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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八成网友认为“公益日”类活动
能提升公众对公益的参与度

截至 8月 7日 9时

环
保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随着 9 月 9 日的临近， 公益
圈关于 99 公益日的活动越来越
多。 由腾讯公益发起的 99 公益日
活动俨然成为一个公益类的节
日。

2015 年，首届“99 公益日”正
式上线。 3 天时间， 腾讯共拿出
9999 万元配捐资金， 以网友捐 1
元， 腾讯配捐 1 元的方式助力参
与活动的众多项目。 最终共有
2178 个公益项目上线，205 万网友
参与，募集金额超过 1.279 亿元。

2016 年的 99 公益日，爱心网
友捐款 3.05亿元，共有 677万人次
参与捐款， 为 3643 个在筹公益项
目献出力量。与 2015年 3天逾 200
万人次捐赠 1.27 亿相比，2016 年
的捐款金额达到 2015年的 2.4倍，
参与人次达到 2015年的 3.3倍。

源自英国的“红鼻子节”，同
样是一个公益类的节日活动。“红
鼻子节”，起源于 1988 年，由“喜剧
救助组织”举办，《真爱至上》导演
理查德·柯蒂斯为创始人之一，每
逢奇数年的三月举行。

活动期间， 人们会佩戴红鼻
子走上街头参与募捐，节日当天，
英国众多知名喜剧演员会拿出压
箱底儿的绝活， 在 BBC ONE 6
小时的直播节目中进行表演，演
员们希望人们在喜剧的笑声中了

解世界上还存在许多贫困和不公
平的现象。

目前累计筹集资金约 3.37 亿
英镑，支持了 7000 多个扶贫项目，
其中 60%的资金用于非洲，40%的
用于英国本土。 除了英国，“红鼻
子节”还走进美国、德国、爱尔兰、
冰岛等国。

与一般募捐不同的是，“红鼻
子节” 提倡以赞助善款的方式换
取任何快乐， 而不是毫无回报的
施舍，倡导“通过娱乐传递社会正
能量”，旨在打造一个“没有贫困
的公正世界”，吸引了全球 2700 多
位知名人士的参与， 已然成为一
个全球性的欢乐盛典和快乐爱心
的公益 IP。

2017 年，“红鼻子节” 走进中
国，于 6 月 1 日举办“六一红鼻子
节晚会”。 活动收入按比例捐赠给
“暴漫行动公益基金”， 该专项基
金由“暴走漫画”和“深圳市关爱
行动公益基金会”联合设立，旨在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筹集善款
用于支持免费午餐基金、 美丽中
国和西部阳光基金会等公益合作
伙伴以及关爱儿童、 帮助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公益项目。

“公益日”类活动在获得网
民追捧的同时， 也引起了形式大
于内容等一些质疑。《公益时报》

联合新浪公益、 问卷网和凤凰公
益推出本期“益调查”———你认为
“公益日”类活动能否提升公众对
公益的参与度？

调查自 2017 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7 日，共 1008 名网友参与。调查
结果显示，约有 75%的网友表示参
与过“公益日”类活动，由此可看
出“公益日”类活动已被大部分网
友所熟知并曾参与其中。

36%的网友表示通过官网宣
传了解的此类活动；51%的网友从
新闻媒体了解的此类活动；13%的
网友经过他人介绍了解的此类活
动。

对于“公益日”类活动，19%的
网友认为此类活动形式大于作
用， 没有实际意义；64%的网友表
示“公益日” 类活动体现了互动
性， 提高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
17%的网友觉得参与此类活动只
是一时的热情， 不能够保证公众
参与公益的持续性。

关于“公益日”类活动能否提
升公众对公益的参与度，83%的网
友表示可以提高， 以好玩的互动
形式参与公益， 更符合现代人参
与公益的形式；17%的网友认为不
能提高， 此类活动更注重参与形
式的多样性， 不能从本质上提高
公众对公益的认识。

网友留言：

爱心包裹累计捐赠善款超过
5.3 亿元

据新华网消息，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表
示，爱心包裹项目开展 8 年以来，累计 20 万家企事业
单位和 269 万名个人直接参与， 捐赠善款超过 5.3 亿
元， 惠及了 399 个国家级贫困县、1 万多个贫困村的
466 万名学生。

点评：当公益项目走向品牌化以后 ，规模化也就
自然到来了。

100 余家女性公益机构参与
“超仁妈妈”计划

“超仁妈妈” 公益助力计划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于 2016 年发起， 旨在通过链接资源， 开展培训交
流，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推动中小型女性公益组织发
展。 两年来，全国共有百余家女性公益机构参加此项
公益助力计划，共筹得善款 700 余万元，捐款人数达
33 余万人。

点评：基金会发挥链接资源作用 ，为公益组织抱
团发展提供支持，这一模式将建构一个良性的公益生
态系统。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人数近 30 万

据新华社消息，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
近 30 万，完成器官捐献案例已累计超 1.2 万例。 2017
年前 7 个月，我国完成捐献 2866 例，同比增长 33%，
实现跨越式发展。 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已成功实现器
官来源的转型，所有移植器官均来源于社会公民自愿
捐献。

点评：绝对数量的增长值得称赞 ，但与我国的人
口数以及巨大的需求相比，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还需要
以更加重视的态度去推进。

天津市东丽区等 4 地因整改
不力被环保部约谈

据人民网消息，8 月 7 日，环境保护部对天津市东
丽区，河北省邯郸市、保定清苑区，河南省新乡牧野区
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责任。 约谈要求，这四个地区要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
整改方案报送环境保护部，抄报相关省级人民政府。

点评： 约谈已经成为政府行政监督的常态手段，
要保证约谈之后的整改能够落实到位。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8月 1日 延安市 1000万元 抢险救灾 榆林市

2017年 8月 3日 九江银行 200万元 见义勇为 江西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2017年 8月 3日 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300万元 见义勇为 江西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2017 年 7 月 31 日至 2017 年 8 月 6 日)
（制表：王勇）

7 月 25 日至 8 月 1 日，“140 个泥娃娃香泉夏令
营”在四川省北川县香泉小学开营。 香泉小学以及周
边村镇的孩子汇集在一起，与志愿者哥哥姐姐度过了
为期一周的夏令营生活。“140 个泥娃娃香泉夏令营”
面向北川地区的乡村儿童开展，以音乐和儿童安全为
主题，由共青团北川县委、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北
川社区志愿者服务协会共同主办。安全教育是本届夏
令营的主题之一。 在 7 天的夏令营中，学校和志愿者
为孩子们开展了多场安全教育和演练活动，这是孩子
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开展地震应急逃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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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露露：“99 公益日” 改变了
以前公益实践是小众性的理念 ，
并且迸发出了许多新项目， 参与
公益成为新潮流。

兆采采：“公益日”类活动，通
过互联网+公益的形式，打破了人
们心中对公益事业的固有印象 ，
注重参与公益的互动性， 提高公
众对公益的热情。

少帮主老师：“公益日” 类活
动只不过是主办单位增加知名度
的一种营销手段，没有实际意义。

小小 www：“公益日 ” 类活
动，与公益自身相比，更注重形式
的创新，从而会对公众产生误导，
公众只注重参与的体验感， 而忽
视了公益项目本身， 一旦参与形
式没有新花样， 就不再关注此类
活动。

1、你是否参与过“公益日”类活动？
A、是；75%
B、否。 25%

2、你通过哪种渠道了解的此类活动？
A、官网宣传；36%
B、新闻媒体；51%
C、他人介绍。 13%

3、你如何看待“公益日”类活动？
A、形式大于作用，没有实际意义；19%
B、体现了互动性，提高公众参与公益的

热情；64%
C、 一时的热情， 不能够保证持续参与。

17%

4、你认为“公益日”类活动能否提升公众
对公益的参与度？

A、可以提高，好玩的互动形式更符合现
代人的想法与习惯；83%

B、不能提高，更注重形式，不能从本质上
提高公众对公益的认识。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