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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慈善实践的历史与现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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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后，当代女性在慈善领域的全面参与，女性慈善组织的迅速壮大，以关爱妇女儿童为主题的慈善

项目广泛开展，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社会和谐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目前，中

国学界尚未对女性慈善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有关女性慈善的研究也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回顾女性慈善实

践的历史，把握当代女性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有助于认识女性在慈善运行及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与影响，从而推动

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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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慈善行为自古有之。女性与生俱来的博爱、无私、
仁善的性格特质，使得她们从事的慈善活动具有较高的社会

信誉度。纵观中国女性慈善实践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女性

的慈善参与往往与她们摆脱传统的束缚，寻求自身解放紧密

相联。改革开放后，女性在慈善领域的全面参与，女性慈善

组织的迅速壮大，以关爱妇女儿童为主题的慈善项目广泛展

开，其慈善实践内容从传统的扶贫助困、扶老助孤、灾害救

助，拓展到教育、文化、卫生及环保等公益领域，不仅推动了

我国慈善事业的良性运行，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推进社会和谐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女性慈善实践的历史回顾
女性历来是中国慈善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践行者。中

国传统女性由于受到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几乎没有参与公

共生活的机会，唯有民间慈善事业为拘泥于深闺的传统妇女

微启了一扇通向社会之门。从传统到近代，女性慈善实践经

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有组织，从零星到规模化

发展的变迁过程，也是女性完成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通过

慈善参与，社会开始承认并尊重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

意义。
中国古代女性慈善活动，至唐宋时期才逐步受到关注。

传统女性的慈善活动通常以个体、分散、自发的方式进行，主

要通过捐赠财物来赈济亲友、乡里及社会孤幼群体，或是在

灾荒之年通过发廪、施粥、施药等方式救济灾民。在参与慈

善活动的思想动因上，佛教行善布施观念是传统女性参与赈

灾的主要动因。据史料记载，宋代有不少女性信奉佛教，并

积极参与佛教组织开展的布施活动，从而对自身、周边人和

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1］在参与慈善活动的女性身份上，参

与赈灾的女性多出自士族、官宦或是富裕商人家庭，但还有

些极具影响力和社会认同度的“贞女”“命女”等参与其中。
她们多扮演相夫或是助子等角色，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丈夫、
儿子、父亲等树立声誉; 在慈善对女性和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上，传统女性的慈善行为，不仅是其家庭角色的一种延伸，也

是她们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拓展自身生活空间的

一种途径。在我国古代，从事赈济活动的妇女通常被称为

“贤妇人”“善女人”“善女信人”等等，表明传统女性的慈善

行为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树立了良好的道德形象。总

之，传统女性的慈善行为不仅有利于改良当时的社会风俗，

形成友善互助的社会风气，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

盾，对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治均有积极的影响。
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受到西方女性主

义思潮与妇女运动的影响，传统女性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

女性社会参与热情的飞涨和组织能力的提高，女性赈灾团体

和组织纷纷成立，与全国其他的慈善组织互相呼应，成为近

代义赈事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一是女性慈善行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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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分散向群体性、组织化行为发展，开始积极组建由自己

管理的义赈组织。1890 年，安徽舒城县贞女孙明义发起创办

的闺阁赈捐局，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全国性妇女赈灾组织。
1906 年成立的中国妇人会，已具备自身活动的章程，有明确

的服务对象与宗旨，是近代较具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女性义

赈团体; 二是近代女性慈善观念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在近

代义赈事业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男女平等思潮影响下，把

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看成是自己应尽之责。1881 年秋，江苏部

分州县发生水灾，民间女子王畹香在《申报》撰文，“之有待

守土君子，割清俸以施恩种德，士夫捐巨赀而赴义，岂以深闺

之弱息，不输涓滴之私资?”指出女性应该和男子一样承担社

会责任，呼吁全国女性组织起来捐款助赈，许多有胆识的女

性积极响应并投身救济事务中; 三是许多社会有识之士开始

重视和倡导女性在社会慈善中独特作用的发挥。如 1907
年，皖北义赈人士在《劝募闺阁义振启》中即宣称: “见义必

为，须眉男子所宜尔也，当仁不让，巾帼妇人应有责焉”，方今

学务振兴，“女界亦多贤达”。在近代《申报》等媒体的宣传

和倡导下，社会舆论开始关注并认可女性慈善参与，激发了

更多女性对慈善事业的热情。

二、中国女性慈善的当代实践及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慈善事业经过了相当长一

段时间的中辍、衰息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重新萌芽复

兴。改革开放前，政府对慈善事业实行全面管制，一批由政

府和妇联组织自上而下改革发展的官方或半官方的女性公

益慈善组织应运而生。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繁荣与社会

开放，使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

是在 1995 年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相关

活动的推动下，一批代表妇女群体利益的民间社团大量涌

现，以关爱妇女儿童为主题的慈善项目广泛开展，女性志愿

者队伍日渐壮大，成为当代中国慈善事业中的一支重要的生

力军。
( 一) 一些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全国性女性慈善组织和慈

善项目应运而生 1982 年 5 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这

是 1949 年后第一个以女性命名的慈善团体。宋庆龄基金会

继承和发扬宋庆龄毕生致力的教育、文化、妇女儿童等福利

事业，以促进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增进国际友好，维护世

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为宗旨。通过广泛开展扶贫兴教、国
际合作，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

的教育情况。推出的“中国西部妇幼健康计划”、“母亲平安

工程”等保护母婴健康、关爱特殊人群项目，为中国妇女儿童

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8 年 12 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 简称“中国妇基

会) 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以女

性群体为服务对象的全国性公益团体，由此开启了当代中国

女性慈善发展的序幕。30 年来，中国妇基会在妇女健康、教
育、就业、扶贫及救灾等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累计

募集款物 46 亿元，惠及 2 亿多妇女和家庭，成为中国慈善领

域一支赋权女性、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重要力量［2］。

打造实施的“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母亲邮包”等“母

亲”系列品牌项目，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此外，1989 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实施的“春蕾

计划”，是我国有关妇女儿童发展的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公

益慈善项目。“春蕾计划”设立“女童升学助学金”，开办“春

蕾女童班”，开展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等大型社

会公益活动。迄今，“春蕾计划”已资助女童 369 万人次，捐

建春蕾学校 1811 所，对 52． 7 万人次女童进行职业教育培

训，编写发放护蕾手册 217 万套。“春蕾计划”在帮助女童重

返校园、维护女童受教育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取得了

巨大成就。［3］

国内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慈善组织及品牌慈善项目

的出现，带动了女性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女性慈善逐渐

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了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 二) 当代中国女性慈善实践的主要特征 1． 民间女性慈

善团体组织更为活跃。近年来，民间女性慈善团体和组织迅

速增长，成为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基层妇女的重要力量。据

调查，目前 我 国 女 性 慈 善 组 织 已 经 占 到 整 个 慈 善 组 织 的

10%，约有 5 万家女性慈善组织遍布全国各地。［4］较具影响

力的有: ( 1) 1988 年成立的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 简称红枫中心) ，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公益慈善机构。该

机构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 成立了方舟家庭中心，为

单亲家庭提供心理与社会服务; 开通反家暴专线及创建城市

社区妇女维权新模式半边天家园等。开展的专业化心理咨

询和社会 服 务 工 作，获 得 政 府 部 门 和 社 会 各 界 的 高 度 认

可。［5］( 2) 1993 年成立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从《农家

女》杂志发展而来，下设北京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和打

工妹之家等分支机构，致力于改善贫困农村妇女的生存现

况，提高流动女性的生存质量，创造农村妇女再教育与辍学

女童培训的机会，增强农村妇女参政的能力等，是一个集扶

贫与发展、传媒与出版、研究与倡导于一体的民间女性慈善

组织。目前，较为活跃的还有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

咨询服务中心［6］，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以及广东省绿芽

乡村妇女发展基金等。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女性慈善组织十

分注重组织间的相互协作与联盟，“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

联盟”“女性创业公益联盟”等联盟的成立，成为凝聚妇女智

慧和力量、服务基层妇女的重要平台。
2. 以妇女儿童为目标人群的慈善项目广泛开展。近年

来，以妇女儿童为目标人群的慈善项目广泛展开。其内容从

传统的扶贫助困、扶老助孤、灾害救助，拓展到教育、文化、卫
生及环保等多个领域，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如中

国妇基会开展的“母亲小额循环”扶贫项目，从 1996 年起，通

过提供小额无息循环贷款来帮助中国的贫困女性创业。截

至 2012 年底，“母亲小额循环”扶贫项目覆盖全国 22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100 多个县区，累计循环滚动发放 1． 2 亿多

元，帮助 7 万多名城乡贫困妇女实现创业与就业。［7］其带动

“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基金”“四川德阳市伤残儿童项目”
“中国英模母亲资助计划”等多个项目实施，切实改善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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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8］。
对于困境儿童的关爱是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体现。上

海奇翔儿童发展中心为帮助自闭症儿童融入社会，发起的

“星宝上学”项目，除为贫困特殊儿童家庭提供培训和资助

外，项目内容还包括特殊儿童康复书籍出版、特殊儿童康复

技能研发、特殊儿童家长培训、特殊教育老师培训，以及为特

殊儿童举办公益活动等，不仅使自闭症家庭得到帮助，也成

为政府社会管理的有效补充; 2013 年，由全国百余名女记者

联合发起的“女童保护”项目，致力于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

识，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开展教师和志愿者培训、开设公益

讲座及活动，开通防性侵维权热线，印发防性侵知识宣传册

等。截止 2016 年 10 月，“女童保护”已在全国 27 个省份相

继开课，拥有 80 个地方团队或地方合作单位，直接面对 9103

名儿童开设防性侵课堂，发放“守护童年”宣传册 17827 份，

发放防性侵手册总数已超过 10 万份［9］，起到了较好的社会

宣传效应，为女童保护筑起了安全屏障。
3. 女性志愿者队伍日渐壮大。志愿服务是慈善活动的

重要形式。调查发现，中国当代志愿服务的性别结构中女性

多于男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相关机构组成的课题组，对

我国志愿服务发展指数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接受调研的人

群中，女性占 57． 8%，男性占 42． 2%。［10］而其中，全国注册巾

帼服务者就超过 1000 万人，巾帼志愿服务队 35 万支。［11］在

青年志愿者中，女青年也表现出比男青年更高的服务意愿，

2010 年广州市团市委一项调查显示，社会服务机构注册的女

性义工( 即志愿者) 占六成多，远多于男性义工，而且女性从

事义工的时间都比较长。在北京奥运会、G20 峰会等大型会

议活动中，女性志愿者人数也是远远高于男性。在我国台湾

地区，女性是慈善组织的主力军。如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慈善组织慈济基金会中 80%以上成员是女性，在台湾 9·21

大地震救援行动和灾后重建中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此外，在

我国慈善领域，有许多女性慈善家和慈善基金女性管理者，

以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提高女性地位为己任，成为

社会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如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

询服务中心创始人王行娟，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何巧

女等女性慈善典范人物，其引领作用的不断扩大，影响和带

动了更多社会群体参与慈善，成为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

持续动力。

以上表明，女性慈善逐步形成独立的发展格局，已然成为当

代中国慈善事业中的生力军，在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

推动性别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创新社会管理和推动社

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 三) 当代女性慈善实践的社会效应 1. 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妇女依法维权的自觉性和能力不断提高。妇女维权是全社

会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部门综合发力。近年来，大量从事妇

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民间慈善组织，切实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积

极开展妇女儿童维权服务工作，成为妇女儿童维权的中坚力量。

主要表现在: 开通妇女维权服务热线，为遭受家暴、陷入困境的

妇女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 合作共建妇女儿童庇护所，使受

家暴妇女儿童得到及时庇护; 开展法律讲堂、专家辅导、专题研

讨等多种形式活动，提升妇女法律维权意识，使广大妇女依法维

权的自觉性和能力不断提高。
2. 助推社会性别平等，社会性别意识正逐步纳入社会发展

和决策主流。一些女性慈善组织通过社会实践及参与相关法律

的修改制定，传达组织代表的女性群体声音，反映女性群体利益

需求，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和咨询; 通过与政府部门开展

合作，提高决策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增强参与社会治理的信心;

促进妇女社会参与，强化女性自身能力建设，使其增权充能等。

如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参与《妇女维权法》的制定过

程中，根据“妇女热线”的统计数据提出了将“不受性骚扰的侵

犯”列入妇女人身权利范围的问题。
3. 改良社会风气，全社会尊重妇女、向上向善的良好风气

加快形成。女性所流露出的富有爱心、善于助人、温柔而有耐心

的特质，使她们从事的慈善活动自然而然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肯

定。当代女性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生机

和活力，成为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慈善参与中，

女性所表现出的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弘扬真善美的

价值追求，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而女性慈善组织打造

的具有社会影响力品牌慈善项目，是传播慈善文化、扩大慈善影

响的有效载体，有效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社会慈善实践，促进向上

向善的良好社会风气加快形成。

三、推动中国女性慈善事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2016 年《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大大激发了社会力量通过慈

善组织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为女性慈善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

好的社会法制环境。然而，当代女性慈善事业迅速发展的同时，

也面临一些问题和瓶颈: 一方面，有利于女性慈善事业发展的外

部制度环境不完善，如法律体系、税收支持体系及评估监督体系

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女性慈善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国女

性慈善组织数量少，且自身组织机制管理不完善，专业人才及资

金短缺，对政府和妇联资源依赖性太强等自身制约因素，直接影

响组织社会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女性群体要在新时代

慈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着力。
( 一) 强化社会性别意识，凸显女性慈善的特殊功能与价

值 社会性别平等事业与慈善事业存在着诸多交融之处。

在慈善事业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不仅是提高两性平等的一

个重要方面，更是有效推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视角和

策略。而在实践中，妇女在慈善领域担负起的不计其数的、
无报酬的照顾性劳动，并未充分纳入慈善数据统计中，她们

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慈善事业中

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性别分析，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分析挖掘

出存在导致两性不平等的深层因素，促进传统性别观念的深

刻变革，使男女两性在社会发展中最终实现和谐、平等、共同

发展: 一是要深入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树立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积极培育和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将中国的传

统慈善文化和现代的公益慈善理念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体系有机的融合，与关爱女性为重要标志的现代文明有机的

融合，使人们的善行善举走向普及，上升为全社会的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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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价值观念，为女性慈善事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

氛围; 二是要在全社会宣传慈善理念、塑造慈善价值观、营造

浓厚的慈善文化氛围的基础上，强化社会性别意识，突出女

性在慈善领域的特殊功能与价值，加大对女性慈善典型的宣

传，积极树立女性参与慈善典范，培育和推广女性慈善品牌

项目，积极引导公众以健康向上的心态参与女性慈善事业;

三是各类慈善组织要广泛开展构建先进社会性别文化的理

论研究及社会实践活动，大力弘扬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

性别文化，在各个慈善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社会性别考量，

不仅要在项目终端实现对妇女权益的保障，还要在项目的策

划、执行、评估等各个环节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推动女性参与

决策和管理。
( 二) 完善制度机制建设，营造女性慈善发展的良好氛围

随着女性慈善组织与政府互动合作日益频繁，政府应不断

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为女性慈善事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一

是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慈善法》颁布实施后，多部配套

的规范性文件陆续出台。然而，任何法律的完善都不是一蹴

而就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慈善组织认定不一致、执
行操作不到位等困扰。因此，要不断完善慈善法律体系，健

全体制机制建设，推动《慈善法》的普及与实施，为女性慈善

事业的社会生态改善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优

化税收减免政策。加大“税费减免”力度，让女性慈善组织获

取更多社会资源。打造慈善公益组织孵化机构，为女性慈善

组织登记设置专属通道，降低登记难度，确保女性慈善组织

能平等获得社会公共资源。另外，政府应该提供各种畅通的

利益诉求渠道，让妇女群体能够充分并顺畅地表达自身意愿

和利益诉求，使各类女性慈善组织成为政府的政策宣传者、
信息反馈者及合作协同者; 三是强化信息公开与监管。《慈

善法》对慈善信息披露公开提出了刚性要求，要求建立健全

三类信息平台，即“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建立的信息平台，国

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指定的信息平台，慈善组织自建网站”。
各级各类女性慈善组织与政府有关部门的信息采用公开透

明的方式发布在信息平台上，实现三大平台的信息有效同步

对接，成为行业监督、社会监督最重要的大数据来源。以行

业监督和社会监督来弥补政府行政监督，构建行政监管、行
业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立体化的监管体系，真正实现慈

善在阳光下运行［12］。
( 三) 大力培育女性慈善组织，夯实女性慈善组织的发展

机制 目前，女性慈善组织正面临组织数量整体偏少，资源

掌握不足、专业化不足、可持续性不足等局面。因此，政府在

健全女性慈善事业发展机制、优化政策法规环境同时，要积

极搭建平台，大力培育女性慈善组织，夯实女性慈善事业的

发展机制。一是要增强组织的自主、自治能力，逐步建立规

范的自我管理和发展机制，特别是培育组织的领导能力，加

强女性负责人的专业培训，吸引和培育更多专业人士加入组

织管理和工作中; 二是要增强组织成员的责任意识、法制观

念、加强诚信机制和自律自治的建设，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提高社会公信度; 三是通过合法渠道表达组织及服务群体的

合理诉求，发挥对政府等相关机构的监督功能，推进民主化

进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四是进一步打造特色品牌项

目，让更多热心公益慈善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提高全民慈

善意识。另外，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之外，还需推动慈善组

织间形成联盟，将女性慈善组织联盟打造成交流协作和资源

共享平台、政策支持平台、市场对接平台、公众参与平台以及

媒体融合平台，实现联盟成员间的资源整合与共享，从而提

高组织生存和面对复杂形势的能力。
“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

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13］2015 年 9 月 27 日，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 20 周年之际，习近平在全

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指出，“更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

想和梦想。”而女性作为慈善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慈善事

业的践行者，如何在新时代的慈善事业中把握规律、找准定

位，对于社会慈善更好地服务社会、普及民众、惠及当代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金建锋． 论宋代妇女与佛教［C］． 宋史研究论丛( 13) ． 2012 －12 －31．

［2］周韵曦．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综述［N］． 中国妇女

报，2018 － 12 － 28．

［3］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官网: http: / /www． cctf． org． cn / ．

［4］周秋光，贺蕃蕃． 中国当代女性慈善公益活动初探［J］． 湖南社会

科学． 2016( 6) ．

［5］高小贤，谢丽华． 中国妇女 NGO 成长进行时［M］． 北京: 金城出版

社，2009．

［6］冯利，章一琪． 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 以草根组织促发展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7］王海静． 妇联组织妇女小额信贷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

出版社，2014．

［8］中国扶贫开发年鉴编委会，编．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2012［Z］． 北

京: 团结出版社，2012．

［9］李 雪 慧． 2014 中 国 法 治 蓝 皮 书［M］. 北 京: 中 国 检 察 出 版

社，2015．

［10］翟雁，辛华，宋熠． 2016 年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指数报告［M］/ /中

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7)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1］杨团． 2016 年中国志愿服务指数发展报告［M］/ /中国慈善发展

报告( 2017)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2］王名． 落实慈善法三类信息平台建设和监管，加快社会组织基

本法立法进程［J /OL］． 公益慈善周刊，2017( 8) ．

［13］习 近 平 在 全 球 妇 女 峰 会 上 的 讲 话 ( 全 文) ［N /OL］． 人 民

网，2015 － 09 － 28．

责任编辑: 万莲姣

( 下转第 187 面)

851



［7］汪化云． 汉语方言代词论略［M］． 成都: 巴蜀书社，2008．

［8］付定淼． 贵州方言形态二例［J］． 贵州大学学报，1986( 4) ．

［9］项梦冰． 连城( 新泉) 方言的人称代词［J］． 方言，1992 ( 3) ．

［10］冯英． 汉语声调与形态［J］．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5( 6) ．

［11］林立芳． 梅县方言的代词［A］．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代词［C］．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12］汪国胜． 湖北大冶方言人称代词的变调［J］． 中国语文，2003

( 6) ．

［13］施其生． 汕头方言的代词［A］．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代词［C］．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14］乔全生． 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的几个特点［J］． 中国语文，1996

( 1) ．

［15］朱建颂、刘兴策． 武汉方言词汇( 三) ［J］． 方言，1981( 3) ．

［16］项梦冰．《客家话人称代词单数“领格”的语源》读后［J］． 语文

研究，2002( 1) ．

［17］温昌衍． 从比较看惠州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性质［J］． 语言

研究，2017( 2) ．

［18］刘娟、李如龙． 衡山方言的轻重音及与其有关的变调［J］． 湘潭

大学学报，2014( 2) ．

责任编辑: 立 早

The Tone Sandhi Phenomenon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Hengshan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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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sonal pronoun of Hengshan dialect can directly possess the relative appellation noun through the tone sandhi． It is
not“inflexion”． Through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the tone sandhi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Hengshan dialect，and contacting with the
same phenomenon in other dialects，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essence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e sound combination of“the
personal pronouns”and“屋( ho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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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Female Charity Practice
ZHOU Qiu － guang，HE Fan － fan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women have been joining in the field of philanthropy，

femal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re growing，and charitable projects concerning women and children are thriving as well． The develop-
ment of female chari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lleviat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promoting social fairness and harmony． However，
at present，China’s academic circle and researches has not given due attention to female charity，and in this aspect are far behind the
practical need． Ｒeviewing the history of female charity practice and evalu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emale charitable movements con-
tribute a lot to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commitment and strength in charity ope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helps advance the
charitable undertakings of the entire society．

Keywords: female; charity;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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