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艾已晴

第五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即将召开

媒体公益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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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身体力行，还是启迪心灵？
是侧重行动，还是注重内涵？中国
公益在这短短几年时间， 得到了
各大媒体的积极响应和鼎力支
持。 第五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召
开在即， 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媒体
公益。在社会信息的传播结构中，
各种媒体本身就脱不开公益的天
然属性，近年来，更有不少媒体竞
相成为公益的主体，成立基金会，
具体运作的模式各异。 是恪守媒
体属性，还是亲力亲为？为何越来
越多的媒体开始纷纷试水公益？
雨后春笋般的媒体公益在一片新
锐的驳杂之象中， 是否找到了发
展的独到方式？

更侧重于
挖掘“人心”的力量

近年来，由于媒体纷纷参与
到公益事业当中，人们对于媒体
公益的追问便愈加多，这些追问
几乎都能抽取出一个共同的问
题：媒体做公益，到底是亲身参
与一线的救助，还是基于媒体的
特点进行“启迪人心”的传播与
监督？ 对于这个问题，“启迪人
心”无疑还是媒体公益最擅长的
部分。 在媒体有更大能量实际操
作公益项目之前， 必须以端正、
长远的心态考量公益项目的内
涵。

“回首这三十多年，我们发
现日益丰富的物质却没有让精
神一起丰盛起来，人们的心在缺
失慈善、公益意识的同时变得麻
木空虚。 所以，媒体在这个时候
更应该启迪人们的内心的公益
意识，这是时代的要求。 ”芒果 V
公益基金秘书长周远对《公益时
报》记者说。

与芒果 V 公益基金相同的
是，极具组织优势和海外优势的
媒体公益机构环球时报公益基
金会也未将公益拘泥于具象的
扶困助贫上。

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吴杰坦言， 其实近 20 年的发
展过程中，经由环球时报社策划
操作的公益活动已经非常多了。
但真正想把这些活动统筹起来，
形成一个系统的时候，却发现这
些活动非常分散， 综合性不高。
并且，在与社会各界沟通试图开

启公益合作时发觉没有一个正
式的公益身份去跟大家洽谈、沟
通，因此很多项目都没有进行下
去。“这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因
此我们生发出了成立基金会的
意识。 给媒体人做公益一个名正
言顺的资格，这是环球人内心生
发出来的公益初衷，我坚持公益
行动绝不能离开最初的思考和
设计。 ”吴杰说。

“当然，以前媒体公益可能
只是个概念， 现在成立了基金
会， 公益绝对不能沦为一种口
号，但这并不代表媒体就不该去
做一些启发性、策划性的公益项
目。 媒体类公益机构需要在探索
中不断修心，不仅要考虑自身基
金的处境，更要有预见性地展现
和引导整个社会的正向价值观。
让公益慈善与媒体宣传完美结
合，寻找公共服务与社会责任的
有效对接，是当下媒体公益前行
的方向。 ”吴杰补充道。

专业化
是媒体公益发展导向

在这个需要“专业公益”的
时代，媒体倘若加入到公益的大
队伍中来，就必需关注到、倾听
到大众对“专业”的诉求。 这已经
成为媒体公益机构的共识。 但

“专业”的体现方式有哪些？ 不同
的媒体公益人表达了自己的认
知。

首先，尽管在官方公益机构
近年来饱受来自舆论的压力、各
大官方公益机构都纷纷谨言慎
行的情况下，各大媒体仍都选择
了用行动力挺公益组织。

“虽然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非
常大，收集信息能力也是一般机
构无法比拟的，但想做专业的公
益，媒体仍要选择和专业组织进
行联合运作，专专合作是媒体公
益借力使力、专业性强的表现。 ”
吴杰告诉记者。

芒果 V 公益基金秘书长周
远也表达了媒体公益基金与公
益机构合作的必要性：“与专业
化公益机构合作才能弥补媒体
公益专业救助上的不足。 而发展
民间组织、 宣传民间公益组织、
促成民间规模化公益行动将是
未来媒体公益的侧重点。 ”

与此同时，周远认为媒体也
应学会“专业晒帐”，必要时要与
专业审计机构合作。

“芒果 V 公益基金深知电视
媒体的特殊属性，所以我们实行
‘阳光晒账’。 本来，按照国务院
基金管理条例，公益机构可以提
取善款的 10%作为行政办公费
用，但芒果 V 基金的所有经费都
是湖南广播电视台买单，以确保
每一份钱都用在公益项目里。 电
视媒体这么公开化的信息服务
平台如果还不能保证透明公开
的话，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周远
告诉记者。

但“阳光”的芒果 V 基金，也
曾遭到“恶作剧”网友的恶搞。 一
位网友“许添君”上传了一张金
额为“9637 元 ”、 开票日期是
“2012 年 7 月 29 日”、项目为“招
待费”、付款方为“芒果微基金”、
收款单位则是一家足浴会所的
发票照片。 他在微博中说：“偷偷
拍的一张照片， 一个慈善机构，
招待费 9637 元洗脚。 好像还是
芒果台的……”可最后，这位网
友在芒果 V 基金的追究下坦白
这张照片是他自己 PS 的。

“不过这正提醒了媒体公益
人，透明的财务状况也是媒体公
益专业的表现之一。 ”周远说。

事实上，媒体做公益在具有
优势的同时， 也面临巨大挑战。
原来作为公益监督者的媒体，成
立基金会后就变成了公益项目
的执行者。 这种双重身份会不会
造成了非专业性的“尴尬”？

这个事情环球时报公益基
金会成员早就有所考虑。 虽然这
的确会是个挑战，但“因噎废食”
也是不可取的，所以环球时报公
益基金会会努力寻找“划线”的
最佳方式，既让媒体敏锐创新的
特性发扬，又能保证公益项目的
透明度。

“专业化、社会化的团队是
保证基金会运作透明的坚实力
量，保证媒体人和公益人相宜的
比例，将媒体思维和公益专业思
维结合起来，是化解可能产生的
‘尴尬’的好办法。 ”吴杰还提出，
让公众监督媒体公益，也是一种
高效省力， 规避风险的好方法。
“一个媒体基金会的成功， 说到
底是看它引导了多少民众参与

了它所倡导的公益项目。 接受大
众的监督也应是公益专业化的
表现。 ”

各出奇招
炮制风尚效应

传播效力是媒体公益的支
柱，把公益做成一种风尚是媒体
公益人的愿景。 那么，风尚何来？
不同的媒体都拿出了自己的浑
身解数。

“媒体践行公益，在保证专
业的前提下，不应把公益想象成
很死板的事情。 用人们乐于接受
的方式实施公益项目会对整个
基金会的运作起到不可忽视的
作用。 ”吴杰说。

正是基于此种理念，环球时
报公益基金会依托自身的定位
优势，举办了“希望英才”青年学
者培养计划、“环球大讲堂”系列
公益讲座、“让边疆不再遥远”大
型主题公益活动等公益项目，同
时成立了“环球时报”希望小学，
希望以此培养更多的具有“环球
意识”的栋梁之才。 作为传统纸
质媒体的《环球时报》敢于用更
加灵活的方式尝试公益新途径，
这样的心态无疑为其公益基金
会的运转开了个好头。

而被中国媒体誉为“快乐旋
风”的湖南广播电视台，早确立
了中国娱乐传媒的强势品牌地
位，成为传播“快乐文化”的媒体
基地。“因此我们的路子和别人
的不太一样，我们选择做‘快乐’
公益， 拒绝苦大仇深式公益模
式。 ”周远告诉记者。 据统计，目
前已经有 10 万人参与了芒果 V
基金的捐助活动，他们中间更有
很多愿意成为长期志愿者。 这也
是芒果 V 基金内涵长线引导的
结果。 再次是必须思考如何让庞
杂的社会问题在节目中通俗化
地表现，“知行合一是这个时代
电视媒体公益团队必须秉持的
真意。 ”周远说道。

与此同时，芒果 V 基金还有
一个打造公益“风尚” 的绝招。

“劝捐比较普遍， 媒体公益其实
更应该学会‘劝演’、‘劝宣’。 其
实湖南广播电视台这么多年来
打造的平台已非常适合明星名
人展示自我，这个时代应该赋予

公益更快乐、更坦荡、更阳光的
意义。 ”周远说。

而《中国新闻周刊》打造“公
益风尚”的方法跟前两个媒体公
益类型都不相同。“我们选择用

‘头脑风暴’ 的方式提升公益品
牌辨识度。 组织公益论坛让不同
人齐聚一堂探讨、 辩论公益议
题，这也能成为一种风潮，特别
是在中国公益事业起步发展阶
段。 ”《中国新闻周刊》公益事业
项目经理于丽娜对记者说。

据了解，中国新闻社《中国
新闻周刊》自 2005 年至今，已连
续举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
论坛”八年有余，论坛定位于“财
富公益论坛”，倡导“责任创造价
值”的企业发展观，聚焦推动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创新模式，
推动社会责任理念在中国的普
及，倡导政府、企业、学界、NGO
组织和个人为完善中国的社会
责任体系而努力。 而刚刚结束的
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
论坛” 则把企业履责进化的轨
迹，深忧经济下行状态下关乎环
境、质量、安全、诚信等方面的责
任作为公益论坛主题， 并呼吁
“让‘责任’的灵魂追上‘发展’的
脚步，让良知跑赢底线”。

“如是，找到当下最有争议
或者最紧迫的公益议题，是打造
媒体公益风尚的不二法门。 ”于
丽娜说。

此外，从 2006 年开始，每年
的夏至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
中国节能协会联合亚洲数十个
国家地区的电台共同发起“亚洲
熄灯两小时”环保行动，通过熄
灭亚洲众多标志性建筑的景观
灯两个小时， 唤起大家善用电
能、保护环境的意识，共同为地
球的可持续发展采取行动。

事实上，媒体实践公益对于
提高媒体的自身的公信力有着
巨大的作用，同时也能树立起其
在媒体圈儿的形象， 提高地位。
更重要的是， 公益能反哺栏目，
在做公益的第一时间发现民众
的需求，由此衍生出及时有效的
报道和策划，新颖真诚势必带动
销量和收视率， 与此相应的，媒
体公益的发展就会得到越来越
多的人的支持。 如此相生循环，
可谓妙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