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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参与公益活动已
渐成民众生活之时尚，公益宣传
亦为受众所熟知。

应该说，我国公益广告从数
量和覆盖度上是充分的。 然而，
就其实质内涵与传播效应而言，
恐怕又是欠平衡、 欠充分的；训
诫性强，人性化弱，形式单一，难
接地气；更有甚者，惰于创新，公
然抄袭，深悖公益之宗旨。 新时
代的公益广告不单需要 “高大
上，严与密”的宏观定位，更需要
探寻“精且准，新且特”的微观创
新及适以相成的宣传手段。

2017 年，“您懂得， 别忘了”
文明礼仪提示语从 5200 余条应
征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青岛市
民文明细节提示语的“代言词”。
短短六字之言， 何来如此魅力？
细究成因，其来自于对人性的精

妙把握，来自于匠心独运的传播
手段。

传统公益广告大多呈现出
两类情况，一是采取“自上而下”
的视角，强制性地唤起民众心中
的回应； 二是利用明星效应，试
图淡化传播过程中的宣教意味。
然而 ，它们的共同点 ，都默认了
受众是缺乏某种文明品行，郑重
地提出了“勿、不、禁”的警示，不
断地进行着“要、须、应”的灌输。
这种“先声夺人”，湮没了受众尚
存的内省 ，使其自感陷入 “被批
评，被教育”的状态，在心理上引
起一定的抵触情绪 ，难免令 “好
初衷 ”成了 “耳旁风 ”。 而 “您懂
得 ，别忘了 ”这句提示语内在具
备的三个特点，令公益宣传一改
故辙，春风拂面。

第一，受众心理上的平等处

理。 “您懂得，别忘了”先敬了受
众一步，它默认受众“已知已会”
了所要宣讲的内容，只是“忘了”
而已。 “忘了”属于人之常情，可
予以理解与宽容，不必涉及任何
素质评价 ；它既不要求受众 “幡
然醒悟”的反省，也不嘉许“浪子
回头 ”的可贵 ，只需彼此间适时
给予一些善意的提醒，便可使受
众“望文生义”欣然接受。 更在平
等尊重的氛围中，使提示内容内
化成受众的理念，转变成一种自
觉行动，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

第二，语义语法上的巧妙转
化。 “您懂得”是由流行语“你懂
的 ”转化而来的 ，后者早为大众
耳熟能详， 语义属话语标记语，
具有含蓄的语言特点，其内涵多
为“知而不言”或“心照不宣”。 而
“您懂得” 在语法结构上巧妙地
由“后补”转换为“前置”，这就在
语义上明确肯定了对方的认知
能力，并具备了触发共情的效果
预期。 而且，这一提示语在传播
实践中，还常搭配“其实……，只
是……” 这一转折词组使用 ，令
句式演变为 “其实您懂得 ，只是
别忘了”， 更加弱化了提示语中
的训诫意味 ；同时 ，又使得该提
示语能够广泛地与多种文体或
提示内容相适宜。

第三，接受习惯上的自然感

受。 在汉语交流中，“别忘了”三
字用在某句话的开头或结尾，可
谓屡见不鲜。 它有着传递亲情、
叮嘱提醒等多重含义，是一句地
道的“家常话”。 即便说成“你可
别忘了！ ”，也仍带有平多愠少的
意味。 不难想象，当人们听到或
看到“别忘了”时，惯性的思维逻
辑 ，使人很自然地会联想到 “别
忘了什么？ ”，紧随其后的提示内
容在瞬间完成了从“入目”到“入
脑”的传达，整个过程顺畅自然。

整合传播途径，令提示语无
远弗届。

如何将一句走心入脑的提
示语“广而告之”呢？ 公益宣传普
遍倾向采取电视广告和海报的
形式 ，媒介渠道 、受众分布不均
衡的问题普遍存在。 事实上，精
神文明更多地体现在人与人、人
与社会之间的日常交流中，需要
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推陈出新的
设计，才能获得宣传实效。

在推广策略上，率先发力于
新媒体平台。 推广伊始，在“文明
青岛”微信公众号上开展 LOGO
评选活动。 最终评出的一等奖作
品，借助传统的篆刻艺术形式将
提示语呈现在印章上，并将“懂”
与“忘”两字突出显示，烘托出提
示语的历史传承感。

在推广步骤上， 由点到面 ，

步步推进。 先期推出 20 条“您懂
得,别忘了”文明有礼青岛人提示
语和 15 条传统礼仪 ， 如 “您懂
得，送客说‘慢走’，别忘了，道别
称 ‘再来 ’”等 ；这些内容均深植
于民众的传统意识中，不存在观
念变革的困难， 易于推广普及 。
随后 ，又紧扣主题 ，加强部门联
动 ， 把文明提示语拓展到了旅
游、交通、餐饮、环保、社交、诚信
建设等多个领域中，如“您懂得，
路怒伤人害己”“您懂得，点餐不
浪费”“您懂得，小草有生命”“别
忘了， 远亲不如近邻”“别忘了，
公共场所注意穿着”等。

在传播手段上 ， 多措并举 ，
互补互动。 利用微信公众号、沿
街 LED 屏、地铁（公交车）内外广
告以及传统纸媒 、电视 、有形广
告牌板等载体，让提示语出现在
岛城各个角落，充分融入到民众
日常生活中，成为处处可见的文
明镜鉴。 同时，有关部门在该提
示语的框架下，不断进行内容创
新的征集活动 ，激发民众对 “文
明使用手机 ”“节能减排 ”“移风
易俗”等内容的创作热情。

“懂得”就去做，“忘了”就提
醒 ，一行六字真言 ，唤起内省动
能；小句意蕴大，字字见真章，创
造公益广告新界面，呈现城市文
明新视觉。

“您懂得，别忘了 ”———去青岛看看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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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机构目前的发展
困境是什么？是三大“不足”：资源
不足、能力不足和影响力不足。

对资源不足、能力不足的问
题，我们这些公益人从日常的运
作中体验很深 ， 而对影响力不
足，大家往往认识不够。 实际上，
这三个“不足”互成因果，但影响
力不足是最致命的。 任何公益行
动没有规模， 就没有影响力，就
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但任何有影
响力的公益活动都需要比较多
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资
源。 公益机构的能力不足，则难
以应对国内对社会公益日益增
长的且大、且多、且新的需求。 但
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我们的影
响力不足，满足不了企业和捐赠
者的需求，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关
注与配合，就吸引不到更多的资
源，招不到高端人才。

多年以来，公益机构只在社
会与市场的边缘起到一点拾遗
补缺的作用， 其核心原因在于：

公益机构资源本来就不足，能力
很弱 ，但还都在单打独斗 ，形不
成合力。

能改变这种现象吗 ？ 不易 ，
但有可能 ，为此我提出 “公益新
木桶理论”。

传统的“木桶理论”又称“短
板效应”， 认为一个木桶的容水
量是由它最短的一块板决定的，
即如果一个机构在某领域有薄
弱环节的话，就要想办法把这个
“短板”做长。

“新木桶理论 ”则把每一个
公益机构看成是一块木板，因为
我们极为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与
想解决的问题相比，根本不在同
一个数量级上。 也就是说，靠我
们自己这块木板盛不了水，解决
不了问题。 然而，如果把一块块
的公益木板有机地拼装组合起
来，就有可能成为一只木桶去盛
水。 从另一个角度看，每个公益
机构都有各种功能，把自己的最
强项拿出去跟别的机构合作，即

把自己最长的那块板拿出来拼
成一个大木桶 。 不管从哪种角
度 ，其根本是说 ，公益机构联合
起来才能干大事。

“新木桶理论”其实不很新 。
国际上对此有个比较学术化的名
称， 叫 “集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 集合影响力是一种大范
围的跨部门协作的工作方法：各
利益相关方在骨干机构的协调下
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 在互动协
作与持续性的沟通中来成规模地
解决社会问题， 并使用同一套评
估体系衡量实践效果。

那么 ，如何才能让 “公益新
木桶理论”或“集合影响力”发挥
作用呢？

简单地说，一是需要大规模，
特别是跨行业、跨部门的合作。 现
代的社会问题往往要动员各种力
量、各种资源参与，要让参与的每
一个机构、 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
长板作用； 二是只有在一个或数
个骨干机构精心协调下， 一堆长
板才能形成一个大木桶， 好的协
调机构与协调人很重要； 三是项
目要有顶层设计， 多个机构参与
要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分工合
作，项目设计要有包容性，能把各
参与者的长处充分发挥出来；四
是要有同一个评估指标来评估该
木桶的实践效果。

“公益新木桶理论 ”在中国
行不行得通呢？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实验 ，叫
“青椒计划 ”，全名为 “乡村青年

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 ”。 “青
椒”，即“青教”的谐音也。

大家知道，阻断贫困的代际
传递是当前精准扶贫最重要的
内容之一。 目前的教育扶贫把资
源与精力都放在硬件上，放在给
贫困孩子的助学补助上。 但教育
扶贫其根本，同时也是最难的问
题，是如何提高贫困乡村的教育
质量。 而提高教育的核心在于老
师，教育质量是靠老师传递的。

目前，全国共有近百万名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扎根在包括
乡村教学点和村小等在内的乡
村教学第一线。 作为乡村教育的
新兴力量， 他们的薪酬福利、身
体与心理健康、职业发展等都需
要得到政府及社会的关注。 对于
青年教师， 特别是新教师来说，
师资培训是最需要的。

“青椒计划 ”就是动员与整
合社会力量 ，通过 “互联网+”方
式连接优质的师资培训和课程
资源，探索大规模、低成本、可持
续的助力乡村教师发展的新路
径、新公益、新模式。 在国家教育
部的支持下， 从 2017 年 9 月起，
在全国 18 个省份的 3491 个学校
中的 22,804 名乡村青年教师，每
周三晚与周六晚两次课，在手机
或电脑上参加“青椒”培训。 课程
是由北师大组织的最优秀教育
专家提供的专业课程，由公益机
构组织提供的师德课程。

“新木桶理论 ”在 “青椒计
划”中又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动

员了包括沪江网、 洋葱数学、爱
学堂 、三三得玖 、凯迪拉克公司
等一批教育企业以及百度、阿里
和腾讯的教育部门；北京师范大
学、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1 世纪
教育研究院等一批学术机构；中
国慈善联合会 、 中国教师基金
会、友成基金会、西部阳光、弘汇
基金会等一共 30 多个机构跨界
整合资源，让每个机构充分发挥
自己的 “长板 ”作用 ，有钱出钱 、
有力出力 、有资源出资源 ，为广
大乡村教师提供免费、 专业、前
沿、可持续的专业培训。

“青椒计划”也可能是在中国
历史上企业、学术、公益机构第一
次如此大规模、如此深度地融合。
目前，“青椒计划” 规模正在不断
扩大，培训内容也在不断深化。

这就是 “新木桶理论 ”的力
量。 中国需要，也有可能形成更
多的这样公益 “木桶 ”来解决大
量的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均衡”
的问题。 如果教师培训可以这样
做 ，为什么村医培训 、农民工培
训不能这样做？

有了这些“木桶 ”，公益人就
可以逐渐地走出碎片化的运作
模式， 成为主流社会的一部分 ；
有了这些“木桶”，公益机构就可
以参与解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
题 ， 而不仅是在边缘上拾遗补
缺 ；有了这些 “木桶 ”，起步很晚
的中国公益就可能跟我们的高
铁一样 ，后来居上 ，走到世界的
最前列。

新木桶理论：公益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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