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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２００９ 年 ２ 月，福建富翁曹德旺表示愿将自己所持 ７０％的福耀玻璃股
份捐出，以成立慈善基金会（约合 4 亿多元）。但被很多人认为作秀成分过多，而且实
际捐款数额并没有那么多。２００９ 年 １ ０ 月，新华都实业集团董事长陈发树捐出价值
８３ 亿元人民币的有价证券，组建了国内最大的个人慈善基金会。据了解，这笔钱占
到了陈发树总资产的 ４５％。陈发树还表示，要效法比尔·盖茨，在未来把自己所持全
部流通股股票都捐赠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不过，他的行为又被一些专家解读为有
避税嫌疑。

“慈善秀”呼唤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 师曾志

2009 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福建富

认为不过是一场“慈善秀”而已。至于捐款

翁曹德旺年初的“慈善秀”刚刚淡出公众的

是否能逃税，这不是一般百姓可以说得清

视线，年底，身为曹德旺同乡的陈发树的被

楚的。然而，邓小平同志说过，好的制度能

为人们喻为史上最牛的“裸捐”
（即把特定

使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

范围内的个人资产全部捐出），又将“慈善

成坏人。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制度上的规范

秀”推进公众的视野。记得曾有一家重要媒

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逃税的发生的。

体到曹德旺的豪宅中对他进行了采访。采

事实上，我们应该追问，在社会转型中，税

访的结束语很有深意，意思是曹德旺“由于

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政府在税

没有对手，这场比赛，他肯定还是第一名。

制上做出相关的规定，以捐款抵税等方式

惟一的悬念是，最后这一个推杆，球能进洞

鼓励企业和个人多做善事，多关心社会的

吗？”话音似乎还在空中飘荡，但曹德旺已

边缘人群和边缘问题，那么这种合理的避

不再寂寞，因为有人同他一起打起了高尔

税方式，难道不值得鼓励吗？至于相信不相

夫，而且这个球还真进了洞。

信富人做慈善，则需要对我们的文化传统

对两位富人的捐赠行为，传统主流传
媒和网络有很多的讨论，思想观点众多，但

等做深刻的反思。
不过，富豪捐款毕竟是新生事物，它需

立场基本有两个：一是质疑富人捐款是为

要更为制度化的和专业化的管理与服务。

了逃税；二是不相信这样的富翁能做慈善，

那么，我们的制度安排是否准备好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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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表达与坚持。他很清晰地认识到“不管
我用什么合法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不
可辩驳的事实摆在那个地方，你是集聚了
社会大量的资源才发财的，无论是资金资
源、人力资源、市场资源，怎么能说是自己
的呢？这只是我们国家在不同的阶段当中，
在政策调节的时候，才让我发了这么多财。
好像一个人在街上捡到了东西一样，我认
为这不是我的，是捡来的，应当还给人家
去”。曹德旺捐股票建立基金会的真实想法
深圳桃源居社区

是想推动国家制度性的突破。他认为，股票
是有价证券，全世界都行，中国也应该接

的社会是否能够提供这种专业化的管理服

受。然而，以一己之力推动制度创新，不仅

务？已有 18 年发展历史的深圳桃源居社

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局限，也受到公众舆

区，创立了“桃源居模式”。桃源居社区的发

论的压力。

展与桃源居开发商深圳桃源居集团董事长

但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

李爱君有密切的联系。李爱君在开发桃源

李普曼在 1925 年出版的 《幻象公众》 一书

居房地产之前，就大力推进社区建设，从社

中，将“公众”直接指称为一种幻觉，公众舆

区各项功能的配置，到社区的管理服务。

，公众舆论在
论“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力量”

2008 年，李爱君捐资一亿元发起设立了桃

“要
过问政治时，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这是我国设立

么愚昧，要么专断，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

的第一家社区公益基金会，标志着桃源居

涂”
。他认为普通公民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

开始“领航”中国人居建设的新历程。在这

实在有限，公众事务不得不靠“内行”来管。

个过程中，李爱君和她领导的团队，实现了

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民主不只是政府的

政府创新、企业创新、制度创新、公益创新

运作和决策，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公众舆

以及社区创新，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

论也是公民民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典范。
曹德旺与陈发树没有李爱君幸运，他

2009 年 12 月 1 日有媒体披露，民政部
已考虑调整非政府组织注册的相关法规，

们成立基金会的过程是一波三折的，不过

以便广大非政府组织注册和获得合法身

其中依然有浓厚的慈善行政管理的味道。

份。此言一出，业内为之振奋，利用各种新

桃源居模式已提供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

媒体，相互转告，一时民意沸腾。但次日就

样本范式，希望两富豪的“慈善秀”不要仅

被证实，原来此消息并非正式渠道发布。有

仅成为新闻的噱头，而是能够真正推动制

媒体就提出，不妨把这次的民意看作是测

度和社会的创新。

试公众情绪的晴雨表，它反映了公众在这

曹德旺“慈善秀”的背后实际是价值理

方面的普遍关注和普遍焦虑。那么，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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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为何不顺水推舟呢？

它们已脱离了具体的人事本身，主要以问

应当说，一味地去谴责公众舆论，对问

题和矛盾为导向，政府很难再以传统的思

题的解决于事无补。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公

维方式来规制社会，特别是无法以行政命

众的质疑其实是指向我们社会的信任机制。

令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不同利益集团间的

中国慈善的传统与传统社会结构有密切的

矛盾冲突以及其他各类的社会问题。

关系。传统社会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但也有

新媒体的发展也深刻印证了麦克卢汉

一个基本特点，即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费

“媒介即讯息”的思想，世界真正变成了“地

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说明传统社会是以

球村”。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让人们实现跨

自我为中心的人际间亲疏远近的格局。在这

越时空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可能，这种跨越

样的人际格局基础上，信任是建立在血缘、

时空的交流，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中人际

亲缘、地缘以及官僚等级等基础上的。慈善

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的

的意涵不仅仅体现在舍财作福、扶贫济困、

边界。它意味着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场简

兴建大利、救人危急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

单的过渡，更多的是社会断裂性的变迁，是

尊老爱幼、
与人为善、
爱敬存心上。

一种体制或制度上的变革，社会结构也随

而现代慈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差序

着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的不同而发生了深

格局的传统信任基础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刻的改变，社会关系必然在此基础上重构。

我们如何建构现代的信任基础？我们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人际间何以能够信任？信任

社会信任的疏离与割裂，本体性信任的缺

的方式有很多，但可能公民社会是建构社

失与不自觉，以及困扰现代人的不安全感、

会信任基础的最重要方式。

浮躁，是当前中国社会心理的一种普遍特

中国有无公民社会，一直是社会各界

征。这里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发展

广泛争论的话题。很多学者认为，公民社会

中所面临的各种新的难题与困境；二是社

的认定，是看有无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所

会关系在更大的时空中的建构。

谓独立自治组织指的是独立于政治权力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经

各类社会组织。若用这个标准衡量，我国社

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发展面

会组织在双重管理体制下，距离公民社会

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如全球化的发展，风

的发展的确还有待时日。但也有更多的学

险社会的来临，新权贵阶层的兴起，政治利

者，将公民社会放置在更为复杂和丰富的

益与经济利益博弈成本的加大，市场机制

生成过程中去理解。

实现的社会资源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

爱德华兹在《公民社会》一书中系统讨

不平衡性，社会贫富差距的越拉越大，各类

论了学者关于公民社会的各种观点和分

群体性泄愤事件的不断发生等。

歧，他认为，围绕公民社会的主要观点大致

在新媒体环境下，这些社会问题与矛

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一为公民社会分析模

盾在新旧媒体的互动下，很快形成公共事

式，强调公民社会是整体社会中的一个部

件，造成公众舆论，社会问题与矛盾在跨越

门；二为公民社会应然模式，强调公民社会

时空中出现吉登斯所言的“脱域”现象，即

是人类自身所构建出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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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三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强调公

性，媒体公共空间中参与的主体是那些身

民社会是体现公民意识的公众协商和理性

份共享平等的公民，他们理性的目标是追

对话的社会机制或平台。

求公共善，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理性、价值

2009 年刚刚去世的英国著名社会学家

以及道德的基础是什么？

拉尔夫·达仁道夫（其《现代社会冲突》一书

20 世 纪 最 伟 大 的 思 想 家 之 一 的 以 赛

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公民社会研究

亚·伯林的“伯林比喻”较好地回答了以上

领域较少提及这位世界级的大师）认为，公

的问题。1956 年伯林引用古希腊谚语“狐狸

民社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是其要素

多机巧、刺猬仅一招”比喻两种类型的思想

的多样性。达仁道夫将要素的多样性解释

家，即“刺猬型思想家”与“狐狸型思想家”。

为有很多的组织和机构，人们能够在其中

前者追求一元论思想与价值观；后者承认

实现他们在各方面的生活利益；第二是很

多元论的思想和价值观。价值一元论的核

多组织和机构的自治；第三个重要特征与

心观点是所有价值能“统一”；价值多元论

人的行为举止有关系，即公民是有礼貌、宽

的立论点是人类的各类价值处于排斥、冲

容、无暴力的。

突中，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统一。目前在我国

从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查尔

媒体公共空间中，这两种思想方式一直在

斯·霍顿·库利的社会概念出发，公民社会

进行着交锋，论争、讨论的价值基础在很大

应当是日常可见的公民性之体现。由此，结

层面上仍然以价值一元论占主导地位，但

合达仁道夫的观点以及我国社会发展的实

越来越多的价值多元论思想也开始在网络

际，我们可以将公民社会概括为三个重要

舆论中显现。

特征：一是 NGO 的大量存在和独立自治；

中国社会的变迁可以说是一个想象共

二是媒体公共空间的存在以及对公民对公

同体建构的过程，它需要全社会的想象力

共事务的辩论与参与；三是有关公民美德

和智慧。曹德旺和陈发树的“慈善秀”已开

的问题。它们强调的是，公民在国家法律法

启了人们想象的空间，引发了全社会对慈

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权利与责任、义务

善公益事业发展制度层面的讨论，并呼唤

之间的和谐关系，也体现出共同体成员间

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

的团结、合作、友爱、信任、宽容等。

人们在对话和沟通中会越来越承认多元化

从以上公民社会的第一个特征看，中

价值的存在，尊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学会

国是否存在公民社会还有待商榷，但如果

谈判和必要的妥协，在协商与对话中达成

说中国存在网络公民社会，则会得到很多

相互的理解与信任。这也正是公民社会构

人的认同。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主流媒

建的基石。而这，也将真正推动中国公益慈

体与新媒体间的媒体公共空间已然形成，

善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发生的各类网络群体性事件对当下
社会结构、制度等已形成很大的影响。
社会转型期的市场化以及媒体公共空
间的形成赋予个人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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