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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9新闻

中国慈善明星榜新趋势：粉丝公益来袭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从 2008 年中国慈善榜增添
了国内第一份慈善明星榜单后，
明星公益行动就始终是媒体观察
的焦点。 4 月 25 日， 第十五届
（2018）中国慈善榜发布盛典将在
北京水立方揭晓， 哪些明星能跻
身这张考察娱乐圈年度公益行动
的清单， 谁又能捧得年度慈善明
星的桂冠，不禁让人拭目以待。

随着榜单的编制， 一个不
同于往年的趋势显现出来———
区别于以往明星本人捐赠款
物、身体力行地投入公益，粉丝
采取主动的姿态、 以明星之名
发起公益行动， 其规模已经超
越以往， 成为当今明星公益的
主流形式之一。

众所周知，明星名人的号召力
不可小觑。 他们之于公益的贡献，
与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家相比，更
在于对公众参与公益的带动。

可以说，粉丝公益是伴随明
星公益而出现的。 只是近两年，
随着国内粉丝应援文化的逐渐
成熟，随着公众对公益慈善理解
度的加深， 粉丝公益异军突起，
已经演变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公
益力量。

不只捐小学，还捐信号塔

TFBOYS“三小只”热心公益
已是众所周知，2017 年除了为多
个公益机构代言，还纷纷成立专

项基金。2017 年 9 月、10 月，王俊
凯和王源的焕蓝梦想基金、源基
金接连在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
会下成立；易烊千玺的千度暖烊
公益基金则早于 2016 年设立在
中国绿化基金会，2017 年 11 月，
又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易烊
千玺爱心基金。

每个偶像的粉丝成分都比较
多元，除了五花八门的粉丝组织，
还有不组团的“散粉”也在为偶像
做公益。 而在拥有公募资格的基
金会设立专项基金， 的确让粉丝
跟随偶像做公益更方便、有序、透
明。看看源基金的官方微博，已经
在按月度公示粉丝捐赠明细。

可是粉丝们绝不会紧紧满
足于为偶像基金捐款。 从捐赠形
式和方向来看，粉丝的公益并不
复杂，多为直接捐赠款物，但年
轻群体的创意却让人折服。 去年
王俊凯和王源粉丝通过中国青
基会捐建的凯源希望小学，已经
在彭水县修建施工， 预计今年 8
月竣工。

今年王源的粉丝则再出奇
招，修了一座信号塔。 王源的 17
岁生日应援中， 近半数应援内容
和公益相关。 其中一项是在北京
通州将辛庄捐建了一座中国移动
信号塔，“让你的名字， 成为孩子
们打量天地、遇见世界的眼睛”。

角色名字不够用了

王凯的粉丝以致力于修桥
铺路而知名。 这些年已经分别以

“赵启平”“明诚”“季白”“李熏
然”“萧景琰”等王凯饰演角色的
名义修了十余条路和一座桥，还
有“季白书屋”等多个图书室。

其中的那一座桥叫做“范川
桥”，因为《铁道飞虎》里范川炸
毁了一座桥，“凯粉”就在现实中
给建了一座。 粉丝表示：“王凯你
再不多拍点戏，角色要不够粉丝
修路的了”。

说起这个书屋，也算是段佳
话。 2017 年初，王凯因为在某节
目中说到，18 岁时在书店工作，
和司机一起一晚上搬了 15 吨

书，被网友质疑指责
不合理。王凯的影迷
们怒而发起“捐赠
15 吨图书”活动，一
晚上就完成了捐赠
目标。

坚持 12 年的
玉米爱心基金

刚刚过去的 3
月 19 日， 是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玉米爱
心基金成立 12 周
年。 2005 年，李宇春
初登“超女”冠军宝
座，第二年，她的庞
大粉丝团就在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下设
立了我国第一个由
歌迷捐设和命名的
专项基金———“玉米
爱心基金”， 比现在很多知名的
基金成立都要早。

中国红基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中国红基会玉米
爱心基金共募集社会捐款 1400
余万元， 累计资助贫困白血病、
先心病患儿 28 名，听障儿童 186
名，援建玉米博爱卫生院 1所、玉
米博爱学校 1所、 玉米博爱新村
1所、玉米博爱卫生站 11所，累计
向各地灾区发放总价值达 150 万
元的救援物资、 发放赈济家庭箱
5000只，12年来玉米爱心基金直
接受益人口超过 60000 人。

应援文化的影响

粉丝们为什么会组团以偶
像的名义捐赠？ 不得不提韩国粉
丝应援文化的影响。 简单说，应
援方式包括给偶像、 偶像的团
队、偶像活动中的工作人员送日
常用品、送吃穿、送奢侈品、买广
告， 应援时机包括偶像拍片探
班、偶像生日、组合出道日等各
种纪念日、专辑发布日、影视作
品上映日、演唱会……粉丝应援
行为可谓创意百出，或奢侈到送
房子，或新奇地把偶像照片送上

太空。 而现在最时尚的应援行
动，是为偶像做慈善。

粉丝应援曾被称为是“贡品
文化”， 而公益应援更多地是为
偶像赢得好感，也有和粉丝同好
（情敌们）一起做慈善的自豪。 最
开始，粉丝们将送到演唱会的花
篮，改成了米花篮/米花环，即送
大米，然后捐赠出去。 后来衍生
出了芒果花环、鸡蛋花环、蜂窝
煤花环等，活动结束后都捐给有
需要的人。 再后来又增加了送动
物粮食、捐款等等。

粉丝公益应援现象在国内潜
移默化，也还是从年轻的流量明星
开始， 并且已经做得非常有声有
色。比如，EXO组合中国成员张艺
兴的粉丝们在 2013年设立了张艺
兴粉丝公益基金，操作了诸如“益
心书屋”、“艺兴体育教室” 等多个
面向青少年的公益项目。

公益传播不可忽视的群体

从 2018 年初新浪微公益发
布的《2017 年度数据报告》可以
看到，热门话题中，主流媒体主
持的大众公益话题继续保持长
尾影响力，明星粉丝团主持的明

星公益话题实现突出增长。 明星
粉丝团群体平均每条公益微博
能实现约 3.4 万的阅读量， 其公
益传播影响力不容小觑。 2017 年
度最具传播力公益蓝 V 是“At－
manRoy-王源公益站”， 总转发
量达到 3,850,288 次。

许多公益组织希望找明星
代言，一是要看明星个人形象与
机构或项目气质是否相符，二是
看明星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以及
能够带动的粉丝群体。 从第二个
角度来讲，就必然不能忽视粉丝
群体本身的能量和运作模式。 传
统意义上明星与群众是“演员和
观众”的关系，但现在，鹿晗的粉
丝会自发排队跟一只邮筒合影，
只因这只邮筒跟鹿晗一起出镜，
新时代的粉丝经济，远比普通人
想象的疯狂。

去年腾讯 99 公益日， 有的
公益机构曾发问，“为什么我们
请了明星代言，却没什么实际效
果？ ”公益项目+明星，要达到大
于 2 的效果，让明星的粉丝认可
公益机构，甚至进一步成为机构
的粉丝，恐怕还要在深入研究明
星与粉丝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多
下功夫。

“历史应该是伴随着新生事
物共同往前推进的,所以‘非遗’
和‘新生’是不可分割的。 ”对于
历史和文化，演员雷佳音表达了
自己的看法，并表示将用实际行
动为非遗发声， 全力推进非遗

“新生”。
3 月 20 日，在中国文物保护

基金会水井坊非遗新生专项基
金发布会上，雷佳音正式成为水
井坊非遗新生专项基金的“001
号非遗守护人”， 希望能够以其
影响力， 向公众传递非遗之美，
拉近非遗与大众生活的距离，激
发大众参与和保护非遗的决心，
让传统非遗重新焕发生命力。

从 2013 年在电视节目中讲
述关注空巢老人， 到 2017 年在
《国家宝藏》中出演楚令尹子庚，
以饱含激情的演出生动传递了
“云纹铜禁”所承载的历史意义，
再到 2018 年成为“001 号非遗保
护人”， 演员雷佳音一直在用自
己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公益角
色。

雷佳音表示，此次选择成为
非遗保护人，主要是个人比较感
兴趣，而且觉得非遗与表演有相
似之处。“我参观了博物馆，见到
了传承 600 年的工艺到今天没
有变，依然有工匠用老的方法在
酿酒，这个非常好。 以表演而言，

我们也是在传承老的表演方法，
再用现在的方法，迎合现在的主
题。 不仅延续了老的传统，还加
入了新的元素， 产生了化学反
应。 ”雷佳音说道。

据了解，该非遗专项基金旨
在结合多方力量，以更为专业的
运作机制，通过深度挖掘“非遗
之美”，使之与当代审美、大众生
活紧密结合，支持非遗创新保护
的生态建设，构建非遗传承新格
局，为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做积极探索与实践。

对于有形的文化遗产，可以
选择先进的技术与科技手段，对

其进行修复与保护，而“非物质
文化遗产” 独特的“非物质”特
性，注定了它的存续是以人为载
体的，所以，关于“非遗”保护这
样一个命题，核心是要调动人的
积极性与关注度。

细数这些堪称“非遗”的文
化瑰宝，其自身都具备着独特的
历史渊源、人文情怀、艺术价值，
可以这么说，与其一味地提倡与
号召人们来关注，不如充分唤醒
其自身的魅力，并为之注入新的
生命与活力，使之在当下焕发出
新的光彩，以“新生”代替传统意
义上的“保护”。

正如雷佳音所说的那样，如

何让“非遗”这些古老的技艺与
文化精髓，重新散发光芒，需要
汇聚更多参与者的力量，每一个
人的一份小的关注，最终都将汇
聚成这个时代的精神，寄托于这
些文化遗产之上。

在谈到对以后的公益之路
规划时，雷佳音表示：“明星以自
己的影响力为公益项目代言，其
实是双向选择。 对于我个人而
言，以后选择公益形象代言会更
偏向文化方面的，而且做这件事
情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露个
面，拍个照之类的。 我希望能通
过自己微弱的影响力，让大家了
解非遗，关注非遗。 ”

“001 号非遗保护人”雷佳音：推进非遗“新生” ■ 本报记者 于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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