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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题大作公益问答
里的几道题目。

1、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
第一回是？

A.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B.勤王室马腾举义
C.曹操煮酒论英雄
D.废汉帝陈留践位

2、 北京的马桶冲水时，漩
涡是？

A.顺时针转的
B.逆时针转的
C.有时顺时针有时逆时针

转
D.我从来不用马桶 ，跟我

没关系。

3、《甄嬛传》里安陵容是喝
什么导致嗓子坏了？

A.莲子粥
B.安神汤
C.酸梅汤
D.安神茶

4、 如果你穿越到唐代，不
可能看到的场景是？

A.三五好友夜晚酒楼欣赏

“霓裳羽衣舞”
B.对面刘大夫在看 《千金

方》
C.李公子在画舫上听名妓

李师师弹琴
D.隔壁王二在阅读雕版印

刷品

5、狼，老虎，狐狸和兔子玩
游戏，谁会先出局？

A.狐狸
B.老虎
C.狼
D.兔子

公益游戏———
点击鼠标就能做的公益

� � “下面四个片名中，哪个不
是穿越剧？ A.《宫》 B.《步步惊
心》 C.《宫锁心玉》 D.《美人
心计》。 下列哪道菜属于江浙菜？
A.夫妻肺片 B.白切鸡 C.爆炒
腰花 D.清炖蟹粉狮子头。 ”

“恭喜您答对了， 如果您再
答对 18 道题， 就将为广东省河
源市紫金县义容镇石下希望小
学捐出一张课桌或一把椅子。 ”

从小到大你也许做过无数
题目，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
的答题可以给农民工子女换一
所小屋？ 为农村小学添一套桌
椅？ 在母亲河边栽一棵树苗？ 在

“小题大作” 的网站上， 点击鼠
标、开动脑筋，做点微公益其实
就这么简单。

从 2011 年 10 月 28 日上线
至今，还不到一岁的“小题大作
微公益” 网站上已经有 89，631
人参与了答题， 他们共答对了
1，186，511 道题， 累计促成了
28，612 件物品的捐赠（数据截至
2012 年 10 月 15 日 12 时）。

这不得不说是一组令人惊
叹的数字，然而这些数字并不够
准确，因为它们每分每秒都在改
变、在增加，而每一组数据背后，
都是网站用户点击鼠标之间凝
聚的公益力量。

这样也可以做公益

早在 2007 年 10 月 7 日，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就
推出了一款以背单词捐大米为
主要内容的公益网站，只要你在
网上答对一个单词， 就会有 10
粒大米捐给那些饥饿中的难民，
上线第一天，它只筹得了 830 粒
大米。 然而这个战绩，并不妨碍
它成为一款风靡世界的游戏，三
四个月后，网站筹得的大米足够
五万人吃一天。

“免费大米参与性略单一，
猜对一个单词才捐 10 粒大米，
相较之下小题大作公益项目还
是容易完成得多，我们的题目趣
味性更强，大家都可以参与。 ”网
站创始人之一王琛对《公益时
报》记者说。

小题大作的玩法很简单，进
入网站后，用户只要累计答对一
定数量的问题，相关企业就会向
公益项目捐助相应数额的物资。

物资不经过网站团队，直接
由企业捐助方捐给项目。 而捐赠
品的具体种类一般按公益活动
的内容而定， 大到一所房子，小
到一枚鸡蛋，或者一棵树、一套
桌椅都可以。

他们的题目五花八门 ，网
友也可以自由选择网站推出的

“题集”。 网站目前的题集有常
规的体育、天文地理、历史、生
活常识等， 还有结合当下热点
推出的带娱乐性质的“泰坦尼
克号”、“甄嬛传”、“五月天”题
集等，甚至有“行政能力”测试
题集， 以满足广大网友不同的
答题口味。

目前，网站一共完成 7 个项
目，包括 1kg 盒子、新桌椅新希
望、一个人一个鸡蛋、爱心词典
等，正在进行中的是关爱盲童公
益行动、平安绿色希望工程和新
阳光慈善基金。

四个人的公益梦想

小题大作网站诞生于四个
青年的公益梦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学生王琛、孙博文、白浩天和香
港大学学生黄海，本该如普通大
三学生一样， 往返于图书馆、教
室与宿舍的三点一线之间，但是
为了共同的公益兴趣，他们却选
择暂时放缓学业走到一起。

王琛在与同伴们经过好几
轮头脑风暴后，他们决定借鉴美
国“freerice”的模式，并在此基础
之上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打造
一个趣味答题微公益平台。

据王琛介绍，“小题大作”网
站上线半年来，总共募集项目物
品有二、三十万元，在北京有 10
名志愿者在从事该网站建设、运
营、发展各方面工作，目前网站
还没有任何盈利，“我们也不打
算用它来盈利”。

话虽如此，不过为实现网站
的长期发展，资金问题始终是一
个绕不过去的坎儿。 由于网站目
前仍靠创始人自掏腰包，小题大
作团队也讨论过网站的运营问
题。

网站负责人介绍说可能的
模式有两种：一是向企业进行
收费，按比例收取部分宣传推
广的费用 ； 二是向合作方收
费，比如他们计划与一些志在
普及知识的基金会合作，并就
某个公益性、知识性的话题设
计题集 ，吸引用户答题，最后
网站可以根据用户答题的参
与度向这些组织收取一定比
例的费用。

不过盈利问题并不是他们
目前工作的重点，所以仍停留在
酝酿阶段。

未出校门 直面企业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队员，
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寻找合作伙
伴。 靠朋友推荐和“暴力式”的打
电话，收效甚微，企业和机构觉
得这些大学生太过稚嫩，不信任
他们。

“才建站时很困难的， 找不
到合作企业，因为那时你没有知
名度， 对方不太愿意跟你合作，
平均每天要打 100 多个电话给 4
四、五十家公司，才可能有 1 个
公司回复。 ”贾静蕾说。她是北京
大学经济学院大三学生，同时也
是该网站负责企业合作的志愿
者。

之后， 团队转变了策略，转
为做“内修”，就是把网站设计得
更好，加强对网站界面、题库等
方面的完善。

在“做好自己”之后，队员们
开始扩大“交际圈”。 他们通过微
博结识公益名人，同时传播自己

的公益项目。 另外，队员们也积
极参与公益活动，以扩大团队的
交际面，认识了更多的企业负责
人。

“现在网站网友答题人数增
加不少， 知名度也不一样了，已
经有企业开始主动找上门来要
求合作，九阳公司就是近期合作

的。 ”贾静蕾说。九阳公司发起的
捐赠，目标是答对 20，000 道题该
公司将捐建 1 所厨房，该项目已
经成功捐建厨房 1 所。

小题大作媒体专员张盖伦
告诉记者，小题大作网站上公益
活动的内容一般来自企业合作
和基金会已有的项目，但是他们
也会根据企业需要主动寻找公
益项目。

他说：“企业主动上门合作
与公益模式不无关系，公益项目
的物资需要由企业方提供，企业
方提供物资做公益实现社会责
任目标，用户通过答题奉献做公
益。 题数达到要求公益项目将完
成用户公益梦想，同时，用户答
题时见到企业 logo 和相应说明
能成为企业潜在消费力，企业也
在其中增强了品牌形象，这样就
能使三方形成一个有机循环，谁
都可以获益， 这样就能持续发
展，自然就会有企业主动上门。 ”

另一位创始人黄海的想法
是，应该多参与公益项目的比赛
来寻求自身的发展。

2012 年 9 月 4 日，在第三届
“创响新生代” 康师傅—早稻田
大学创新挑战赛全国总决赛中，

“小题大作微公益”从全国 10 强
选手中胜出，荣获“年度公益达
人”称号。 未来一年，“小题大作
微公益” 团队将用 10 万元的公
益基金， 去实现他们的公益梦
想。

最近,作为华语区唯一代表,
“小题大作”微公益获得 2012 德
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最佳社会
公益技术应用”提名。 这项荣誉
的获得也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
但是他们说， 只要你愿意, 任何

“小题”都可能“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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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小题大作”公益答题网站的三方共赢机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