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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一份公益组织社会倡导的范本

运作模式：“节点+倡导+连
接长期支持者”

作为发起方，幕天公益是一
家专注于阅读的公益组织，旨在
帮助乡村少年多读书、读好书。

之所以选择世界读书日的
时间节点开展阅读挑战类活动，
在幕天公益秘书长刘怡然看来，
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 第一、作
为一个阅读公益组织，幕天公益
想做更多的阅读倡导工作，而世
界读书日是非常好的传播节点，
幕天也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打造一个有影响力、 有仪式感、
可每年重复举办的阅读推广活
动；为幕天公益的阅读类公益项
目连接长期支持者。

基于幕天公益本身是倡导
纸质书阅读、幕天的名字来源于

“幕天席地”这些因素，来回打磨
之后，确定了“我读书很猛”这个
主题和“直播见证、帐篷之中的 4
小时 23 分钟的纸书阅读” 这个
核心的公益挑战形式。

在选定了时间节点，确定了
活动的参与形式后，如何做好活
动的最大化传播和倡导便显得
尤为重要。 为此，活动联合了近
39 家联合发起方来扩大活动的
覆盖范围；邀请了 47 位企业家、
学者垂范参与阅读挑战，为活动
拔高声量； 在多城市的图书馆、
书店、 书房内搭建阅读专区，招
募读者参与；联合国内众多知名
大学的学生志愿者及各国留学
生，作为猛读者为乡村少年树立
榜样； 邀请超 66 位明星艺人作
为“猛读大使”为活动发声。

除了直播这个最重的参与
方式，活动还设置了不同层次的
参与方式。“为培养青少年的阅
读兴趣, 我们鼓励挑战者带着孩
子一起参与,促进亲子交流;此外,
还特别邀请乡村教师进行猛读
挑战, 邀请儿童与名人大咖连线
互动,探讨阅读乐趣,分享并传递
阅读价值。 ”刘怡然说。

与此同时, 活动还整合了社
会企业的力量,尝试公益跨界。与
中国平安多向联动，一方面邀请
知名作家, 在活动当天开启线上
文学直播课专场, 助力青少年提
升文学素养; 另一方面邀请平安
优才代理人参与挑战, 将活动影
响力辐射到金融圈层。

为增强挑战者的参与体验，
活动为挑战成功的人士制作了

“猛读者” 证书。 挑战失败的人
士，则需按照剩余时长，以每分
钟月捐 1 元钱的方式支持“幕天
少年向上计划”公益项目，将自
己未完成的阅读时长“交棒”给
乡村少年。 在进行阅读挑战前，
成为幕天月捐人，同时劝募号召
好友， 共同月捐总额不少于 423
元，挑战成功者可以获得“猛读
大侠”证书，并获得猛读大侠专
属纪念公益礼包。

之所以做社会倡导方面的尝
试， 幕天公益理事长、 蜜得创益
CEO 刘敏认为，在这个更加不确
定的时代， 我们需增加自己的确
定性。 公益组织如何在保证做着
正确的事情的同时， 可以活得足
够长？哪些是非必要的成本？哪些
工作是可以给到志愿者团队的？
守住底线的情况下可以活得足够
长，则能创造更大的战略空间。

那么， 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
如何更高效率地进击？ 刘敏坦言，
最关键的工作是连接更多长期支
持者，并对此有系统思考和核心业
务流程的安排。某种意义上月捐无
比重要就是这个原因，这是连接长
期支持者最简单的工具了。“创造
社群感， 创造社群的年度仪式感，
可能是某种方式的突破口。 ”

最大化发挥各方能动性

# 我读书很猛 # 阅读挑战
活动是由幕天公益联合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蜜得创益及 39
家合作机构联合发起的。 据刘怡
然介绍，该活动的具体执行人员
共计 20 余位， 除幕天公益全体

人员参与外，还有蜜得创益团队
的几位成员，以及中国青基会的
项目负责人和传播人员。

20 余位的执行人员，如何做
好工作的分工？ 机构间各自侧重
负责的内容是什么？ 刘怡然告诉
《公益时报》记者，中国青基会在
指导和监督活动组织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的同时， 也是微博平台的
主要传播方。与此同时，提供资源
上的支持， 例如邀约中央电视台
的主持人参与猛读挑战等。此外，
给予活动传播经费的支持。

蜜得创益作为幕天公益的
合作伙伴，由幕天公益同一位创
始人发起，其职责主要是沟通和
链接资源，包括传播平台、明星
邀约、线下广告等，幕天公益和
蜜得创益一起参与策划、传播和
运营，区别在于幕天团队是乡村
学校的老师、学生、家长以及过
往捐赠人的核心连接方。

如何调动各方能动性，最大
化发挥各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刘敏表示：“我个人很认同黄
金圈法则：why-how-what。 我们
的工作安排很容易在 what 这个
层面达成共识， 但在 why-how
的层面就会难很多， 更关键是，
三个层面都形成逻辑支撑关系
就更难。 但这个共识没达成，日
常的协作大概率会出问题，因为
外界的情况会变、最初的规划设
定不一定符合现实，需要在一线
的人提出应对方法 ， 要改变

“what”甚至是“how”，如果没有
深层次的共识，则很难。 如果在
一线的人， 不能在不改变定位、
战略的情况下，主动应变，所有

的事情都需要决策层给出指令、
方法，则必然是双输：决策层和
执行层都很累，效率低下。 ”

刘怡然认为，若想发挥各方
的能动性，首先需让各发起方有
主人翁意识，荣誉共享，将活动
看作自家机构的活动，努力将该
活动做成机构的代表性案例。 其
次， 分析机构各自的能力和长
处，根据能力和优势进行工作分
工，发挥所长。

在活动的整体推进过程中，
刘敏始终坚持连接是第一要务。
那么如何连接呢？刘敏强调，要用
心找到愿景交集，不迎合不征服。
而要突破已有朋友圈， 则要找到
关键创意，能创造仪式感，设置各
种参与感，这是个试错过程。

如何寻找及盘活资源

在刘敏看来， 活动在寻找及
盘活资源的过程就像滚雪球，“我
们的邀约目标一开始就是多方面
的：乡村学校、志愿者、明星艺人、
各类媒体……从关系最好的开
始， 每个邀约成果对下一个邀约
都有帮助， 我们把这比喻成滚雪
球。 除了第一阶段邀约特别熟悉
的老朋友， 后面的邀约是充满了
不确定的，所以只有勇往直前。 ”

在寻找和盘活资源方面，蜜
得创益副总监周功武有着自己
的探索和总结，在此次活动的执
行过程中，他重点负责邀请明星
及链接线下广告资源。

在邀请明星方面，周功武认
为重点需做好提前规划量。

第一、邀请有传播、宣传需

求的明星，这类明星往往正处于
上升期， 或是近期有新的综艺、
歌曲及电视剧上新，处于宣传期
找他们会较容易；

第二、抓住明星要保持社会
热度的需求，比如今年上半年受
疫情影响，明星参与商务活动的
机会较少，在这个时间节点找到
他们成功率相对就会大很多；

第三、 一些老艺术家或明星
本来就一直在做跟公益有关的事
情， 这类情况要找符合公益项目
调性的明星。 像阅读类项目明星
其实都很谨慎， 这时候你可以跟
他们饰演的电视剧角色相结合，
找比较符合饰演角色的明星；

第四、要让明星通过参与你
的公益活动得到借势，而非是你
的公益活动要借助明星的流量。

在对邀请的明星有了一定
判断后， 接下来就是寻找的过
程。 在寻找明星的过程中，周功
武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明星都
有自己的经纪公司、 个人微博、
工作室微博，在其官网、微博、抖
音上都会留电话及邮件，可通过
电话号码添加微信也可通过微
博私信。“无论是选择微博私信
还是邮箱邀请，邀请内容都需简
单扼要，经纪人或明星没有太多
时间看大篇幅介绍。 ”

周功武认为，在邀请明星的
过程也需保持正确的心态，如果
目标邀约 10 个明星， 实际需邀
约超 30 个明星， 因为邀约的过
程并不是百分百成功。 反之，如
果是百分百不成功，那么就需要
反思是否是公益项目或公益活
动本身的问题。 与此同时，要保
持“明星参与是锦上添花而非雪
中送炭”的心态，反之，将明星参
与作为雪中送炭就意味着公益
项目或活动需要围绕明星做定
制，跟明星绑定太深。

在周功武看来， 寻找到明星
资源后， 重点是如何盘活这一资
源。周功武认为，一定要全面认识
到明星的价值， 向左有粉丝的服
务平台及各种应援平台， 向右有
明星的经济公司、工作室、明星代
言的企业、剧组、电影院、电视台
等， 这些资源和平台都有明星和
公益的需求，需要将链条延续。

在线下广告的资源链接方面，
此次活动在全国 300 多块万达广
场广告屏、上海地铁 16号线、北京
6400个电梯楼宇、杭州梦想小镇、
北京世贸天阶、 北京富力广场、来
福士等线下广告屏投放广告。

据周功武介绍，以上资源的
链接大部分为免费，一小部分收
取了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公益广
告费用或基本的人工费。

“因为工作的属性，我在日常
生活中养成了一个习惯， 比如在
逛商场时， 就会刻意去关注商场
的广告位是谁在运营？ 是否留联
系方式， 没留的会去查找进而取
得联系，无论最终成或不成，我都
会去做这样的尝试。 还有一些资
源是捐赠企业、 合作方甚至是媒
体所拥有的， 我们都需要细心观
察，然后尝试链接。 ”周功武说。

公益组织在日常工作中， 时常将公益项目及筹款作为重要的工
作内容， 从而忽略了社会倡导的重要性， 甚至认为这部分的工作太
难，在寻找企业大咖、明星艺人、广告位资源等方面没有资源和渠道。
虽然这部分的工作具有挑战性，但事实上是可以做起来的，做好的同
时不仅能够将机构及项目品牌推广出去， 同时能够链接到更多的筹
款资源及长期支持者。公益组织如何做好社会倡导？这里有份范本可
供参考！

在刚刚过去的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幕天公益联合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蜜得创益及 39 家合作机构，发起“我读书很猛”公益阅
读挑战活动。 当天，近 200 名“猛读者”在家中、学校、图书馆等地搭建
帐篷，体验 4 小时 23 分钟纸质书“猛读”，并通过抖音、微博直播接受
监督。 若挑战失败，则需按照剩余时长，以每分钟月捐 1 元钱的方式
支持幕天公益阅读项目。

凭借新颖的公益形式和较强的号召力，“我读书很猛” 活动刷屏
网络， 成为今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最火的阅读公益话题之一，超
60 位明星为活动发声，阅读日当天，微博话题阅读量超 2500 万，抖音
# 我读书很猛 # 话题热度突破 4000 万。

幕天公益如何做到跨界联动？活动的具体运作模式？是怎样寻找
及盘活资源的？ 如何连接公益项目的长期支持者？ 带着这样的问题，
《公益时报》记者访问了该活动的发起方和联合发起方，以及具体链
接资源的执行者。

近 200 名“猛读者”通过直播参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