可以看一下，美国韩德林写的，已经有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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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过来的译文。这里面就有相当的篇幅讲了高攀龙，参与他们当地大规模的

赈灾活动，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高攀龙参与这些应急事件的同时，他

就积极从事劝善活动，还成立了同善会，这个同善会是非常完善的，跟我们

现在的社会组织、协会、社团差别不是很大。

高攀龙在这个方面，是超越了家族的慈善，他创建了无锡同善会。1614

年，高攀龙与刘元珍、陈幼学、叶茂才等创办了无锡同善会。古代人做慈善

非常有意思，他做慈善是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做慈善，他认为做慈善

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的幸运，然后大家聚到一起，实际上是进德修业，因为

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会教，但是同时自己进德修业。他认为最大的受

益者是我们这些出钱出力帮助别人的人，然后对需要帮助的人做的实际是两

件事，一是扶贫济困，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教化，传递这些价值观、伦理道德、

生活技能。因此他认为教化与赈济是并重的，而且他认为受益者不仅仅是被

帮助的人，最大是他们自己，就是我们所谓的聚集起来帮助别人是最大的受

益者。我们看同善会的制度、规章，他们做的事情，也可以体现出这两点。

宋代范仲淹的价值前前后后持续了几千年，高攀龙很尊敬范仲淹，但是

他最终的慈善事业超越了范仲淹。也就是说，他的同善会已经非常接近现代

这样的一个慈善理念。第一，它是一个成型的组织；再者，它超越了宗族，

是以社会为单位的，血缘关系不大，从组织者来看、从提供帮助的人看、社

会来看，受血缘的影响非常小，而且它是常规化的、地方化的。

我们看同善会的会规，他说我们这个会名叫同善，每一届主持会务的人，

无论你有没有爵位，有没有身份地位，有没有官衔，不论这些，只要行为和

品德得到认可，大家公共的规矩能够被追及上，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如何开

会，“司讲者用通俗语言，不烦文采，务使人人易晓，感动善心。”每次同善

会的活动会提及两方面：一是自我教育，二是教化公众。而且他要求要用通

俗的语言，即白话。然后他讲会费是多少，怎么缴纳，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社团，志同道合的社团。这个社团非常

有意思，他是公共推举，而且是轮值的，也不是用你的权力和身份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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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靠你的道德。还有非常有意义的资助，我这里摘取了一些，你看他们资

助的这些标准，都有明确的一套规定，第五条对资金怎么使用规定得非常清

晰，而且简单明了。他说“其他一切穷民，力难遍及”，这些顾不过来的怎

么办，就如何如何处理了，会议商量之后，给点小钱，不用这些流程。但是

他规定什么人不给，所有的古典慈善都是这样的，不光中国，它是用道德标

准来衡量的，比如说我是否救助你，不是你客观上有没有困难，你穷不穷，

不是的，还要看你是不是一个好人，你要是一个坏人，穷死了我也不救你，

他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他说“至于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

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皆不滥助”。但是现在社会就不是这个原

则，比如说低保，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的家庭收入，所以你品德好不好，

是不是得到表彰，还是说合乎行为，都不管，但是过去还是非常明确的。

这边还有很多，包括信息公开等等，程序性的程度还是挺大的，这里道

德教化的属性也非常突出。这句话说得特别好，这是陈龙正后来在记录这些

事情的时候，他说“向有同善会，名周贫人，实劝众人”，也就是说，他在

做慈善的时候，教化的功能是特别特别强的。其实是想以乖劝善之义，“哀

鳏寡，恤孤独，行善于乡，所以推广仁术也”，特别强调教化，文化的建设。

当时高攀龙在推行教化的时候，也非常讲策略性，他非常认可明太祖朱

元璋的十六字方针，六言，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核心价值观，当时他规定“孝

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里都

是一些儒家流行的，主流的，对普通老百姓行之有效的一些道德讲法。所以

同善会在进行民间教化的时候，主要就是围绕这六条，把它具体化、生活化，

把它落到实处，就是这么来做这些事情的，因此济贫也是他劝善的一个途径。

总而言之，从同善会的会训、章程、历史记录，同善会的实践来看，儒

家的仁爱思想是贯穿始终的，指导他们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一些仁爱的

思想。我们就不一一去阐述这些东西了，重要的是先来看一下背后系统化的

一些思想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探讨儒家的思想，儒家关于慈善的思想

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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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文化对于慈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儒家怎么讲慈

善？实际上，我们如果去看儒家的四书五经这些经典，你会发现他讲慈善这

两个字很少，专门讲利他更少。无论是古代的慈善事业，还是现代的公益、

慈善角度，这些专业术语的角度，你会发现儒家谈得非常少，他和基督教、

伊斯兰教、佛教相比，讲得最少。我当时研究这个的时候，为什么儒家讲这

些东西很少？是儒家认为这些慈善不重要吗？是儒家不关心慈善吗？到底

是什么原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通过一些探讨，我们可以明

白不是这样的。那么儒家是怎么理解慈善的？儒家认为人这一生有一个理想

的社会，已经完全包括了我们今天讲慈善、讲公益的很多核心内容，而且这

些东西就和人的一生，整个美好社会完全的、有机的、全面的融合在一起，

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来，不可能把它单独拿出来讲，单独拿出来讲反倒把它讲

小了、讲低了。儒家的人生有他的理想社会，他的人生本来就是和利他分不

开的，我讲完了以后再讲这样的一个总感受。

我们来看看，儒家怎么看待利他？儒家与利他有关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人性，儒家对人性的理解，他认为人性善，这个善也不

是一般意义下的善，是仁爱的“仁”字。人性中“仁”这样的一种本质是哪

儿来的？古典文学认为这是天赋的，天命，是天赋予人的。在古典儒家的心

目中，至高无上、无始无终的、创造一切、滋生一切的就是道，或者是天，

抽象的这样一个概念。天道的本质就是“仁”，所以我们讲天人合一的时候，

那个“一”是什么？就是在天为道，在人就是性，天道跟人性，天道跟人性

一致的东西，合为一的东西，那个一就是“仁”，就是这个字。

为什么说天道的本质是“仁”？这和我们中国人古典的思维方式有关，

刚才讲到仁的时候，古代字形的变化跟现在差别不是太大，就是“仁”。所

以讲到仁的时候，他是表示两个人，所以他不是个人主义一种观察世界的方

法，不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一开始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联结，“仁”

本身在古汉语里面有相通的意思。比如说麻木不仁，就是说你没有感通，你

和某些事情之间没有感通，这是麻木不仁，所以仁本身就有感通，仁就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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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相爱的意思，所以“仁”与生俱来有一种本能、一种潜能，能够彼此感知

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且通过这样一种相互的感通产生一种相亲相爱，这是仁

的本质。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爱，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父母

对儿女的爱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生养，就是父母生养儿女。所以当他这么

理解人和人之间的爱，理解爱的意识的时候，理解仁的时候，古人观察天地

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看，他觉得天地就是父母，天地间的万物，

包括我们人类都是天地生养。所以要去看天有没有道？有道，天道，天有没

有德？如果天要有德，天就是仁爱的最高境界，生养万物，而且只给予，不

索求任何回报，而且从不自吹自擂。所以天是父母和夫妻关系最高的境界，

就是最好的。如果天道有本质，天地有大德，那就是生，这是《易经·周易》

里的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所以生养就是仁爱最高、最核心

的东西，古典儒家认为这种最美好的德性，在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了人，所以

人有一种爱人的本能、潜能。但是他不是说人只能做好事，不做坏事，否则

就不需要教化了，就不需要礼乐刑政了，所以他还是需要。孟子有句名言“人

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畜牲的区别就那么一点点，绝大多数方面下，人

和畜牲是一样的，人和畜牲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人有礼义廉耻四端，所

谓的侧隐之心、是非之心等等。

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儒家讲，人为什么应该爱“仁”的时候，仁的本

性是什么？不重要，我们关键理解古典儒家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他首先

要确定人性中有美好的一面，其次他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找到一个更坚实、

更高的依据。这个依据是什么？就找到天，所以“天命之谓性”，人性中美

好的一面是老天赋予的。老天为什么会把美好的一面赋予人呢？因为老天就

是这样的，所以他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把美好的一面给了人类。这是古典儒

家关于人性论的论述，有这么一个说法。

《论语》里解读仁的时候，一个通俗的解释就是仁者爱人，问题是怎么

去爱人？在这一点上，孔子他非常智慧，他没有具体的说你应该怎么爱，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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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吃什么，穿什么，应该给他教什么，不是这样的。孔子在这个方面没有发

表意见，如果在这方面讲得太多实际上是有麻烦的，因为时代是不断变化，

这些认为也在变。孔子非常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两个原则，从

方法论上，行仁之方的两个原则，就是我们讲的忠恕之道，这个忠恕之道是

什么？敬己之谓忠，他讲“忠”的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

是从积极这方面讲，你想要的好东西，你也帮助别人去实现。“恕”主要就

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具体的说“己欲立”“己欲达”到底是什么？

这个具体还没有规定，所以己所不欲，不欲是什么？他也没有谈到。这个你

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去斟酌。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将心比

心，推己及人，爱人如己，把它统一起来，这是他的行仁之方，怎么样把爱

人的东西落实到生活当中，落实到行动当中，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中国人讲仁爱的仁，讲“仁”的时候，先天的就把自己和他人放到一起

考虑，作为一种不加思索的、一个先入为主的预设，把它纳入进来了。你如

果是一个人，如果把美好的本性发挥出来，或者按照最美好的本性去思考行

为的时候，就不能只考虑你自己，你就要考虑他人。而且怎么考虑他人？就

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利己与利他实际上是融入进去的，就没有必

要额外再讲利他。就是关心别人的福祉，对别人怀着深切的同情，并愿意通

过自己的努力，也让得到者都从中受益，它是儒家一个最基本的理念，贯穿

到一生的实践当中，所以没有必要额外再来讲利己、利他这些东西。

那么仁爱和博爱是什么关系？孟子讲了一句话，推己及人，他讲得很好，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里面仁爱跟博爱有什么区别？仁爱是讲的推己及

人，推己及人有一个由近到远的过程，而在这当中他是亲疏有别的。对于古

代儒家来说，一个人虽然让自己的父母挨饿，但他帮助了其他人的父母，可

能今天有的人、有的机构会表彰他，认为他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等，但是

古代不能，这就是十恶之一，是重罪。他的原则是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你要先把自己的父母亲照顾好，有余力你再去照顾别人的父母，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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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应该去照顾别人的父母，当你爱自己父母的时候，你也要想别人也有父

母，他的父母也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所以当你照顾好自己父母的时候，你

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他有一个顺序，他坚决

反对自家父母没照顾好去照顾别人家父母，这个不是伟大的，是不被认可的。

所以《唐律》以后有规定，你检举父母，到官府去举报父母，如果举报错了

就砍头，如果举报对了，父母判罪，你跟父母一样判，因为你也犯了一个罪，

不孝罪，但是你的举报罪有效，查实了，你父母确实犯了，父母被判罪，但

是有的时候，作为举报父母的人，可能你的罪比父母判得还重。所以讲亲疏

有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孟子讲的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第一个亲是动词，第二个亲

是父母和长辈，仁民的仁，仁是动词，爱物的爱也是动词。我们可以看到亲

的内涵、仁的内涵及爱的内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下面可以再讨论。因

此我们可以看到，推己及人，当你的境界、你的能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以至

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时候，这时候仁爱就等同于博爱，所以仁爱不断地在扩

展、发展，可以获取博爱的效果，但是仁爱和博爱还是有区别的，他讲究一

个先后、远近、缓急这么一种差异。

“大同”是儒家的一个理想，实际上我们看“大同”理想，他和现代的

社会保障、福利国家，好多东西是非常一致的。“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男有分，女有归”“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等等，这些理

想社会实际上把公益和慈善的理想都已涵盖，他认为很多社会致力于追求这

样的一个东西。无论今天讲的狭义的慈善公益，还是现代的慈善公益，包括

最近西方福利国家的理想，与这里面的要素都是相通的。

我们在看《大学》的时候，《大学》实际上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人生

理想、人生规划，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一个读书人最理想的人生目标，

有一些阶段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大学》。《大学》是一个总体性的规划。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纲领八条目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人生的三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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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三纲领，它是有内在联系的。“明明德”是实践，第一个明是动词，

第二个明是形容词，简单说，我们能够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自己达到道德

的觉悟用来做什么？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亲民”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新

民”，就是改变别人，让别人也来“明明德”，大家都“明明德”。所在这个

里面，推己及人，自己“明明德”，尽可能影响到别人都来“明明德”，这个

过程是永无止境的，“止于至善”为止。

那么怎么样能够实现人生三纲领呢？他提出八个步骤，或者是八个阶段，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八

个阶段，我们能够做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以修身为界，可以说

前面这些，一般是内圣，内部自己达到思想和修养方面圣人的境界；齐家治

国平天下，是所谓的外王，就是“亲民”的一个过程。简单的说，“明明德”

对应的是修身之前，“亲民”对应的是修身之后，庄子把它概括为内圣外王，

这是人生的理想。

我们看《大学》里介绍的人生理想，那是什么？也就是说，过去讲一个

读书人，一个君子，成功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成功的人生不仅仅内心有一个

好的境界，一个良好的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你个人的成功，不仅仅是修身

齐家，而是治国平天下，你给他人，你给社会带来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人生绝不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自身利益满足最大化为

标准，而是说你一定要和他人、和社会，甚至和越来越多的他人，越来越久

的年代，跟他们结合起来，当你给这些人造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是成功。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利他造福社会，他是成就自我，既是一个必由之路，也

是一个题中应有之意，这点是我们一定要看出来的，你救自己、谈自己、为

自然的家庭创造幸福，不是什么大的成功，他认为你至少不是一个君子的成

功，只是一个小人的成功。

《论语》里面，子贡和孔子有一段对话，子贡是非常富有的，孔子的学

生中最有钱的学生是子贡，子贡对同学、对孔子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经常周

济同学们，孔子周游列国，估计很多钱也是子贡出的。孔子直接表扬子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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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很少，我估计这段话是子贡求表扬。子贡说“老师，如有博施于民，而

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今天说这个人仁，那个人仁，怎么从来不评论

我？孔子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有点偷换概念，子贡讲博施济众，并不是说普天

之下，孔子把博施济众换成了普天之下，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一个人如果能对所有的人做到博施济众，岂止是一个仁者，你是一个圣人了。

“尧舜其犹病诸”尧舜都做不到，都不能完全做好这些事情。这是整个《论

语》唯一一次孔子对仁做了一个普遍性的定义，“夫仁者”，其他地方解释仁

的时候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只有这一次，他是一个普遍性的，他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

也已”，这就是行仁之方，这句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什么叫仁者？在孔子心目中，仁者不是非

常非常大的，你只要尽心了、尽力了，就是大的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你做到就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行了。但是圣王不一定，

圣王很多博施济众，所以他把利他和造福社会分了不同的境界，但是儒家不

以成败论英雄，并不是说尧舜做了那么大的功业，就如何如何高，那颜渊的

地位也非常高，颜渊做了什么？颜渊什么也没有做，他就当了一辈子的学生，

然后居陋卷，一箪食、一瓢饮，过得惨不忍睹，最终 40 岁就夭折了，你说

他有什么功业？没有，但是他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讲修齐治平，但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比如

说我们做一个现代好公民，把自己做好，家里管好了，儿女的身份、责任尽

到了，把自己做父母的责任尽到，积极参与公众事务，参与政治等等，我们

就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必要说我非得当上总书记才是平天下。首

先我们对总理、书记也是一样的，不是说只有在这个位置才是平天下，而且

人生的境界，你的成功是背离的，但是你的本质应该是一样的，论语里的一

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他就是讲的人生，一个君子，你是否成功有三种境界，但是

从君子的修养来说，这三种境界，对君子的修养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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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境界即君子人生最理想的境界，“学而时习之”。也就是说，我

们通过不断学习，或者用《大学》的话，我们可以明明德，“时”是我们有

那个运气，得到了机会，可以做什么？可以亲民，可以治国平天下，可以改

变这个世界，“习”就是实现你的理想，你去把你体会到的落实到你的生活

和实践当中，这就是“习”。“学而时习之”是什么？我们能够探索，我们有

机会去实现，我们找到了人生的理想，就能机会去实现人生的理想，这是一

个君子最幸福的境界，所以是“不亦说乎”。

那么没有这个“时”不能习的时候怎么办？转而试之，就是“有朋自远

方来”，毕竟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可以同声相应、同声相求，在

一起相互激励，不多，有朋友远方来，虽然密度很低，但是也很好，所以他

说不亦乐乎，“乐”要比“说”层次低得多。

最惨的是什么？不但没有机会去实现你的理想，也没有人来理解你，甚

至你还是被误解，被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人不知而不愠”，不怨

天不尤人，穷则独善其身，还得坚持自己的君子。所以孔子说，这不也是顶

天立地的君子吗？不亦君子乎。但是无论是“学而时习之”，还是“有朋自

远方来”，还是“人不知而不愠”，对于君子个人来说，没有变化，变化的应

该是外在的环境，还有他实现的业绩，区别是在这里，但是君子本人不应该

有什么变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人生都是一样的。他相信人的本性

中有爱人的这一面，而且儒家相信这些是天赋。

那怎么去爱人？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对于一个完整的在社会和国家中生

活的人来说，从内圣到外王，从修身齐家一直到治国平天下。在我们看《大

学》思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受得到，实际上，成己之道和成仁之道，利己

和利他，它们没有什么界限，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融为一体的。

我们最后看一下，在死亡面前是怎么回事？我们看高攀龙，高攀龙他们

那一代人都是壮怀激烈的，高攀龙和顾宪成、顾允成，顾宪成和顾允成是兄

弟，他们当时为了对抗朝廷中的权臣，决定恢复杨时当时创办的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我们都知道他有一幅特别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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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对联非常著名，高攀龙和顾宪成都

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也本着这个精神，决定恢复东林书院，东林讲学，通

过讲坛汇集天下志同道合的朋友，议论朝政、通其时弊，提出他们的建议。

一时之间东林书院名气非常大，对民间和政府都有重大的影响。

当时他斗争到最激烈的时候，就是天启四年，当时权倾天下的大太监是

魏忠贤，魏忠贤活着的时候被称为九千岁，皇帝是万岁，他是九千岁，当时

满朝都在给他拍马屁，建生祠，就是活着给他建祠堂，建了六七百所祠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顾宪成和高攀龙弹劾他，绝对就是以卵击石，所有人都

觉得他疯了。权倾天下，他可以称九千岁，这种情况下，高攀龙弹劾他，魏

忠贤还算可以，比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强多了，尽管他有这么大的权力，顾

宪成和高攀龙等等忠义大臣抨击他，刑部告他、吏部告他，皇帝那儿告他，

他还没有立刻去打击报复。最后这个过程很激烈，打击他的两个死党，其中

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细节我们就不管了，最终皇帝同意了，魏忠贤让他

的死党，也是高攀龙重点打击的那个人，来抓高攀龙。东林六君子，此前已

经惨遭杀害了，而且受尽酷刑。

二十六年的时候，魏忠贤派人抓高攀龙，因为高攀龙家里有权有势，所

以一路抓捕他的人不管走到哪，都有人不断给他通报，让他提前得到消息。

高攀龙得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有个学生让他跑，他说没有地方可跑，不跑。

他的一生是非常崇敬屈原的，他说我要效仿屈原来面对这个事情，他也不是

置之度外，他实际上内心已经做出了安排。他先到南祠拜访了创办东林书院

的杨时，他向东林书院道别之后，回家跟几个弟子在他家的大后庭院饮酒，

他最后说：“吾视死如归耳！心同太虚原无生死，何得视生死为二？看临死

转念，便堕陷落崖，不是立命之学”。3月 16 日，传来明天他们就要来抓捕，

这个时候高攀龙留下了几封遗书，对不同的人都有交代，最后也给皇帝写了

一封信，他说“吾将远出，此行未卜归期，汝等要无贻祖羞”。17日凌晨，

发现他在家中池塘自尽了，时年 65岁。高攀龙从容就义，他说我绝不能落

入阉党手里，绝不能被这些人凌辱，所以他选择像屈原那样结束自己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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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这是现代的“高攀龙”——邓拓，也是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

报都当过总编辑的一个人。他在 1955 年 5 月，跟几个中央领导参观东林书

院的时候，几个人都写了诗，其中他这首写得最好，他说“东林讲学继龟山，

事事关心天下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他自己 1966 年

5月 18 日在家里自杀，是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5月 18 日凌晨是什么概念？

前一天是 5月 17 日，5 月 17 日前一天就是 5月 16 日，著名“5·16”通知

发布那一年，他以前已经被折腾了很久，但是他还心存侥幸，“5·16”通知

一发出来之后，他看完了之后就彻底绝望了，所以 17 日他写了几封信给各

种各样的人做了交代之后，当天晚上待在家里，从他后来留的绝笔信来看，

18日凌晨在家里服用安眠药自杀了，这就是他学高攀龙的事。

儒家如何看待生死？在这方面，儒家还是非常人文主义的，他认为人生

是有限的，有生必有死，但是谁都不想死，谁都想超越有限，达到无限，都

想追求各种各样的意义永恒。所以在这种意义下，儒家怎么解决对死亡的超

越？对有限的超越，达到一种永恒的境界。我把它理解为三种策略，第一种

也是最普遍、最初级的，就是生儿育女，也就是说，既然我的个体生命不可

能有永恒，那怎么办？就是把小我融入到大我里，通过大我的生生不息、代

代相传来延续我的生命，因此对于儒家来说，最初级、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

人人可以做到的，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通过这样让你的生命延续下去，

所以儒家也经常讲究慎重追远这些东西。

这是所有的人都要做到的，但是他对于君子有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就

是我们说的不朽，做出有利于集体事业的事，借助事业延续自己的生命，生

命不可永恒，但是功业是可以永恒的。

儒家最著名的说法就是三不朽，这一段就是《左传》：开封二十四年，

鲁国的大夫叔孙豹去晋国出访，就是现在的一个博士访问，晋国也有一个非

常著名的大夫，叫范宣子，范宣子一听鲁国的叔孙豹也是一个权贵，两个人

都是权贵，都是名人，范宣子就来挑衅，他问叔孙豹，说请问什么叫死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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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叔孙豹没理他，没回答，范宣子就接着说，我家在夏代之前，夏代、商

代、东周，包括今天的晋国、春秋时代，我们都是高官显贵、荣华富贵，我

家算不算不朽？他主动来挑衅，问叔孙豹，叔孙豹的回答是千古绝唱，说你

这个叫“世禄”，世是世世代代的世，禄就是吃皇粮，他说你这就是世世代

代吃皇粮，跟不朽没关系，无非你是红二代、红三代之类的，跟不朽没什么

关系。紧接着叔孙豹说一段话，他说我告诉你什么叫不朽，“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最重要的就是虽久不废，就是你死了，你为社

会、为人民立得德、立得功、立得言还在造福他人，这就不朽。所以你家世

世代代吃皇粮，你们家就是一个世禄，仅此而已，跟不朽没有什么关系。这

段话非常有名，“此之谓不朽”。这就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认为人的生命是

有限的，一个人他能够追求的，超越死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追求不朽。

为什么中国人讲不朽？我们为什么不能仅仅是修身齐家，要治国平天下

呢？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做出不朽的事业来，你才能够造福千秋，不但

造福很多人，还能够造福千秋万代，这样你才能够超越你有限的生命，让你

的生命融入这个大国当中，不断地延续下去。所以在有生之年，为了超越有

限的生命，身后的不朽我们都是需要造福他人，造福社会的，不能仅仅只考

虑自己这点小利益，这点是很重要的。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有生之年还是超越死亡，都要关心他人，

关心社会的利益。正是由于不朽的追求，历史在中国的文化中特别重要，如

何记录别人的不朽？如何传达和表彰别人的不朽？历史的作用特别重大，中

国古代历史和我们今天说的历史学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要客观记录，或

者分析、研究它背后的逻辑，它要把道德评价、是非功过的这些评价都注入

其中。因此孟子和司马迁都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这个是非

常重要的，因此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它的意义不是我们在大学里和研究院

所面对的历史学，它实际上是与中国人的不朽联系在一起。

我打一个比喻，基督教有末日审判，事实上对于中国儒家来说，历史的

审判就是末日审判，流芳百世就是进天堂，遗臭千年就是下地狱。所以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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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家非常重视名声，非常重视脸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文天祥这

句话虽然只有 14 个字，但是概括得非常精准和全面，“人生自古谁无死”，

他不相信肉体和灵魂是永恒的，但是死亡我们是能够超越的，就是做出不朽

的事业，不朽事业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

彪炳史册，当你进入历史中，并在历史中变成永恒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

个人的生命超越了死亡，达到不朽，或者某种意义的流传，这是很重要的。

更高的境界不仅仅是不朽，实际上是天人合一的一个境界。

一个简单的结论，儒家思想的可贵之处，是不依赖灵魂的不朽，而积极

的肯定人生，他通过入世而不是出世，超越生死，通过此生的积极作为，践

行天道，超越生命的有限，达到永恒，这种永恒不在彼岸，不在天堂，而在

此岸，在社会中，在活人的心中，在历史之中，此所谓“不朽”。而“利他”，

如果非要说“利他”，“利他”就是达到不朽的唯一途径。我觉得这是一种非

常有心的宗教，也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公益实践，他可以有力地支持公益实践。

所以我们看，无论是儒家讲的天道，还是儒家所讲的人性，以及君子应

有的人生之路，比如说大学之道，还有超越死亡的不朽，他都要求人应当造

福他人、造福社会，乃至造福千秋万代。而且造福他人和成就自己根本就没

有区别，成就自己就要造福他人，造福他人就是成就自己，这两者是相辅相

成的，根本没有必要专门把利他、公益等等拎出来，他与你的一生，与整个

理想社会的运行都是不可分离的，是一个水乳交融的东西。

因此我觉得古典儒家的这些思想和资源，对于今天的公益事业来说是非

常宝贵的，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继承下来，结合当今的社会做出一些恰

当的调整，完全可以支持我们今天中国的公益事业。而且我们看，无论是高

攀龙的人生实践，还有这样一些先贤的实践，以及中国文化特点，我们会发

现古典中国慈善，它是内生的，是这个文明内生的动力，不是外生的动力。

它不是一个专业，一个外生出来的部门，也不是说我们正常生活之外生出来

的一块。还有它是内在的，既内在与个体的生命，又内在于社会与政治生活。

同时，它是离散化的，不是专门化的，它渗透到你人生的各个阶段，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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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面，社会每个部门里去，他不是一种专业化的东西，不是一个泾渭分

明的社会局部。它既属于个人，又属于社会，又属于国家，属于天下，各个

层面都渗透在其中。

所以我觉得在古典儒家的思想里，一个理想的社会、理想的国家、理想

的天下，就是一个大公益的组成。一个理想的人生，肯定是一个非常利他的

人生，一个理想的人生，不仅仅包括我们说的一个完整的慈善，但是肯定不

能没有这个。也就是说，在儒家中国，你如果不做今天我们所谓的利他慈善

事情，肯定是小人，绝对不会被认为是君子。但是我们今天讲的精英就不一

样了，我们今天讲的精英很大程度上都是有本事的人，所谓的成功人士，至

于说他有没有利他之心，有没有利他的业绩等等，都不重要，但是在古典儒

家的世界里，这些东西是必备的，是不可或缺的。

古人写书的时候，他不是按照我们今天所谓研究慈善的眼光和思路，来

表达和记录这些思想。这些东西它是分散在各个地方，我们要把他拎出来，

再按照今天的意识梳理和整理出来，所以这个事情还是挺难的，挺浪费时间

的。至于怎么把这样一些价值观渗透到我们日常运营的组织管理中来，且和

现在的慈善方式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方面我希望我们有机会能

够一起来探讨。

以上是我的思考，谢谢大家！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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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范畴的慈善体现着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

——在“第六期慈善大讲堂”活动上的总结

马卫红

今天特别感谢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能够把一个这么重要的大讲堂安

排在深圳大学，邀请慈善领域的重要学者康晓光老师来主讲。实际上今天这

个活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益活动，因为在我看来教育就是最大的公

益。康老师作为公益界的领军人物，把公益慈善思想传播给大家，非常感谢

您！

今天我听完康老师的讲座，有三点想法希望分享给在座的同仁：

第一，今天的社会已经走向了多元价值共存，多元和混乱不一样，多元

不等于混乱。某种意义上，多元是一件好事，无法回避。我们需要思考如何

回应它，怎么样跟它相处，这也是我们做慈善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第二，慈善事业是通过帮助他人，让大家明白自助者天助的道理。慈善

不能长期养懒人，短时期的困难可以让别人帮助你，但不可能长期依靠别人

帮助去生存。帮助的过程中让受助的人明白自救和自助。在我看来，慈善的

核心是让让受助人最终依靠自己，自助者天助。我帮助你，你最终还是要有

自己的独立性和责任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点也是康老师刚才讲的，

儒家文化当中所特别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做好慈善，

首先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做好自己才能帮助他人。康老师从儒家文化讲慈

善理念的时候，我就在想，深圳大学的精神在本质上与儒家所提倡的做好自

己有一种“神交”，因为我们深圳大学强调的是“自律、自立、自强”，是脚

踏实地，特别强调做好自己。同时，我们管理学院的院训是“改变源于成长

与责任”，首先强调的是责任，在成长中坚守责任，才能改变世界，才能帮

助更多的人。

第三，我认为慈善事业不能只定位在帮助别人，慈善与公益组织重要的

定位应该是如何管理公共性。刚才康老师讲高攀龙那个时代，当时慈善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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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作用其实是一种社会秩序的体现。今天我们在社会治理的范畴中做慈

善，在我看来是一种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的体现，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自然

秩序、民间秩序和官方秩序之间的架构，探讨共融。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

们的定位不仅提供帮助和服务，更是对公共性管理的贡献。我觉得公益慈善

组织在这个管理领域的探索非常重要。

今天慈善业界的朋友比较多，欢迎大家多关注我们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

益慈善方向的人才培养和开展的各项活动，我们有专门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欢迎大家多了解，也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感谢康老师的演讲、感谢刘

秘书长的安排，谢谢！

马卫红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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