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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与道德】

新时代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守正创新 ∗
周中之
摘

要：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必须守正创新，坚持正确

的导向。 让科学的理论引领网络空间，让正确的舆论主导网络空间，让优秀的文化充盈网络空间。 文明自律是网
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基础，必须大力培养文明自律的网络行为，引导广大网民正确认识和处理尊德与守法、感性与理
性、适度与过度的问题。 网络慈善公益开拓了道德实践的新空间，要大力发挥网络慈善公益的正能量，加强网络慈
善公益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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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互联网的普及。
当代人们的工作生活几乎离不开网络，网络生活成
为现代生活的鲜明标志。 网络在极大地改变人们的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８２－０６

民总数为 ９．０４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６４．５％，３０ 岁以
下的网民超过 ４０％。 ① 特别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对
网络更是情有独钟。 道德建设的重点是青少年，网

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

络空间道德建设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更是应

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是新时代

有之义。

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将“ 抓好网络空间
道德建设” 单辟一章，反映了这一必然要求。
一、弘扬主旋律：坚持网络空间
道德建设的正确导向
２１ 世纪的世界，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虚

拟空间正在不断发展和深入人们的生活。 在虚拟空
间中，人们可以欣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表演
影视，可以玩网络动漫、网络游戏，可以在微信社交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
祉，同时也给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
课题。 网络上的信息是丰富的、吸引人的，但网络空
间中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在某些场合，假恶丑
的东西还有很大的市场。 “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
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 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
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② 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必
须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１．让科学的理论引领网络空间

科学的理论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是对

平台上建立自己的“ 朋友圈” ，可以网上购物，尽情

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界

一样的 人 生 体 验， 吸 引 着 成 千 上 万 的 人 上 网 “ 冲

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选择心仪的商品。 网络使人们获得了与现实生活不

浪” 。 智能手机的出现，也大大地推动了网民的增
长。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中国网

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社
会主义理论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只有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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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在网上高高飘
扬，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２．让正确的舆论主导网络空间

舆论是人们的言论，社会舆论是人们的言论对

网络空间是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战场，其道德建设

社会生活中的思想观念、伦理关系、行为举止进行的

也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中国的核心利益。

评判。 社会舆论是道德评价的重要形式，是维系道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国外的敌对势

德规范的重要手段。 良好的社会舆论对社会生活中

力利用各种渠道，特别是互联网等渠道，诋毁、攻击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决不能
掉以轻心。 必须通过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夯实价值
观基础，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
自信。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 拔节孕穗期” ，最需要在

“ 善” 的现象加以肯定和褒扬，发挥其扬善作用；对
社会生活中 “ 恶” 的现象加以否定和贬抑， 发 挥 其
“ 惩恶” 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可以通过线
上和线下两大途径作用于社会生活。 然而，在现实
生活中，由于网络传播的速度快，受众面大，线上的
舆论对人们的道德生活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冲击。

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上精心引导和栽培。 青少

线上的道德生态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点。 在

年是网络空间中的常客，网络上形形色色的事物让

虚拟的网络世界中，隐匿真实姓名的网民的世界观、

他们感到新奇，但往往也使他们感到迷茫。 从目前
情况分析，网络上鱼龙混杂，正能量不足，那些负面
因素势必误导青少年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认知。

人生观、 价值观不尽相同， 而且人人又都是 “ 自媒
体” ，各种声音都会在网上出现。 有些网民或者为
了博眼球，或者为了泄私愤，观点偏激、语言粗俗，污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教育青少年将爱国、爱党和

染了网络空间。 在网络空间的许多场合，主旋律不

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彰，正能量不足，令人忧虑。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在网上绝不做违背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情。 中国的历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网络空间的治理已经受

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

到国家和社会的极大重视。 必须通过治理，让正确

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

的舆论主导网络空间，这样才是符合国家和社会的

在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的历程中走过来的，中国创造的

根本利益的。

经济奇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理论是符合中国国

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必须注重差异，包容多样，

情的，是正确的，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如何在

但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用社会

网络上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中国特色社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网络舆论。 这种引领

会主义理论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是网络空

是“ 硬性力量” 和“ 柔性力量” 的结合。 所谓“ 硬性力

间道德建设的重大任务。
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渴望健康快乐，因而网络上
一些健康美容养生的知识颇受欢迎。 但网络上常常
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知识的内容，误导甚至污染了网

络空间。 “ 天朗气清、生态良好” 的网络空间，不仅

量” ，就是外在强制的力量，通过法律、制度等形式

表达出来；所谓“ 柔性力量” ，就是内在良知的力量，
通过道德规范、荣辱观念等形式表达出来。 本文着
重研究的是后者。 “ 柔性力量” 是激发人们崇德向
善的力量，用道德滋养法律精神，但同时也需要弘扬

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用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

道德批判的精神，明辨是非，分清善恶，对网络空间

引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

上的假恶丑进行揭露、抨击，铲除其野蛮生长的基

而且需要用正确的自然科学的理论正确认识人自身
的健康问题。 一些网络平台上充斥着美容养生的信

础。 “ 柔性力量” 的发挥是建立在自觉和自愿基础
上的。 自觉是理性和知识的产物，是对客观规律的

息，透过这些信息，不难看到其背后巨大商业利益的

认识，而自愿是出于人内心的愿望，这种愿望是人的

驱动。 人们追求健康美容无可厚非，但网络上的这

意志的表达。 自觉与自愿的统一，是理性与感性的

些商品和服务信息往往有夸大、误导之嫌，违背医学

统一。 在网络空间注重这两者的统一，才能更好地

科学知识，不利于人体健康。 许多青少年涉世未深，

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网络舆论。

更容易上当受骗。 例如，女孩子为了追求颜值，受网

现代传媒技术突飞猛进，各种资讯在生活中铺

络不良信息的影响，过度追求瘦身、美容，以致伤害

天盖地。 一些社会关注的新闻一旦在网上成为热

了身体，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点，形成社会话题，成千上万的网民就会利用网络平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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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各抒己见。 不少网民慷慨陈词，言辞激烈，各种思

建设的必然要求，但在网络空间中更有着特殊的意

想观点良莠不齐。 在网上热点话题的争鸣中，一方

义。 文明自律的行为是由责任感、义务感所推动的，

面可以窥见真实的社会舆情，另一方面也对社会主

而要提高网民文明自律的水平，必须推进网民网络

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提出了课题。 要正确引导，也

素养教育。

１．网络的特点与文明自律的重要性

要有效引导，道理要讲深讲透，也要使人口服心服。
３．让优秀的文化充盈网络空间

互联网的问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

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渴望有更多更丰富的网络

义的大事，它对人们的伦理观念、伦理关系、伦理行

文化娱乐作品问世。 在网络上，互联网企业和网民

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要分析这些深刻影响，必须

创作了大量的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作品，包括网络

了解和把握网络空间的特点。

文学、网络影视、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等。 最近几年，

虚拟性是网络空间最基本的特点。 当今世界不

像抖音等短视频网站受到广大网民的追捧，风靡网

仅有理想世界、现实世界，而且还有借助于现代网络

络。 网络文化作品具有快捷的传播速度、“ 接地气”

通信技术的虚拟世界。 一方面，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的生活内容等优势，但这些作品鱼龙混杂，在审美观

界不同，它往往不是真实的；另一方面，虚拟世界又

上既有高尚的，也有低俗的，不能一概而论。 在网络

与理想世界不同，它是可以以感性的形式直接呈现

娱乐文化中，每个人都通过鼠标和键盘的敲击做出

出来的，它为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无限的空

了自己的选择。 这种选择涉及当事者的年龄、文化

间。 现实昭示人们，尽管人类的双脚必须站立在真

程度、生活经历和个人爱好，但其中也渗透着审美

实的人类社会大地上，但头脑中的思想却可以在虚

观。 网民要努力打造健康的精神情趣，追求真善美，

拟世界中遨游，享受驰骋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快乐。

拒绝低俗的文艺作品，遏制低俗文化的蔓延滋长，并

这往往会造成一种假象：人类在网络空间中似乎与

削弱其在网络空间中的基础。

现实世界不同，可以不受约束，为所欲为。 这样就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络文化建设又

解了道德自律的基础。 特别是网络对于渴望探索未

与商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商业的介入，为网络文化

知世界的青少年有着更大吸引力，为了获得更多的

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丰富了网络作品的

新奇的人生体验，他们往往沉迷于虚拟世界不能自

内容，提高了网络作品的观赏性，但商业的本质是追

拔。

求更多的利润。 为此，必须在价值观上划定明确的

自由性是网络空间的重要特点。 在网络空间

“ 红线” ，拒绝宣扬炫富拜金、见利忘义的不良作品，

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比起现实生活来说相对弱化了，

保卫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 最近，网络直播平台的

外在强制力也明显下降，而人的自由度却扩大了。

作品异军突起，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绝不能忽

似乎只要有一台电脑或手机，连上网络，网民就可以

视其中的价值观导向问题。 只有让有品位、有意义、

发表个人意见，宣泄个人情感。 而匿名的形式，又减

有意思、有温度的直播节目占据好位置，获得大流

少了网民不少后顾之忧，“ 网络上不知道对方是人

量，才能更好地推动网上优秀文化的扩展。 人们欣
喜地看到，网络上已经诞生了不少在内容和形式上
堪称优秀的文化作品，但这类文化作品还不多，与
“ 充盈” 网络空间还有不少距离。 无论是叱咤风云

还是一条狗” 。 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往往不再
是网民发表意见的羁绊，因而在发表言论时排除了
不少限制因素，但对这种自由性误读的结果，是社会
责任感和义务感的缺失。

的互联网企业，还是千千万万的网民，都应该为优秀

交互性是网络空间的显著特点。 网络空间中的

的文化充盈网络空间做出不懈的努力。 这是责任，

信息流通是开放的、双向的，具有交互性的显著特

也是光荣。

点。 传统媒体中，受众主要是接受者、消费者，信息

二、倡导文明自律：夯实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基础

资源主要是单向流动的。 尽管可以通过通信反馈消
息，但这种互动在数量上、时效性上是难以与计算机

自律与他律相对应，自律从人的意志自身引申

的交互性相比拟的。 现在，网民不仅是信息资源的

出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并说明人遵守道德来源于

接受者、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传播者。 微信等

人自身，而不是外在的强制。 文明自律是公民道德

软件作为社交平台，成为亿万网民之间、人机之间交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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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的有力技术支持。 近年来， “ 自 媒 体” 概 念 诞 生

的价值观，做到见利思义，义在利先。 价值观问题是

了，它突出地反映了网络空间发展的新特点。 有的

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了价值观问题，才能更好地增强

学者惊呼：现在网络空间的每一个人、每一台电脑的

社会责任意识，履行社会责任。

作用都相当于一个广播站、电视台或者出版社。 网

网民群体是互联网空间举足轻重的力量，单个

络的交互性具有即时性、广泛性，网络上的言行所产

网民看起来力量单薄，但千千万万个网民在网上所

生的影响难以估量。 网民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不可低

形成的强大舆论，影响力不可小觑。 网民在网上发

估，他们的自律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价值。

表言论时，必须增强责任意识，弘扬主旋律。 作为信

总之，网络的特点不止于虚拟性、自由性、交互
性这些方面，但这几方面的特点已经足以证明，加强
网络空间的道德建设刻不容缓，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必须抓住文明自律这一基础，开创网络空间道德建
设的新局面。

２．文明自律网络行为的培养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文明自律是网

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必然要求，并构成了其基础。 培
养文明自律网络行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发力。
从网络行为主体的外在方面而言，需要整个社

息的接收者，不能轻信谣言；作为信息的发布者，不
能乱传谣言。

３．推进网民网络素养教育必须正确处理的几个

问题

当代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进入了以用户为核心的

“ 算法时代” 。 共建清朗的网络空间，必须强调用户
的主体 地 位。 网 民 网 络 素 养 中 不 应 排 除 “ 工 具 理
性” ，但更应追求“ 价值理性” 。 在网民的网络素养
教育过程 中， 必 须 正 确 认 识 和 辩 证 处 理 几 个 突 出
问题。

会建立一定的行为规范，提供行为的遵循。 这就必

第一，尊德与守法的问题。 在网络空间的道德

须有行为规范。 网络行为规范明确了网络是非观

建设中，必须引导网民尊德守法。 道德和法律同属

念，它告诫网民，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应该的，哪些行

于人们的行为规范。 道德是不成文的法律，法律是

为是不允许的、不应该的。 遵守网络行为规范是值

最低限度的道德。 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支持的。

得肯定的、赞许的，反之则是必须否定的、批判的。

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是可以转化的。 在实践中，网民

它是准绳和约束，但同时也是引领和激励。 网络行

某些违反网络行为规范的言行，在其起始阶段也许

为规范只有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才具有生命力；只

是缺德问题，但随着量的积累和条件的变化，也可能

有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才能被更多的人接

演变成违法的案例。 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在虚

受。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二三十年中，网络行为规

拟空间里诚信缺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要用道德

范的建构一直是社会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

自律作为解决网络诚信问题的基础，但还必须重视

理论界研究的重大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
从网络行为主体的内在方面而言，培养文明自

“ 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 ④ 。 尊德
是运用道德的感召力，守法是体现法律的威慑力，两

律的网络行为需要增强责任感和义务感，产生内在

者相结合，也就是“ 硬约束” 和“ 软约束” 的结合，才

的推动力。 没有主体的自觉自愿，行为规范就难以

能取得更好的实效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现代信息

落到实处。 在一般社会生活中是这样，在网络空间

技术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对网民尊德与守法的

中更是如此。 这里的主体，不仅是指千千万万作为
个体的网民，也指财大气粗的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
企业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必须自觉履行主体
责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办

引导要充分发挥技术 支 持 的 作 用 （ 如 个 人 征 信 系
统） 。 扬善 惩 恶 需 要 以 掌 握 准 确 的 客 观 事 实 为 前
提，同时记录事实和公布事实也是一种教育手段，能
够起到警示和惩戒作用。

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

第二，感性和理性的问题。 网络空间是由多个

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

计算机系统通过通信设备和线路连接起来且以网络

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 ③ 一些办网

软件实现网络资源共享的系统。 就其本身来说，网

站的、开网店的、做社交平台的、做搜索的之所以社

络空间是冷冰冰的，但在网络空间中活动的人却是

会责任缺失，在思想根源上是见利忘义，在价值观上

有血有肉、有激情的人。 身处网络空间的人，面对五

走入了误区。 网络企业要做到自律，必须树立正确

光十色的画面，其心理也会受到强烈的冲击。 在网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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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上互动时，网民往往用偏激的语言发表意见，以此

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必须充分认识网络慈善公益

刷存在感，追求在这种互动中得到情绪的宣泄。 特

的道德价值。

别是青少年，血气方刚，更容易意气用事。 有时为了
一个热点问题，唇枪舌剑，争论不断升级，以致语言

１．网络慈善公益的道德价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深刻改变了中

粗俗，不堪入耳。 严重时还会引发以侮辱、诽谤的方

国的面貌，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同时，又对

式，损害他人人格的违法事件。 网络空间道德建设

中国的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人们的道德观

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倡导文明互动、理性表达，以建立

念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何有效解决道德失范、

良好的网络风气，维护网络的治安。 另外，网络上的

诚信缺失的突出问题？ 加强道德实践，改变知行不

内容良莠不齐，一些不良网站用色情等低俗的感官

一的社会弊病，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路径。 中国古人

刺激内容吸引网民。 青少年处于青春期，对这些不
良信息缺乏分析力、抵御力，以致深陷其中不能自

云“ 勿以善小而不为” ，有些身边的事，虽小但是善
事，应该坚持不懈地去做。 这样久久为功，良好的道

拔，走入人生的误区。 要教育青少年，只有加强理性

德人格才能形成。 简言之，诉诸道德实践，才能更好

思考，远离不良网站，才能健康地成长。

地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第三，适度和过度的问题。 网络空间充满了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树立慈善意识、参与慈善

量新奇的娱乐元素，使人乐此不疲。 特别是网络游

活动、发展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

戏吸引了千千万万网民，其中爱不释手者中青少年
居多。 玩网络游戏能给人带来快乐，但要适度，否则
一旦沉迷于网络游戏，必然产生许多恶果。 有人把
网络游戏比喻为“ 电子海洛因” ，不无道理。 青少年

实践。” ⑤ 慈善公益作为“ 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

践” ，在当 代 中 国 道 德 建 设 中 起 着 基 础 性 的 作 用。
当慈善公益插上“ 互联网 ＋ ” 的翅膀，则大大促进了
慈善公益的发展，更好地发挥了这种基础性的作用。

时期是学习和成长的黄金时期，应该把主要精力和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扩大了慈善公益者的

时间放在学习上，一旦染上网瘾，必然与学习冲突，

队伍，壮大了慈善公益的力量。 只要有电脑和手机，

而青少年又自控能力不足，难以协调好玩网络游戏

连上网络，就能捐款捐物，数量不论。 涓涓细流汇成

与搞好学习之间的关系，容易引起青少年与家长的

江河，虽然每个人奉献的爱是有限的，但借助“ 互联
网 ＋” ，这些爱的细流就会汇成爱心的河流。 二是丰

矛盾。 同时，长时间玩网络游戏，会损害青少年的视
力与身体健康，影响正常的社会交往。 防止网络沉

富了慈善公益活动的形式，增强了慈善公益的吸引

迷，是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 要救救那些

力。 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网络慈善公益的形式

患有网瘾的青少年，让他们从无节制的虚拟空间中

不断丰富。 人们通过不断创新的网络慈善公益活

走出来，尽情呼吸大自然新鲜的空气。 家庭、学校和

动，帮助了他人，自己也收获了良好的人生体验，从

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成长，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增强了慈善公益对广大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的

和义务。

吸引力。 三是提高了慈善公益的效率，推动了全民

三、网络慈善公益：开拓网上道德实践的新空间
在《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 抓好网络

慈善公益的实现。 现代社会是快节奏的社会，网络
慈善公益活动所花时间最少，其中许多活动可以零
门槛地参与，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随手做慈善公益，

空间道德建设” 一章中，中央文件首次以一节的大
篇幅写入了 “ 互联网 ＋ 公益” “ 互联网 ＋ 慈善” 的内

表达爱心和社会责任感。 网络慈善公益活动的效率

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近几年来，慈

网络是开放的、自由的平台，网络平台呈现出多

容，表明了作为网上道德实践的网络慈善公益在抓

是比较高的，是其他慈善公益形式所难以达到的。
２．大力发挥网络慈善公益的正能量

善公益事业发展迅速，进入 ３．０ 时代，这个时代的标

样化的特点。 真善美与假恶丑并存，既有正能量，也

志就是网络慈善公益的兴起，广大网民通过互联网

有负能量。 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

踊跃加入慈善公益的行列。 网络慈善公益不仅带来

能地宣传网络上的正能量，从而成为网络空间的主

了捐款数额的不断攀升，而且推动了全民慈善公益
参与方式的多元化，丰富了群众性的道德实践。 加
８６

导力量。 道德建设既包括“ 扬善” ，也包括“ 惩恶” ，
但要着重“ 扬善” ，以正面教育和引导为主。 慈善公

新时代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守正创新

益代表着人类的良知，是正能量。 要广泛开展形式

展起来的新生事物。 一方面，它丰富了网上的道德

多样的网络慈善公益活动，激发全社会热心公益、参

实践，为慈善公益事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形式；

与慈善的热情，助力社会成员自我完善，推动社会风

另一方面，它又是不成熟的，在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

尚改善，让正能量的旗帜在网络空间高高飘扬。
网络慈善公益不仅仅是捐款捐物的事，在其活
动过程中，传递的还是关爱他人、助人为乐的暖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工具理性的扩张和价值理
性的缺失，社会呼唤人文主义精神，这股暖流弥足珍
贵。 虽然经济发展了，但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也
历史地提到国家治理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网络利用

题，需要加强规范化运行和管理。 ２０１６ 年，“ 罗尔事
件” 在网上发酵，成为热点事件。 罗尔通过网络打
赏功能“ 卖文救女” ，获得 ２６０ 余万元。 后来知情者
爆料称求助者夸大事实，舆论谴责求助人消费公众
的同情心。 该事件引发了“ 微信打赏是不是慈善募
捐” “ 如何监管个人网络求助行为” 等争论。 ２０１９ 年

异军突起的互联网公募平台水滴筹出现了三次相关

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广泛开展慈善公益活动，更好地

的舆论事件，并引起争议，争议的焦点是个人求助互

满足了社会更多人献爱心的夙愿，更好地体现了社

联网平台的功能、定位、性质与目标价值。 这些热点

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慈善公益不是少数人的专利，

事件表明，网络慈善公益的迅速发展，要求相关的慈

不是只有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家才能做慈善公益，只
要愿意，即使经济状况并不富裕的普通人也能做慈

善公益。 在网络空间中，“ 众人拾柴火焰高” ，一个

善法律要加以修订以适应形势的发展。 《 慈善法》

在实施过程中的热点问题是个人求助的问题，要在
法治的轨道上解决“ 个人求助” 与“ 慈善公益” 之间

人即使是捐出微不足道的几元钱，但聚沙成塔，力量

的关系，用法律来明确个人求助的界定和个人求助

不一般，且意义不一般。 金钱有价，但爱心无价。 用

服务平台的行为规范。

爱心来塑造人的高尚的道德世界，建设良好的社会
道德风尚，是难以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的。

注释

投身于当代网络慈善公益热流中的人们，慈善
动机是多元的，道德境界也有不同的层次，其中也涌
现了不少无私奉献的先进人物。 他们体现了人类的
良知，他们的感人事迹为千千万万人所传颂。 榜样
的力量是无穷的。 社会应该利用网络大力宣传这些
道德榜样，让这些榜样引领社会风尚。

３．加强网络慈善公益的规范化运行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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