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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对慈善生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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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互联网募捐平台逐步建立并发挥作用， 不仅给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
动力，也创设了开展慈善活动的新环境。深入研究互联网慈善平台运行的特点和效应就成为理
解现时代慈善活动社会环境的基本要求。研究发现：互联网慈善机制的运行受网络平台运作的
流量控制、技术门槛、监管与运作规程等特点影响，并呈现流量效应、涨落效应、挤压效应、虚拟
效应等多重效应。 对于这些特点和效应的分析可以反映互联网慈善的成长对中国慈善生态的
影响，揭示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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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互联网慈善的成长及其发展状况

中国互联网慈善的发展可以回溯到 2013 年。
在这一年中， 阿里巴巴和腾讯设立的在线公益创
新活动项目，催生了互联网慈善（或网络慈善）这
一模式。在此模式中，社会组织通过互联网平台发
布慈善项目的信息， 开展线上的慈善行动并发动
社会公众参与到项目的运作过程中。自 2016年以
来，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公开募
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 等法规， 民政部先后公布
20 家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名录为慈善组织提供募
捐信息发布服务①，以及地方政府开展各种政策创
新活动，都支持和推进了互联网慈善的发展进程。
作为结果，中国互联网慈善平台获得快速发展，公
众参与程度不断提升， 并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疫情发生之

初，腾讯公益、淘宝公益、水滴公益等 20 家互联网
募捐平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设立了 449 个慈
善项目，筹款总额达 15.68 亿元②，接近 2018 年全
年互联网慈善筹款总额的一半。

互联网慈善的发展不仅为人们进行慈善捐赠
行为提供了新的途径， 也为研究慈善行为和非盈
利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新的议题。 早期的研究主要
强调互联网慈善具有的优势和发展的必要性，例
如低成本、高效率以及无地域限制等优势。 ③也有
学者讨论慈善平台运作机制和运作方式， 例如通
过对广州公益组织互联网信息的分析， 探讨互联
网慈善平台的内部治理结构问题④，或者是采用腾
讯基金会等案例来研究互联网慈善的形式及其在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⑤这些研究进而拓展到对于互
联网慈善平台的制度设立、技术特点、募捐过程及
其监管问题的政策讨论。 ⑥尽管如此，在目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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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慈善的研究中，个案研究和分类研究多，对
慈善平台运作的整体效应以及业态分析较少；对
影响互联网慈善平台发展的因素和驱动力的讨论
较多，而对于平台运作的成效和总体特点的讨论较
少；政策研究中有关互联网慈善的发展与公信力建
设的讨论较多，但对于这一发展引发慈善生态变化
的探究较为缺乏。因此，本研究聚焦互联网慈善平
台运作的特点和效应，对民政部公布的 20 家互联
网募捐平台的网上资料进行收集和梳理， 并从中
选取 6 家平台组织进行实地走访， 考察互联网时
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生态。

这 20 家互联网募捐平台有的是由互联网公
司运作的，也有的由社会组织设立。 其中，由互联
网公司运作的平台占平台总数的 65%， 由社会组
织设立的占总数的 20%，还有 15% 由银行或媒体
发起。 这些平台在用户规模、用户流量、参与捐赠
人次等指标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阿里公益平
台在 2019 年获得公益捐赠超过 100 笔，获得筹款
超 22 亿元⑦， 而其他机构运作的平台项目与之相
比在能级和体量上都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这些平
台上设立的慈善项目， 有的是由具有公募资格的
基金会和社会组织设立的， 也有的是非公募组织
通过联合劝募的形式合作上线的， 其中通过联合
劝募的形式上线的项目占平台项目总数的 50%。
此外，有近 1/3 的平台（如腾讯公益、易宝公益等）
为公民个人发布募捐信息。 大多数互联网慈善平
台项目聚焦医疗救助、扶贫救灾、教育助学、特殊
人群关怀、环境和生物保护等议题领域，但不同的
互联网慈善平台具有不同的项目导向， 呈现出个
性化的特点， 比如联劝网会侧重于公益行业支持
和社区建设； 帮帮公益会重视国际救助、 志愿服
务、就业创业、社区服务；新华公益会则关注文化
传承、文化保护等。分析平台运作的发展状况及特
点， 可以为我们揭示互联网慈善模式运作的效应
奠定经验基础。

二、互联网慈善平台运作的四大效应

互联网体系所具有的开放性、便利性、公众参
与的可及性等特点， 为创新慈善活动提供了巨大
的可能性，为社会资源的重组和共享提供了机会。
互联网慈善平台运作的流量控制、技术门槛、监管
与运作过程的特点等因素影响着互联网慈善运行

机制，并产生了多重效应。
1. 流量效应
在讨论互联网慈善平台的运作问题时， 如何

提高平台所具有的客户流量是一个关键问题。 互
联网平台运作的生命力在于流量的提升。 ⑧这一指
标反映出互联网平台在增加协作、 共享产品和服
务方面的成效， 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于互联网平
台提供的项目（包括慈善项目）的参与度。 互联网
慈善平台项目的访客量不仅取决于项目内容的设
计与项目运行机制的有效性，还取决于“抓眼球”
的技术， 使项目能够得到人们的关注并促成他们
采取捐助行动。 为此，需要运用互联网技术，丰富
运作技巧，通过网上项目的宣传活动，为慈善项目
运行获取更大的流量效应。

在考察网上项目的流量效应中， 大型互联网
慈善平台通常具有先天的优势， 与中小型互联网
慈善平台相比可以获得更多的项目资源和更好的
捐助效应。由于这些平台受访的人流量大，人们能
够在“走过路过”的便利中进行慈善捐助活动。 而
且，大型互联网慈善平台的功能比较全面，为人们
提供广泛的信息服务资源， 以及更多的机会资源
和连带或派生的项目资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
型互联网慈善平台一定具有慈善项目的高访问率，
例如新浪微公益平台入驻的项目不少但筹款量并
不高，项目资金筹集的完成比例平均仅为 17%。 ⑨

基于流量效应， 中小型互联网慈善平台在与
大型互联网慈善平台的竞争中会具有先天的不
足。这些平台需要制定合适的战略，通过技术手段
提高影响力， 明确对象群体来确保社会公众对于
项目的参与。事实上，在调查中我们看到一些中小
型互联网慈善平台会采取降低技术门槛和管理成
本的方式来吸收项目， 也通过提高服务质量的方
式来扩大流量，包括及时发布项目进展信息、展现
项目受益人对项目代理人和捐赠人工作的反馈、
对项目的执行状况和执行风险进行合理评估等
等。 因此，只要抓住流量效应这一关键问题，互联
网慈善平台都可以利用其所具有的优势来提高竞
争力，提升项目资金筹集的成效。

2. 涨落效应
网络平台的运作也具有涨落效应。 “涨落”这

一概念来自于热力学系统论和控制论对于系统运
作过程中出现的系统随机波动状态的描述。 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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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并把它运用到我们对于互联网慈善特点
的分析中， 可以看出互联网慈善平台的运作也具
有涨落效应， 因为互联网慈善平台的募捐容易受
到各种网络舆论和公共事件的影响， 导致人们采
取捐款行为热情的波动以及捐赠数额的起伏。 造
成这种起伏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 一是具
有社会影响力的突发事件； 二是人为制造的网络
舆情进程；三是媒体宣传活动的推进。

从近十五年以来的中国慈善捐赠情况看，重
大自然灾害、 公共事件的发生对于人们的捐赠热
情和捐赠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举例来说，2008 年
的冰雪灾害、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
都直接引发了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的“井喷”式增
长，因而这些“突发事件”就成为催发慈善捐款行
动的强大推动力。相比传统慈善模式，互联网技术
带来的媒体和平台快速反应能力使涨落效应表现
得更为明显， 并对公众的慈善捐赠行为带来积极
或消极的影响。

慈善捐赠的涨落效应与网上舆论的集群化
（Group Polarization）现象密切相关。 ⑩在问卷调查
中，只有 9%的受访者具有参与互联网慈善捐赠的
习惯， 而多数人参与互联网慈善活动是由特殊事
件所推进的。当突发事件出现时，网民在围观过程
中容易产生带有固化的情感应激反应并可能基于
信息误导造成观点“群殴”，对捐赠数额形成由舆
情导致的偏离常态的“涨落”现象，而互联网的“广
场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了涨落效应。

3. 挤压效应
传统的慈善筹款是慈善组织在线下进行的，

而互联网慈善则在线上发生。 这就要求我们思考
线上和线下慈善活动的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关
系。 互联网慈善的推进会对线下筹款活动造成挤
压效应， 而慈善组织在线下进行善款的筹集活动
也会对于线上捐助项目带来挤压效应。由此，如何
发挥线上运作和线下筹款各自的优势， 以及慈善
组织如何善用不同的方式来推进慈善活动， 就成
为互联网慈善模式出现所带来的挑战。

事实上， 中小网络慈善平台或组织在竞争中
面临着更强的挤压效应。 这种挤压效应并非仅仅
由大平台的垄断地位造成， 更由于其所具有的技
术优势。因此，有必要倡导互联网平台运作的去中
心化（decentralization）策略輥輯訛，促使公众的慈善捐

款可以通过多平台多中心进行。 正视挤压效应并
善加应对， 有助于慈善组织采用技术手段降低运
作成本，提高筹款效率，扩展慈善资源。正如《慈善
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中提到的，互
联网使得慈善捐赠去中心化，輥輰訛通过公益项目放大
了公益慈善的社会影响力。

此外，为减少挤压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
传统的慈善组织科学定位对象群体， 客观落实工
作方式。具体而言，不同于线上的慈善组织在竞争
中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获得优势， 线下的慈善组
织往往依赖于社会资本和机构联系。因此，较为妥
当的方案是明确双方的责任与权利边界， 进行合
作和有效的对接， 即线上组织为慈善项目的上线
运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线下组织要适应互联网时
代的变化与线上组织协同， 吸引更多的慈善资源
来开展慈善活动。

4. 虚拟效应
从互联网慈善平台的运作状况看， 参与互联

网慈善的公众大多是不具有群体标签的无名大
众。在互联网慈善捐赠的活动中，捐赠者与受赠者
以及慈善组织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平台的网络虚
拟空间中的，从而使捐赠者与受赠者建立起“虚拟
关系”。这种虚拟关系使捐赠者难以知道受赠者的
具体对象，也使捐赠者匿名化，使其基于善良意志
的个人慈善行为演化为社会公益行为。 这就促使
互联网慈善将慈善与公益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
对接慈善事务与各种公益项目， 促成了慈善动机
与公益项目的有机结合。

由此可见， 人们进行互联网慈善活动未必是
基于对受助对象的怜悯同情， 而是作为公益活动
的内容。 人们可以采取在访问商业项目或公益项
目时进行慈善活动， 或者通过行走捐、 虚拟游戏
捐、阅读捐、积分捐、企业配捐、消费捐等方式进行
慈善活动。輥輱訛这些社会公众的网络捐赠行为并没有
特定的帮助对象或确切的目标群体， 而是在商业
或社交活动中进行的公益活动。基于这些原因，互
联网公司也会有意识地把慈善项目嵌套于互联网
社交工具或商业项目中去展开。

由于处在虚拟关系中的给付和受惠双方都没
有对方足够的个体信息， 双方建立的慈善救助关
系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这种状况容易造成双
方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性并催发寻租行为， 导致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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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或信任滥用从而造成公众的不信任， 影响慈善
组织和平台的信誉。因此，虚拟效应要求平台项目
的运作强化规范化建设， 对慈善项目进行内部监
督。同时，捐助双方的虚拟联系也使发展社会组织
和提升服务质量显得至关重要。 社会组织作为网
络项目设立和运作的责任方， 在捐赠双方之间建
立起联系， 其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项目执行的质
量和人们对于慈善平台的信任程度。

三、互联网慈善的多重效应与慈善生态

互联网慈善所具有的多重效应， 涉及到一系
列互联网慈善的基本问题， 例如不同平台项目运
作的透明性，公募与非公募组织的合作，非盈利原
则与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以及受赠者和捐赠者需
求的多样化和关系的虚拟化等问题。 这给慈善事
业以新的影响，催生了慈善生态的变化：一方面，
互联网慈善改变了慈善运作的组织生态， 有助于
打破官办慈善的格局， 为不同主体和社会公众参
与到慈善活动中来提供了新的渠道輥輲訛； 另一方面，
互联网慈善的发展促进了慈善与公益的融合，并
为慈善资源的组织和慈善制度文化环境的改造带
来多方面的变化輥輳訛， 通过互联网运作机制将资源、
组织、 制度与政策、 文化环境等基本要素有效激
活、连接、融通并加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輥輴訛，为构
建科学的慈善生态体系提供了可能性。

1. 流量效应与网络技术
在充分评估互联网慈善为中国慈善活动开辟

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一成效的同时， 我们也要具体
考察这一新的慈善活动形式对于慈善生态造成的
影响。 自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互联
网时代。 目前，中国拥有 9 亿多的网络用户，互联
网普及率达 64.5%輥輵訛。 这改变了人们进行慈善活动
的社会生态环境， 使互联网慈善成为基本的活动
形式。由此，讨论平台运作的流量效应就成为探讨
如何运作互联网慈善平台的核心问题。 在互联网
慈善平台的运作中， 流量效应是测量慈善项目运
行质量的重要指标， 反映了互联网平台的参与人
次和公众信任的程度， 影响着上线项目的数量和
平台服务质量的口碑。

为了提升流量效应， 互联网慈善平台会采用
各种网络技术的手段来进行项目运作。 这些手段
包括实现项目的在线化、数据化，运用大数据与区

块链技术，使公益捐赠流程最大化透明等，也运用
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慈善项目的精准匹配， 例如蚂
蚁金服的慈善公益项目利用用户记录的低碳足迹
数据来开展减少土地沙漠化的环保公益活动。 同
时， 互联网慈善平台也会对捐赠网站页面的模块
进行优化，合理布局功能模块以改善用户体验，增
强慈善组织与捐赠者之间的互动性， 以便更好的
发挥互联网慈善的流量效应， 扩大慈善项目参与
者的覆盖面。

因此，在进行慈善生态的讨论时，考察流量效
应有助于我们研究互联网慈善的运作机制和技术
特点问题。在传统慈善模式中，人们对于慈善的评
估主要关注其利他性、社会网络、资源筹集和支付
等社会问题， 而对于技术应用以及技术进步带来
的问题的关注较少。 互联网慈善借助现代通讯技
术手段采用大数据来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展示
了技术因素在慈善生态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互
联网技术促使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沟通渠道、传
播渠道变得更加畅通， 推动慈善项目的设计获取
更为广泛的技术支持和数据资料， 还进一步实现
了慈善项目的运作与网络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和社
会组织的服务的融合。 为此，对流量效应的考察可
以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出技术因素的影响，使之成为
在互联网时代考察慈善生态状况的新要素。

2. 涨落效应与大众慈善
互联网慈善的便利性和快捷性推动了大众慈

善的发展， 也容易产生互联网慈善项目运作和募
捐状况的涨落效应。 涨落效应既衡量大众进行慈
善行为的热情程度， 也可以反映慈善生态环境发
展的状态。 特别是在各种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诱
发了涨落效应后， 人们的慈善捐赠的意愿会发生
变化。 有效地利用涨落效应可以提高互联网慈善
平台应对社会舆情风险的能力， 减少突发事件的
负面影响。由此，有关涨落效应的讨论有利于客观
认识社会公众的慈善活动和意愿的变化， 弱化或
规避因各种事件导致的大众心理的变化而对于慈
善捐赠活动带来的消极影响。

基于涨落效应， 慈善组织可以通过网络平台
信息沟通的便捷手段来影响公众意识， 运用媒体
在社会公众中加速信息传播， 对热点新闻和媒体
事件进行宣传从而形成社会动员的效果。然而，涨
落效应给慈善平台运作带来的不只有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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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没有突发事件的发生， 慈善组织也可以利用
涨落效应主动扩大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需要的慈
善活动规模，激发人们从事慈善活动的热情。例如
腾讯公益平台设立“99 公益日”活动，在 2019 年
的 3天活动中就促成 800多万人次进行捐赠輥輶訛。这
表明只要慈善组织能够把握机会顺势而为， 在引
起“涨落”的关键事件上进行有效的处置，这一效
应就能够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互联网将社会大众引入慈善领域， 通过大众
媒体的运作取得网络舆情的放大效果， 从而强化
了涨落效应。由此，涨落现象一方面体现了互联网
慈善的公众性，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这一公众性所
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在“大众慈善”的社会环境中，
互联网舆论热点极易被激化， 使舆情走向偏离慈
善组织者的最初设计。可见，涨落效应作为当代公
益慈善活动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对强化媒体和互
联网慈善平台的协同作用并提升其对现时代慈善
生态的影响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挤压效应与社会组织
从机构联系和组织互动的角度进行观察，互

联网慈善的发展也受到慈善网络平台的内部环境
和外部环境的制约。在内部环境方面，不同规模的
互联网慈善平台形成的挤压效应使人们思考慈善
组织在线上平台活动的环境条件。在这些活动中，
大型慈善组织对于中小慈善组织的挤压效应十分
明显，反映在募款总额、上线项目数、总参与人次、
入驻机构数等各个方面。 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既
有流量人气和技术鸿沟， 也有大平台的吸附作用
和平台运作的策略选择。 挤压效应不可避免地影
响慈善组织对于平台的选择， 使慈善组织倾向于
选取大平台设立项目， 从而导致不同规模平台之
间的竞争关系。

在外部环境方面， 挤压效应影响了从事线上
或线下活动的慈善组织的关系， 以及它们对于发
展互联网慈善的制约作用。 线下慈善组织的活动
为互联网慈善的运作构成了外部环境因素， 而互
联网慈善具有的挤压效应既会压缩线下慈善组织
的筹款空间， 也可以为线下慈善组织带来新的成
长契机。 这是因为互联网慈善平台可以为线下慈
善组织提供良好的服务， 而线下慈善组织也可以
借助互联网慈善平台的技术手段来提升经营管理
能力。 这种互动关系可以创设发展互联网慈善的

新环境， 并通过合作战略减少挤压效应带来的消
极影响。

以往， 有关慈善组织之间关系的讨论常常涉
及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问题輥輷訛，以及官办慈善组织
占据的资源优势对民间慈善组织的挤压作用。 互
联网慈善平台的运作对线下慈善组织的筹款活动
具有的挤压效应，使“线上线下”问题成为讨论慈
善组织管理和发展战略的新议题。 对于这一议题
的探讨涉及互联网慈善平台和线下慈善组织之间
的竞争和合作关系的重构， 有利于揭示新的慈善
生态的组织环境， 为思考中国慈善生态运行提供
了新视角。

4. 虚拟效应与平台监管
前述提及， 随着慈善行为的精神内涵被世俗

化后， 互联网慈善的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关系
摆脱了传统慈善所具有的交互关系而变得虚拟化
了。 慈善行为双方可以通过社会公益组织来开展
慈善活动， 导致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并不具有互
惠关系（甚至双方并不联系或接触），促使互联网
慈善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质。 互联网慈善平台推出
的各种“微公益”项目进一步扩展了这种虚拟的救
助关系， 通过形成广泛的跨界联系推动慈善事业
向各个领域延伸， 从而放大了互联网慈善的虚拟
效应。

当然， 由于捐赠者和受赠者两者间常常会出
现信息不对称性 （或双方都缺乏充足的信息），虚
拟效应容易产生人们对网上慈善活动真实性的怀
疑，对慈善组织公信力和执行力的质疑，以及对平
台监管不力和公众无法监管的现象的不满。 虽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慈善方面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
以及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 许多互联网慈善平台
都建立了问题响应机制， 接受公众投诉并且提供
24 小时举报热线的服务，但我们的调研发现仍有
一些平台规则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平台运作过
程存在着合法性缺失， 善款使用不规范和投诉处
理不及时等问题。因此，虚拟效应要求慈善组织和
平台运作者提高互联网慈善平台运作的法治化与
规范化建设水平， 以便为社会公众参与互联网慈
善创造更好的条件。

由此，如果从公众参与的视角讨论慈善生态，
虚拟效应提示我们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 因而如
何确保网上设立的项目和发出的救助信息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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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互联网慈善发展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互联网慈善平台的运作要确保信息透明化以及对
于项目运作的监管的关注， 以便有效对接慈善项
目的供给和需求双方， 强化项目的可信度、 透明
度，提升平台项目运作的公信力，为改进慈善生态
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结语

作为新生事物， 互联网慈善在推进中国慈善
事业的发展进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互联
网慈善倡导大众慈善人人慈善， 促使慈善行为及
其组织方式、慈善生态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研究尝
试聚焦互联网慈善平台运作的多重效应， 回应互
联网慈善模式的运作在组织上和技术上形成的客
观要求， 分析互联网慈善的效应对慈善生态带来
的具体影响， 揭示通过互联网慈善的发展重塑慈
善生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开展有关互联网慈善
的社会政策讨论， 将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路径
的全面革新，推动社会创新进程，增进公共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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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rying about technological risks are important cause of NIMBY conflicts.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of mod-
ernization or modernity， the constant occurrence of NIMBY conflicts is an important sign of the development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risk society.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echnocracy， “technical-economic”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the safety control mechanisms have constituted the structural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mod-
ernization. However， this modernity has inherent structural paradoxes， which have led to the “reproduction”
and governance dilemma of NIMBY conflicts. While dissolving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industrial modernity，
the risk society also reveal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econd modernity”. Drawing on the “reflexivity” concept
emphasized by the “second modernity” theory， NIMBY governance requires “reflexive governance” reform，
which takes “risk rationality” as its rational basis， “democratic governance” as its practice mode， and “so-
cial cooperation” as its goal.

Key words： modernity； risk society； second modernity； NIMBY conflicts； reflexive governance

The Features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 for Charity Projects and Its Effects in Social Ecology
Lin Ka， Li Bo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The internet platform system of charity projects developed since 2016 has provided new

dynamic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able efforts in China， and cultivated new environment for undertaking
the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The studies on the features and operational effects of this platform become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latform operation refers to the control of information flow，
thresholds of access， supervision rules and operation process etc. In addition， they produce multiple effects
such as： flow effect， fluctuation effect， squeeze effect and virtual effect. The analysis of these features and
effects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the growth of online philanthropy on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charitable actions in China， and demonstrates the new dire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in Chinese philanthropic.

Key words： online philanthropy； internet platform； social ecology； effect； social policy

Marx， Rawls and Social Justice
Fu Lihong1， Zhang Guoqing2

（1. School of Marxism，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Marx and Rawls hav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n the issue of social justice. The

similarities are that they regard safeguarding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proletariat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eal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regard optimizing the basic social structure as a primary aim to
move social changes. The differences lie in their different views on the basic social system， the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basic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citizens，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principle of dis-
tributive justice. As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Marx can’t accept Rawls’ theory of social contract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nor can he accept Rawls’ whole scheme of social basic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reveal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s and Rawls’ justice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ose differences in the theory of justice， to criticize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from the Marxist stand-
point， and to evaluate the reasonable elements of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a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theory of justice.

Key words： Marx； Rawls； Marxism； liberalism； social justice

Criticism of Critical Theory： Transcendence of Kant’s Religious Theology
———Based on Marxist Practice Theory

Zhong Shuai； Yang Siyua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eaching and Research， Zhejiang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Kant launched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religion. On the one hand， he “mor-

alized religion” and “religiousize morality” on the other hand， using pure reason to eliminate religious belief
dictatorship， and practical reason to eliminate the mystery and superstition of religion. And his own moral
relig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He used “God”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exploring truth， as the moral “neces-
sary principle” for pursuing “the highest good”， and as a practical guide to realize the ideal of “moral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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