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将数据、平台及技术优势转化为资源和行动，进而更加高效地帮助他人，同时提升自身的价值和
影响力？ 相信这是很多互联网科技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都曾遇到的困惑，也是很多人在积极尝试和探索的
事情。

今年 7 月，今日头条联合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机构发起了“感光计划”公益项目。 该项目以摄影作品为信息载体，真实反映救助线
索，并通过精准推荐连接慈善组织与受助群体，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上线 168 天，该项目共推动筹款超过
1000 万元，吸引爱心捐赠近 38 万人次。

168 天、38 万人次、1000 万元，信息的有效对接产生了巨大的公益效益。事实上，近几年来今日头条一
直在尝试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推动“信息公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2016 年 2 月，今日头条推出了“头条寻人”公益项目，基于位置服务把寻人启事推送到走失者附近的
头条用户，发动用户参与寻人。 截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头条寻人共弹窗 56659 条寻人启事，找到 7836
人。 基于该项目，头条陆续发起了“两岸寻亲”“无名患者寻亲”“寻找烈士后人”等多元化公益寻人项目。

而在用户和技术优势的支持下，这些项目也在不断升级。
今年 9 月底，抖音上线了“抖音寻人”功能，依托字节跳动的 AI 生成技术，一条文字版的寻人启事不

到 10 秒钟即可自动生成为一条抖音寻人视频，大大提升了寻人启事在抖音上的发布效率。 11 月中旬，头
条寻人上线了“识脸寻人”新功能，用户上传走失者照片即可与头条寻人后台的走失人员数据库比对，通
过面部识别精准搜索，查看头条寻人数据库是否有失踪人员的寻人寻亲信息。

此前，今日头条还推出了助力扶贫的“山货上头条”公益项目，以及旨在提升公益项目推广宣传效率
与准确性的“声量计划”项目。今日头条副总编辑徐一龙谈道，头条希望以信息为公益载体，以公益提升信
息的价值和意义，充分发挥科技型平台在大数据以及连接人与信息服务领域的优势。

围绕“科技如何助力公益”话题，《公益时报》日前对 2018 中国公益年会嘉宾徐一龙进行了专访。 他表
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很多事情的门槛和成本，让很多美好的事情以及公益这件事实现起来更加
简单。 我觉得这是互联网的发展给社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最大的改变。 ”

专访今日头条副总编辑

徐一龙：高效地帮助别人就是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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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公益时报》：截至目前，今日
头条推出了一系列非常有影响力
的公益项目，比如头条寻人、感光
计划、山货上头条等。 头条发起这
些项目的背景是什么? 通过这些
项目想要实现什么目标？

徐一龙：我们做这些事情的
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发
现自己有能力去做，而且有能力
做好。 今日头条是提供“连接人
与信息”新型服务的平台，寻人
项目就是一种特殊的连接人与
信息的方式，其连接的是寻人信
息和走失者家属。 最初发起这个
项目也是因为我们在 2016 年无
意间发现头条有找到走失者的
能力， 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
究， 证实了这件事的可行性，并
对其进行了放大。

其实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跟

头条的主业是非常吻合的，且充
分发挥了自身的业务优势。“山
货上头条”项目也是如此，其实
都是在连接人与信息的基础上
产生公益效应。 我觉得，只有在
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才能把事情
做得最好，这也是我们做公益的
初衷。

《公益时报》：字节跳动旗下
有很多产品，每款产品定位和用
户群体也不太一样，如何才能充
分发挥各个产品的优势，将公益
元素融入其中？

徐一龙：其实我觉得在互联
网产品中融入公益元素是一件
水到渠成的事情。 比如说头条寻
人，该项目的核心是对接人与信
息，这是在我们的用户数量非常
大的情况下实现的，否则也无法
实现有效对接。 对于互联网产品
来说，除了用户数量大，用户构
成层次也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应
该无差别地覆盖各个年龄段，只
有这样才能无差别地影响每一
个看到信息的人。

当一个互联网产品的用户
数和用户丰富性不断提升的时

候，就具备了连接人与信息的功
能。 我们在抖音上开通寻人功能
也是如此。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
抖音国内日活跃用户数超过 2
亿，用户群体的丰富性也不断提
升，具备了开展寻人项目的能力
和条件，所以开通抖音寻人也是
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公益时报》： 数据显示 ，目
前字节跳动旗下全线产品国内
总日活跃用户数超过 4 亿。 可不
可以这样理解，在移动互联新时
代流量或者用户就是最有价值
的资源？

徐一龙：没有流量肯定做不
了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所有的公
益项目都是基于互联网行业的
特点和优势，也可以说是基于头
条带来的巨大流量。 当然，我们
也意识到不能要没有社会效益
的流量。 目前，我们的发展方向
跟两三年前相比已经有所变化，
头条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
不是完全依赖流量优势。

比如，今年 7 月，我们联合
多家公益组织发起了“善行贵
州·益童乐园”项目，旨在关注贫

困地区儿童，让他们接受更好的
教育， 同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今后，我们会在互联网企业和产
品之外探索一些更适合自己的
公益项目，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高效地帮助别人就是公益

《公益时报》：今日头条在公
益领域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互
联网对公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影
响。 您觉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
公益行业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
是什么？

徐一龙： 对公益行业而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公众参与
模式、公益项目设计以及公众筹
款等方面都带来了十分明显的
改变。 大家在决定做一件事之前
都会考虑投入和产出，尤其当产
出不是特别确定的时候，大家都
会犹豫，甚至不去做。 而互联网
降低了很多事情的门槛和成本，
让很多美好的事情、让公益这件
事实现起来更加简单。 我觉得这
是互联网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
最大的改变。

《公益时报》：互联网技术为
公益行业创造了无限可能，但在
创新的同时如何才能保证公益
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徐一龙：我觉得一个公益项
目能不能持续运作下去基于它
要解决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以及
这个项目是不是能够真正满足
社会需求。 比如说头条寻人项
目，当我们发现自己具备寻人能
力的时候并没有贸然启动，而是
首先考虑了几个问题： 第一，真
的有很多人走失吗？ 第二，我们
有多大能力做好这件事？ 第三，
我们应该怎么做？ 如果说我们的
能力不足以做好这件事或者要
付出很大的成本，项目可能也无

法开展下去。
截至目前，头条寻人项目先

后与民政部及全国 1976 个救助
管理机构、 公安部及各地警方、
医疗机构、新闻媒体、志愿者组
织达成合作。 我们还陆续发起了

“两岸寻亲”“无名患者寻亲”“寻
找烈士后人”等多元化公益寻人
项目。 此外，我们还委托专业研
究机构对走失人群做了详细调
查，并根据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具
体情况，将工作重点锁定在了更
加精准的领域。 我觉得只有这么
做才能保证公益项目的可持续
性和有效性。

《公益时报》：近年来有很多
企业和机构都在积极投身公益，
您怎么理解公益？ 对于即将到来
的 2018 中国公益年会，您有怎样
的期待？

徐一龙 ： 我觉得不论是对
企业还是对公益组织而言，都
需要考虑一个核心问题， 即能
不能高效地帮助别人， 在此基
础上开展工作才有价值。 作为
互联网企业， 我们特别注重效
率， 因为效率就意味着你帮助
别人的能力， 能力的提升或下
降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
情。 假如说效率提升了，我们要
清楚到底是怎么提升的， 能不
能继续加大力度。 如果效率下
降了， 我们也要了解是哪里做
得不好，要想办法去弥补。

头条内部有一个词语特别受
大家重视———工作协同。 我觉得
部门与部门之间、 机构与机构之
间都是需要协同发展的， 只有各
方协同合作才能爆发出 1+1>2
的效果。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公
益年会， 我希望其能够为更多有
协同发展需要的机构或组织提供
平台， 帮助他们找到志同道合的
合作方，爆发出 1+1>2的效果。

� � 2018 年 11 月 17 日，头条寻
人正式推出“识脸寻人”功能 2017 年 12 月 28 日，今日头条两岸寻亲项目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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