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逢

自从由美国人约翰·布林创
办的公益游戏网站 “免费大米
网”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不少
国家都尝试将这一模式复制过
来，构筑自身的多维公益网络 ，
中国也不例外。

2011 年 10 月 26 日 ， 由盛
大游戏有限公司与联合国世界
粮食计划署合作创建的 “免费
大米网”中文版正式发布，它与
其他语种的“免费大米网 ”互相
独立， 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
署、 盛大游戏公司和中国扶贫
基金会三方合作运营管理。

中文版本的 “免费大米网”
延续了原版简洁的页面以及背
单词游戏的内容 ， 并在此基础
上添加了一些中国特色内容 ，
例如中国历史、 地理知识以及
盛大游戏自己开发出来的一些
益智游戏。

与原版网站由个人开发并
捐赠给慈善机构不同，此次中文
版的研发之所以花落 “盛大”之
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合国世
界粮食计划署与盛大游戏已经
有过一次 “公益游戏” 的合作。
“2006 年联合国粮食署曾经也和
盛大游戏合作过名为 ‘粮食力
量’的一款公益游戏。 ”联合国世
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区新闻官许
楠介绍说，“公益游戏比较容易
开发， 做公益又可丰富知识，因
而颇受学生和白领的欢迎。 ”

据合作方介绍 ，通过 “免费
大米” 网站在中国募集到的大
米，将主要用于世界粮食计划署

在柬埔寨开展的项目，以及中国
扶贫基金会在中国贫困山区开
展的营养校餐计划。 据介绍，中
文版的捐赠项目执行期为一年，
受欢迎程度虽然远不及原版，但
目前也已经有超过 5000 人注
册，累计捐赠大米 43 万粒。

不过，由于“网游”概念在中
国一直以来遭受到的褒贬不一
的评价，“免费大米网”能否在国
内被广泛接受也尚有待考察 。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是，网络游戏
是背负着‘原罪’而生的产业，一
提到‘网游’，大家就会把它跟‘不
务正业、玩物丧志、沉迷’这些词
联系在一起。 ”盛大游戏传播中心
总监刘红鹰说，“其实，‘游戏’原
本是每个人的天性， 游戏创造快
乐，公益给别人带去快乐，让社会
和世界更加美好， 这两者并不是
相背离的。我们在想，如果我们将
游戏内容改变一下， 让网络游戏
也能产生正面意义， 那么大家对
网游的看法会不会改观呢？ ”

因此，盛大认为，把“免费大
米”带入中国，是游戏公益走向
成功的一个关键点。 “就 ‘免费
大米网’ 中文版运营这段时间
的体会而言 ， 我们首先想的是
如何提高游戏本身的趣味和品
质， 让玩家愿意来玩。 其次，我
们也在考虑结合游戏的主要人
群，有针对性地做一些活动。 同
时也会寻求和一些有影响力、形
象正面的企业进行合作，联合推
广， 希望能在中国迅速打响品
牌，吸引更多人群的参与。”刘红
鹰说。 与此同时，盛大游戏董事
长兼 CEO 谭 群 钊也 解 释 道 ，
“广告模式是获得捐助的第一
步， 将来会寻找更多的合作者
和合作方式。 ”

然而，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
的游戏公益也受到不少的质疑，
包括推广的投入过少；参与方式
不够开放，只有持有盛大游戏通
行证的用户才能登陆网站；网站
不能提供有效的用户反馈机制
以及所捐赠大米的去向和执行
效果不够清晰透明等等 。 很多
参与者和有意赞助游戏进而助
力中国公益事业的企业都还处
在对这一创新模式的观望之中。

中国模式能否打破
“网游”原罪？

点 1次鼠标 =10粒大米

这个创意来自于美国印第
安纳州的一间小厨房里。 当时，
游戏程序员约翰·布林正在帮助
他十几岁的大儿子准备美国大
学入学考试，小儿子在一边不停
地捣乱，大声嚷嚷着“他不认识
这个单词，他不认识那个单词！”
于是， 在布林脑中闪过一个念
头，“应该为孩子设计一个能帮
助他记忆单词的计算机程序”。

对于布林来讲， 设计一个背
单词的程序很简单。 然而他并不
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 而是
美国在线筹款活动的创始人———
在此之前， 他已经成功地运营过

“世界济贫网” 这样一个慈善网
站。 于是这一次，他将为儿子设计
的背单词网络游戏，与“世界济贫
网” 合二为一， 组建成为全新的

“免费大米网”（www.freerice.
com），使一个原本简单的游戏程
序具备了公益色彩： 游戏没有复
杂的规则，也不需要注册登录，打
开网站玩家便会看到一个简洁的
页面， 中间的显眼位置会给出一
个单词，下面有四个单词选项，点
击你认为与所给单词词义最相近
的一个选项即可。 如果答对了，网
页右边的木盘里就会增加 10 粒
大米，每答对一道题，大米的数量
都会增加 10粒。

在答题的过程中，网站赞助
商的广告会弹出，这些广告费用
会用于认购玩家在游戏中赢得
的大米，并且向联合国世界粮食
计划署进行捐赠，用于援助那些
正在忍受饥饿的儿童，缓解全球
饥荒问题。网站的消息栏中这样
写道：“无论你是大公司的 CEO
还是贫困国家街头流浪的孩子，
提高英语词汇量都会改善你的
生活。 此时此刻，分布在世界某
个角落里的饥民，可能正在享用
你赞助的大米。 ”

四维网络

虽然“免费大米网”在 2007

年 10 月 7 日建立当天，只募集
到 830 粒大米，但在此之后，游
戏的参与人数屡创新高。 仅仅
三四个月之后， 这款游戏累计
筹得的米量已经足够五万人吃
一 天 ， 再 经 过 Facebook、
Youtube 等网站的宣传之后，
每日捐米量曾达到一亿粒以
上。 2009 年 3 月，约翰·布林正
式将网站捐献给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 现由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与哈佛大学伯克曼中
心合作管理。“‘免费大米’游戏
真正展示了如何利用网络吸引
人们更多关注全球饥饿问题，
网站很成功。 ”世界粮食计划署
执行干事乔赛特·希兰说。

于是， 一个构筑于网友、广
告商、公益机构以及需要救助人
群之间的四维网络就此形成，使
四者之间搭建了十分紧密的四
角联系：网友可以学习知识并且
促成捐赠；广告商作为幕后的捐
赠者，获得良好的广告效应并且
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贫困的大
人与儿童获得粮食；公益机构则
可以通过整合以上的资源，为捐
助者和受助者牵线搭桥，来完成
自己的社会使命。

可以说，免费大米的创意开
启了一种全新的工艺创新模式，
从教育和公益的角度出发，成功
探索出公益、互联网和商业相结
合的模式。相比传统企业直接资
助的慈善模式，“免费大米网”更
加强调了“人人参与公益”的理
念， 对于通过赞助来获取 logo
曝光时间的广告商来讲，人们参
与慈善的热情越高，对游戏的参
与时间越长，企业获得的宣传效
果也就越好。

一切都是免费的

2008 年，“免费大米网”被
《TIME》杂志评选为全球 50 个
最棒的网站之一，同一时间，《洛
杉矶时报》也评论说，“Freerice.
com 是最具有独创性的网站，
通过互联网， 它提供了学习、娱
乐的机会， 并力图改变世界，更

棒的是， 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
的。 ”

自 2011 年 6 月开始， 免费
大米游戏将其所获得的捐赠全
部用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在柬埔寨开展的行动。粮食署在
柬埔寨用获赠的资金购买大米，
到学校开展共餐计划，同时通过
在学校提供免费餐食的办法鼓
励儿童上学。

其实，类似“免费大米网”这
样把游戏与公益相结合的例子
并不难寻找。 据媒体报道，最早
的“游戏慈善马拉松”通过连续
玩《小行星》街机游戏募款，而被
称为世界上最无聊的游戏《沙漠
巴士》 也被玩出了慈善新意，每
年都会募得上万美元善款。 不
过，像“免费大米网”这样直接以
慈善捐助为目标的游戏，目前仍
然不多，因此关注与参与者的数
量仍然在持续上升。

目前，“免费大米” 已经拥
有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法语、中文和韩语六种版本，并
且仍在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
推广。 2011 年 10 月 26 日，“免
费大米网”正式在中国落地，一
个月之后， 代理网站中文版的
盛大集团便将第一笔“免费大
米网” 中文版广告系统收入交
给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此外， 一家来自比利时的巧克
力商成为了中文版首位认购大
米的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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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与公益结合的新模式

能做什么
1 个单词和 10 粒大米

■ 本报记者 张逢

网友、广告商、公益机构与需要救助人群，如何
采用一种方式将以上四类群体建立成为一个多维网
络？ 答案很简单：一个小小的背单词游戏就能搞定这
一切。

2012 年 2 月 6 日-11 日，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
署推出了一项“世界免费大米周”活动，用于在全世
界推广一种名为“免费大米”的网络游戏———注册玩
家们只需要点点鼠标，用“背单词”的方式来学习英
语，就能够让千百万贫民吃上米饭。

与原版“免费大米网”同步，中国版本所募集到的大米，也将主
要用于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柬埔寨开展的救助儿童项目

“免费大米网”页面设计十分简洁，赞助商广告也在首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