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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午后的奶察”：

如何让免费公益产品不再被拒绝？
免费捐赠的公益产品（物

品、服务等）一定会受到欢迎吗？
并不一定。 对于公益人来说，碰
到受益对象不买账的情况并不
少见。

“乳腺癌是免费筛查的，但
我们到农村去做筛查的时候她
们并不愿意跟你去检查，要做大
量的劝说性的工作。 ”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守护童年项目办主
任白亚琴表示。

来自台湾的 5% Design Ac－
tion 社会设计平台创始人杨振
甫也表示，在台湾也是如此，虽
然有免费的乳腺癌筛查， 但还
需要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劝说，
效果也不好。

服务是如此，捐赠物资同样
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明明好心好
意捐赠，却被嫌弃或找不到受赠
方的情况时有发生。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
做呢，是抱怨、放弃，还是有更好
的办法去解决呢？ 6 月 24 日，在
凤凰网社会设计周启动仪式上，
来自公益、心理、设计、媒体、教
育等不同领域的人给出了自己
的回答。

为了妻子的行动

看到上面的这张图，你会想
到什么？奶茶店？去喝个下午茶？

如果告诉你这是乳腺癌的
筛查车呢？ 去这样的地方做个筛
查，是不是会觉得“萌萌哒”？

这一设计出现在 2013年的台
湾，由杨振甫和他的团队完成。 最
初的起源是杨振甫对妻子的爱。

杨振甫的妻子是一名社区
护士，动员居民参与乳腺癌筛查
是她的工作之一。 为了让更多人

参与筛查，需要挨家挨户上门去
做动员，最终能来的却不多。

2013 年的夏天，怀着 8 个月
身孕的妻子因为挨家挨户动员，
把自己累进了医院，还差点流了
产———由于生育困难，此前妻子
已经流过几次产。

作为设计师的杨振甫，看着
病床上的妻子格外难受，“我在
病床旁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反
省以及祈祷。 我在想一件事情，
我是做设计的，作为一个设计师
可以帮助商业的品牌发展很棒
的产品跟服务。 为什么没有一个
渠道让社会的专业人士跟设计
师来帮助公共的服务，帮助社会
的服务，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会享
受到产品的服务。 ”

能不能用好的设计改善癌症
筛检的体验，让更多人愿意主动接
受服务？ 杨振甫抱着尝试的心态，
在 Facebook上发出一个简单的邀
请：有人愿意用空闲的 5%时间，为
公共领域，做出一点改变吗？

没想到反响特别热烈，“很
幸运的过两三天，网络上有七八
十位设计说我们来做做看。 ”杨
振甫回忆道。

午后的奶察出炉

要想有改变，首先要找到问
题所在，免费的筛查为什么还不
愿意参与呢？ 设计师们走进筛查
车、走进现场去调研———虽然他
们当中很多是男设计师。

通过走访筛查的民众、前线
医护人员、政府部门、心理学家
等相关人员，他们一点点解开了
“免费也不要”的谜团：

对多数人来说，总觉得癌症
离自己很远， 没有动机去做检

查，而且“不查就没事，一查就出
事”是很多人的心结。 在很多人
的概念里检查是与痛苦相伴的。

涉及私密部位，检查是周边
却围着一圈人， 会让人尴尬、不
知所措， 冰冷森严的筛查仪器，
也让人望而生畏。

此外还有一大堆的手续、表
格要办。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人们
的望而却步。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
乳癌检查的认知，让人心甘情愿
地来参与呢？ 经过实地调研、资
料搜集、脑暴设计以后，团队为
乳癌筛查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定
位：“午后的奶察”。

他们先首先把乏味的乳癌
筛查车变成可爱的粉红色，粉粉
嫩嫩的造型拉近了距离，给人暖
暖的感觉。

在下午茶时间，粉色的检查车
直接开进了写字楼密集、都市白领
集中的区域， 车外搭起阳伞和桌
椅。 这样的场景让人放松警惕，取
代模糊不清、封闭的检测环境。

可以坐下、点杯饮品，一边

等待，一边浏览饮品单旁的乳房
健康贴士。 走进精心装饰的车
内， 温馨的环境搭配舒缓的音
乐，筛查也变得亲切起来。

筛查完毕后，会领到空白的
邀请卡，可以写给身边的闺蜜同
事， 也可以寄给家中的女性亲
戚。 原本冷冰冰的社区通知单变
成了闺蜜寄来的下午茶包、关心
和检查邀请。

人性化的筛检服务，时尚跳
脱的视觉效果，“午后的奶察”一
推出就风靡了台北。

跨界视角回应真实需求

从 2013 年到现在，“午后的
奶察”项目已经 6 年了，杨振甫
和团队一直在持续跟进，不断完
善。 那么为什么杨振甫们可以，
而原来的医护团队不可以呢？

“他们实际上在过去第一线
业务上面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
情，你怎么去强求他们做更创新
的方法？ ”杨振甫强调，一个专业
的视角是有限的，要唤起一群其

他专业人士帮助。
造点发起人程志远的感受

同样如此。 他曾经尝试为农产品
设计包装， 在访谈农民的基础
上，把在地里面耕种情景印在包
装，希望通过包装让年轻人在城
市里面可以了解到之前没有了
解到乡村，建立形象的连接。

在与人交流时，有人突然问
道：“你这个东西卖得出去吗？ ”
原先只考虑设计、文化的程志远
一下子警醒起来，“原来真的让
一件事情发生，需要不同跨领域
的视角，而不是我们一个视角。 ”
程志远强调。

单一的视角往往会忽略受
助对象多方位的需求，导致公益
产品的不受欢迎。 跨界的视角可
以避免对受益人真正需求的忽
视，跨界视角的碰撞则可以产生
新的想法。

在杨振甫癌症筛查创新设
计的团队里就有医学、 护理、公
共卫生、社区背、心理学等不同
背景的人，还有非常多元的业界
的专业设计师。

由 此 产 生 的 5% Design
Action 社会设计平台， 就以设计
行动的形式募集跨领域的设计
师与专业人士， 共同投入 5%的
业余时间，将原本运用在企业创
新上的专业知识与设计能力，贡
献于社会关键课题及挑战之中。
同时串连与设计议题相关的政
府、社会组织、企业等一起进行
价值共创，找寻可能的创新机会
与解决方案。

“如果你有方法去创造一种
方式，让更多的更厉害的人加入
到一个社会的行动里面去的时
候，你就可以去与他协作创造更
有价值的东西。 ”程志远强调。

全球的社会企业家们已经
用技术在解决许多的难题，从穷
人可以负担的医疗保健服务到
提供干净的水资源及电力资源。
而且他们的成就激发起在社会
部门新一轮的创新潮。 我们看到
许多为金字塔底层用户提供的
令人振奋的新产品，以及利用独
特的商业模式将这些创新产品
提供给目标社群。

尽管有许多这样的成功案
例，技术并不总是有效的，只有
经过合理的设计和实施，技术才
能够解决难题。 为什么有些技术
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力？ 社会企
业家们应该如何做好它？

Timothy Prestero是阿育王联
属机构 Lemelson的研究员， 也是
为社会企业设计创新产品的非营
利组织 Design That Matter 的共
同创办人。他指出了开发技术方案
解决社会问题的 6个常犯错误。

常犯错误 1： 以产品发明为
出发点。 以发明为中心的问题处
理方式会问这样的问题，“什么

产品最适合于解决这个问题？ ”。
他们先开发出产品，然后去挖掘
市场需求，他们需要将这个技术
“推”给客户。 Tim 认为这种处理
方式的两个大问题。 首先，它的
风险很高。 如果市场并不存在
呢？“这就好比说一个裁缝做了
一批淡黄绿色的燕尾服，如果想
买这样的燕尾服的顾客正好进
门了，裁缝就能赚一笔钱，但如
果他们总是不出现呢？ ”其次，在
充分理解问题之前就开发出的
解决方案不够有针对性，产品使
用不方便、不友好，或者不能适
应人们的日常使用。

另一种处理方式是以设计
为中心的处理方式，它根据目标
市场的特定环境， 从确定客户、
使用条件、客户需要以及产品需
求出发。 这种方式是一种客户
“拉动”的方式，使产品能够满足
客户的需求。

常犯错误 2： 使用技术来解
决文化问题。 有时，最根本的问
题与技术不太相关。 例如，许多

国家的女婴存活率问题往往是
文化价值观造成的，而不是缺乏
充足的医疗保健体系（尽管后者
也是必需的）。 设计得再好的医
疗设备也不能解决根本的性别
歧视问题，要改变大家的观念需
要其他的方式。

常犯错误 3： 没有理解用户
的使用环境。 杜克大学的一份研
究表明，捐赠给发展中国家的医
疗设备有 98%的在五年内都会
坏掉。 谁是罪魁祸首？ 电力不稳
定。 大多数捐赠的设备都是为发
达国家设计的，适用于稳定可靠
的电力供应环境。 但在发展中国
家（特别在农村地区），医院常常
出现电力不足的情况，它们的医
疗设备备受考验。当 Tim 的设计
团队到尼泊尔的 Pathan 医院时，
发现了一种价格低廉的简单解
决方法，只要为这些设备添加电
流冲击保护器就可以避免设备
被电流击穿，让乡村医院在设备
上节约成本。 从这次的经验上，
Tim 认识到使用环境至关重要。

理解环境的细微差别（尤其是在
金字塔底层的市场）， 社会企业
家可以让他们的产品更有针对
性更好地解决问题。

常犯错误 4： 认为用户“太
傻”。 要说“我的产品多完美，只
是那个用户太傻了” 是很容易
的。 你可能已经设计出拥有很多
很酷的功能的最新设备，但如果
我们不能找到开关，它还能有什
么作用呢？ Tim 认为，最终而言，
只有愚蠢的产品，没有愚蠢的用
户。 一个好的设计师能够让他的
产品适应用户的行为，而不是期
待用户的行为来适应产品。

常犯错误 5：期望“一种产品
适用所有人”。 许多创新者意识
到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决定开发
一种解决方案，希望能够开发出
一种功能强大的产品，解决各种
使用环境下的问题。 但企业家应
该意识到每增加一种功能就会
增加产品的成本，从而用户最终
需要为他们所不需要的功能付
费。 因此，“一种产品设计适用所

有人” 的确让创新者省事了，但
常常是以最终消费者的成本负
担为代价的。

常犯错误 6： 不顺畅的供应
链。创造出一个优秀的产品只是解
决一个社会问题的第一步，也可能
是最容易的一步。Tim说，“在产品
供应链中的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
都可以说‘不’，从而让这个项目夭
折”。所以创业者需要问自己：分销
商是否有动力来分销这个产品？目
标社群的用户是否有足够的知识
来使用它？其中一个最大的调整是
找到质量可靠成本可控的制造商。
经常会出现目标市场不够大，不足
以让大多数制造商有动力去制作
它的局面。 Tim说，看到斯坦福和
MIT设计出优秀的能解决社会问
题的产品，但由于设计者们找不到
能以合理成本制造它的生产商，而
使产品无法最终推出的情况，这是
很令人失望的。制造商如果通过与
设计师及社会企业家合作，将这些
解决方案付诸实现，能够带来很大
的社会效益。 （据译言网）

社会公益产品设计的六个常犯错误

5% Design Action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