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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孟睿思

杨一婧

公民社会新模式？
2013年10月9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实体写字楼虚拟注册地址热卖。CFP供图

全新的框架内进行。

将开启“两家交易所共享一个交易平

多，如建设离岸人民币中心。这些设

台”的格局。应当看到，这种设想固

想有多少能够转化为现实？可能并不

可能比国际板的传闻更不靠谱。商品

然美妙，但又会把焦点带回到跨市场

是上海自贸区能说了算的，这得取决

期货不比股票交易，需要各种配套措

套利的老问题上。此前，由于担心跨

于国内改革的统一部署。在几项关键

施，不是简单成立一个交易所就可以

市场套利，自贸区的总体方案在利率

改革仍存在很大争议时，自贸区的“先

解决的。此前，国内金融监管层反对

市场化改革上留有余地，只提在区内

行先试”会因为对风险与套利的担忧

外国商品交易所在自贸区内设立期货

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

交割仓库，让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

不过，在自贸区新设原油期货，

社交媒体微公益活动是一种公民社会激进主义的新模式，虽取代不了传统
慈善组织和大型基金会，但能够克服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众多挑战
□孟睿思（Christopher Marquis ) 杨一婧（Zoe Yang )

过

去几十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

及他们采用的机制，是一种公民社会

解决大众需求。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

变化，包括经济增长、财富积

激进主义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用独特

系列丑闻，严重损害了传统慈善组织

而难有寸进。这进一步显示出，在改

累、与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等。也许，

的方式，将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结合，

的可信度。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2

化定价，实际上也就是贷款利率市场

革红利、入世红利减退时，将引领中

还存在另一个不易察觉但同样重要的

克服了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众多挑战。

年中国慈善捐赠报告》，中国整体捐

交易所（LME）好梦成空。上期所若

化，而并没有开负债方价格市场化的

国改革开放第四个十年的重责，寄

变化，那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正在改变。

要在自贸区内设立原油期货交易所，

口子——在央行 7 月取消贷款利率下

托自贸区在这 2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中国没有个人做慈善的传统，但正在

仓库的选址也将会十分头疼——设

限后，自贸区并没有取得进一步突破。

也许并不现实。

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正越来越多地

在自贸区 28 平方公里以内？寸土寸

而现在，又要在期货市场上开一个套

金，岸线资源十分有限 ；而在自贸

利的窗口？恐怕不大现实。

赠数量已连续两年下降，中国红十字

克服传统公民社会的挑战

会接收捐赠的数量萎缩近四分之一。
人们对这些大型的“官僚”慈善组织

国际板传闻被否，原油期货也

进入慈善事业。这或许是用以取代直

面临诸多障碍，上海自贸区要做出点

接政治运动的一种方式，人们借此表

常年轻，并面临一系列的操作障碍。

凡此种种，我们看到，上海自

突破很难。在评论自贸区的总体方案

达诉求，并追求更大的发言权。各种

更为成熟的“自上而下”式的公益组

虽然政府最近有所改革，但“自

贸区要想在国内改革的框架之外取得

时，我们已经指出，对上海自贸区的

公共卫生问题时刻提醒人们，政府要

织由政府成立或支持，以帮助其管理

下而上”式的、在政府范畴之外活动

突破，真的很难 , 其能在多大程度上

金融突破不应高估。其实，对于整个

做的事情太多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

社会资源。有时候，这些组织仅仅是

的小型公益组织，面临着更为艰难的

可能也是行不通的。据传闻，新打

做到“先行先试”，仍需进一步观望。

上海自贸区的改革突破预期，都需要

下，社交媒体驱动的一些半公益、半

为了帮助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设立

局面。这些公益组织通常服务于同性

造的国际平台将充分利用上海期货交

目前来看，各方都想在自贸区内做一

更为低调一些。

激进的慈善活动，得到了无数人支持，

的。即使“自上而下”式的公益组织

恋及少数民族等边缘群体，有时被视

易所现有的资源开展业务，交易平台

些国内做不了的事情，就像当前传闻

募集了数以百万的资金，如邓飞的“免

享受有利的政策和地位，它们仍然受

为麻烦制造者，有时被认为是批评政

实现互通 , 这意味着，国内期货市场

的国际板和原油期货，未来还会有更

费午餐”。有迹象表明，这些活动以

制于行政监管，并且不够灵活，难以

府的，因为他们引起了人们对政府无

区之外，政策障碍难以突破，除非
政策扩围。
原油期货方案中的“一所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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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公益组织现在还非

越来越怀疑，并质疑他们的透明度、
执行能力和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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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或低效率的关注。这些公益组织

技术并不就是革命，

赠非常受欢迎。现在，网上出现了很

面临着越来越艰难的境况。他们需要

社交媒体微公益活动

多针对不同项目的捐赠平台。

维持正常运营，需要在没有受政府影

也取代不了传统慈善

响的渠道募集资金、宣传自己，这些工
作占用了许多时间、资源和人力。

组织和大型基金会，

否建立可持续的运作架构。这些活动

下，像新浪微博一样的社交平台，能

说和筹资的新机制，

响力和领导魅力，而它们能在多大程

够让人们绕过传统政府控制的渠道，

还降低了普通公民的

度上脱离其创立者呢？大 V 们都把

直接关心、关注社会敏感问题或是被

参与门槛

组织透明度看得很重，因为他们的个

最初的成功来源于大 V 们的个人影

忽略的问题。表面上，这些活动旨在

人声誉会因此受影响。他们同样认识

募集资金和公益慈善，但我们认为它

到，需要建立一个牢固的机制运作项

们实际上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代表了

目，而非仅仅依靠个人公信力。例如，

中国公民社会的一种新模式。

对可持续性的质疑

有趣的是，当国际市场一片楚歌，中国国内的市
场却出现了令人意外的反向火爆，即民国经济的
内需市场不仅没有受到国际市场的负面影响，反
而出现了一种继续发展的市场态势

目未来能否继续存活，取决于他们能

在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邓飞引进了独立第三方审计，并利用

091

一战后民国内需市场旺盛的逻辑

然而，除了政府接手，这些项

但它们不仅开创了游

专栏

□苏小和

相关技术帮助人们追踪“免费午餐”

市

突然失去了对生丝和茶叶等消费品的

自由市场型企业家的展开，随

需求，这不仅让中国这样的出口国失

计划捐赠款的流向。

着自由金融秩序的展开，民国的经济

去了主要的市场，而且还导致了纽约

他同时强调，压力对于改变来

秩序，显然是值得期待的。更有意义

股票市场的严重波动。

交谈中，邓飞表示，
“免费午餐的发起，

说是必要的。公众对社交媒体的关注

的是，全球市场范围内，第一次世界

这是一次涉及到所有工业国家

是一种行为艺术”。当意识到需要吸

时效性短，但是他计划继续在“水资

大战带给中国经济诸多利好因素，比

的经济危机。信贷紧缩、工业生产规

利用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筹集资金，

引官方和社会对该问题的关注时，他

源保护计划”的活动中，把网民发来

如大批西方国家由于战争，对中国市

模缩小，企业，尤其是以国际贸易为

而且利用微博的围观效应揭示社会的

需要变得更加专业。

的图片和文字在地图上标示出来。
“我

场的资源构成了需求，导致中国经济

邓飞喜欢说，“免费午餐”计划

们试图利用更方便的技术，帮助公众

的出口能力在其他国家普遍凋敝的情

激增，以原材料出口为导向的国家经

类似于政府试点的项目。现在，“免

参与。当这些图片在网上展示时，它

况下反而看涨，这使得中国的经济，

济基本停滞。这正是民国经济的遭遇，

记者邓飞发动的“免费午餐”活动，

费午餐”计划由民政部下属的中国社

对地方政府也施加了压力，促使政府

尤其是私人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快

出口减缓甚至中断，白银开始贬值，

即从微博上筹集资金为农村地区的学

会福利教育基金会运作，其中大约

有效率地解决这些问题”。

速增长的态势。

其兑换率从 1920 年 2 月的每两 1.48

校和儿童提供午餐。目前，该活动已

30% 的捐赠资金来自于像百度、沃尔

筹集 7000 余万人民币，超过 5 万名

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助力微
公益
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创造性地

薄弱环节。
一个非常出名的例子，是著名

邓飞“免费午餐”计划的成功，
是一种可持续的活动模式。在与他的

场经济的一般秩序在于，随着

苏小和

主要业务的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现象

正如俗语所说，技术并不就是

但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得益于

沃、平安等企业赞助者。“免费午餐”

革命，社交媒体微公益活动也取代不

一战的中国经济景气增长，随着一战

市场。英国和法国重建家园的工作起

如此下滑的中国银两对外金本位货币

儿童每天从该活动中获益。今年早些

计划实施以后，国务院也公布了自己

了传统慈善组织和大型基金会，但是

的结束，尤其是面临 1920—1922 年

步最早，相关的需求极大刺激了市场

兑换率，直接影响了中国进口商品的

时候，邓飞还发动了另外一项活动“水

的计划 ：每年拨款 160 亿元，以改善

这些传统组织应该关注社交媒体公益

西方国家和日本经济的复苏，中国的

需求，导致商品的价格普遍上涨，政

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走低，但是进

资源保护计划”。活动发动于春节期

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饮食。该项计划

等方面的创新。他们不仅开创了游说

宏观经济格局也出现了一种罕见的危

府发行的货币也远远超过了流通所需

口商品的价格却高涨。

间，邓飞呼吁网民将其家乡受污染的

宣布后，邓飞呼吁对该项目进行有力

和筹资的新机制，还降低了普通公民

机，这是一种被史学家称之为战后的

要的货币量，这直接导致了通货膨

市场交换的意义上，这样的格

河流、湖泊图片上传至网上，以曝光

监督，以避免腐败。邓飞对慈善透

的参与门槛。个人公益活动能坚持多

胀。美国的情况则是，人们在一战期

局，几乎是不可承受的，尤其是对于

中国水污染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并向

明度非常重视，并利用社交媒体保证

久，有待观察。通过社交媒体捐赠的

间积蓄了大量的现金和购买力，随着

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而言，更是令人

“免费午餐”计划的透明性。接受该

形式，也仅仅是一个开始。可以肯定

一战的结束，这种购买力迅速被放大，

如坐针毡。法国和美国是中国生丝的

计划捐赠的学校，需要每天在其微博

的是，人们的想法正朝着向社会有益

一方面对日常的消费品市场形成了刺

主要购买者，长期以来，这两个国家

调查记者是活动的领先者，这

账号上公布花费，并计划在学校食堂

的方向发展，这一影响还将持续。

相关的逻辑其实是清晰的。全

激，另一方面则是大部分资金参与到

基本吸收了上海和广东的所有相关

并不是偶然。他们不仅更容易接触到

安装摄像头，这些措施非常有效。根

球范围之内，基于一战的市场需求迅

了战后恢复起来的股票交易之中，货

出口商品。但是从 1920 年春天开始，

社会阴暗面，而且更懂得如何抓住眼

据《2012 年中国慈善捐赠报告》，与

作者来自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速中断，国际贸易失去了利益空间，

币因素的过度介入，让美国市场真实

美国市场停止了这种市场需求，导

球，并传播观点。

急剧下降的大型捐赠相比，网上微捐

School）

所有参战国只能试图激活自己的内需

的需求充满了泡沫。日本市场则几乎

致生丝的价格迅速下跌。1919 年底

地方政府施压。当我们采访邓飞时，他赞
赏微博是“一份来自上帝的礼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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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性经济危机”。

复苏性经济危机

美 元 下 降 到 了 1921 年 的 0.47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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