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不给组织添麻烦。 我
们是典型的北漂，我老家是湖南
邵阳，我们家是贫困县里的贫困
户。 我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我
们家凑了几十块，是我奶奶给我
缝在内衣里， 上了绿皮火车，我
不停地去摸钱还在不在。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成为我
们村甚至我们县的一个光荣人
物，从上学开始就有很多亲朋好
友找我，毕业之后更是有众多的
父老乡亲来找我， 其中包括很
多生活遇到困难需要借钱的
人， 这样的日子差不多有十年
左右的时间。 这十年的时间，我
以借的名义都给了他们。 十年

之后，他们也开始纷纷走向工作
岗位，也开始还钱，少的几十多
的是几千。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小范围
的论坛，叫“穷二代”论坛，现在
已经有六七百人了，就是循环来
循环去， 我们的名义都是借钱，
但是最后是在还钱，把它变成了
一种没有利息的贷款。 后来发现
每年搞这个论坛的时候，这些人
都参加了工作之后，捐赠的钱远
远超过我们当年的情况，所以这
里真正体现了“滴水之恩，涌泉
相报”的一种逻辑。

这笔钱目前还是在一个公
共的账户里，也有很多的公益组
织或者我们把钱捐给它，它没有
用在实处，所以我们发动了受益
者的家属，在老家专门到孩子确
实需要钱的家里去调研，如果需

要钱，我们这个基金就给他钱。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我

觉得这就是公益，说小一点就是
借钱，把它累计起来，为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

第二，不给社会添乱。 我们
有了公司， 每个人在公司里，后
面是一个家庭甚至多个家庭。 在
这个组织里有的人突然父母生
病了怎么办， 我们买房要交首
付怎么办。 后来我们成立了双

“微”基金，一个是危险的危，当
你如果遇到危难的时候，有一个
组织有一笔钱可以随时拿去；还
有一个是微小的基金， 分享通
信集团每年都有公益假， 这个
钱怎么来？ 每个月从你薪水里
掏一百，公司掏一百，这样累计
下来的。 公益有时候说得很大，
但是在我眼中就是身边的小事，

帮助身边需要关心的人，需要爱
护的人。

生意场上跟农民争卖白菜
的钱，在外面又是捐款，这种企
业我认为不是公益企业，你的科
技没有向善。 我们分享通信集团
就是一点一滴做自己的事情，
2020 年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思
的事情。 湖北武汉封城的第一天
开始，我们发了一个通知给所有
用户，只要给湖北打电话全部免
费，湖北的用户只要往外打全部
免费， 累计 5000 多万元的话费
捐赠。 在全国工商联还捐赠了一
百万元的现金做公益的事情。

全社会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但是我们不能全部都照应到，所
以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分享爱平
台。 分享爱的平台是合伙人体
系，卖我们的号码都可以赚钱这
样的逻辑。 我们针对老人、小
孩， 我们把他们的人生故事和
需要帮助的东西形成文章，形
成视频，在各个平台上去推，然
后众筹， 也就是今天讲的主题

“聚合流量，分享爱”，我们有一
个 99 元的公益套餐 ， 每个月
10%的话费是分给受益人。我们

有时候这个人每个月需要 500
元的生活费， 我们就众筹 50 个
朋友， 你如果愿意资助这个老
人，你如果用移动、联通的流量，
还不如用分享的钱可以捐给这
个人。

因为手机流量要天天在用，
时时刻刻在用，构建的是长期的
逻辑，所以分享爱这个平台已经
众筹了四五千人爱的基金，每个
月用了分享爱的套餐，每个月十
块钱就捐给了受益者。

第三，给社会赋能。 我们希
望从平台开始，关注环境、可持
续发展和社会责任。 我们要做可
持续发展的公益，而不是一锤子
的公益。 我们主张长期主义、循
环主义， 包括分享资本的投资，
很多投资基金都是对赌，都是通
过违背社会逻辑的东西去做投
资。 包括现在很多通过资本的力
量绕过了法律法规的监管，这种
事情不是我们想的。 我们分享资
本做的事就是投最早的，投最小
的，投科技的，投实体的，这就是
公益。

我们希望科技向善是长期
的，是循环的逻辑。

分享通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志祥

聚合流量 分享爱

一是公益的参与者，微笑力
量凝聚至善大爱。

轻松公益 2016 年成为民政
部指定的首批慈善组织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之一，在凝聚社会爱
心做公益这一块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

2019 年全年，20 家互联网公
募平台发布互联网募捐信息 2.3
万条，获得超过百亿人次的关注
和参与， 网络募捐总额超过 54
亿元， 同比 2018 年增长 70.4%。
近 3 年来，中国通过互联网募集
的善款每年增长率都在 20%以
上。 这说明科技在公益实践过程
中给所有人参与和奉献提供了
有效的推动。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大的
平台比如腾讯公益做了大量的
工作，推出 99 公益日，用配捐
的方式，吸引更多人参与公益。
从增长曲线来看，参与的人数越
来越多。

轻松公益也做了很多事情。
2018 年 4 月份， 日本 NHK 电视
台曾经报道了一则消息，一个白
血病小孩到北京来看病，因为家
里穷没有钱，通过我们的平台几
天的时间募集了上百万善款，帮
助小孩解决了大病救助的问题。
我们国家科技的发展和民众爱
心的凝聚已经到了国外媒体关
注的程度，这是我们非常可喜的
成绩。

2019 年 4 月份，大凉山火灾
的时候， 我们当天发起一个募
捐， 当天就募集了 450 万元，支
持了当地的救灾。 有 17 万人参

与， 而且这些都是普通百姓，都
是一块、五块、十块钱捐的。

在今年疫情期间，我们也跟
华侨公益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
一起做了很多抗疫的公益活动。
1 月 23 日这一天发起的募捐，大
概几天的时间，华侨公益基金会
就通过我们的平台募集了近 800
万元。

这些数据说明，公益大家都
可以参与，轻松公益平台给大家
提供了参与公益的机会。

二是公益的受益者，行善是
一种轮回。

参与公益之后如何回馈呢？
我们打造了一个轻松模式，我们
是科技公司，我们打造了全生命
周期健康管理体系。

我们深深地感觉现在的大
病救助是事后的救助如果事先
关注自己的健康，有效地保护自

己的身体， 就会减少事后的救
助， 也是一种公益的付出和贡
献，所以我们现在做生命全周期
的健康管理，让人少犯病，少得
病，得小病，得了病能够得到迅
速的康复，帮助爱心人士能够有
健康的身体。

我们捐出了 400 多万份爱心
保险项目，得到 300 多个品牌的
响应，也给疫情期间一线的民众
和一线的医护工作者送去了安
全的保护。

另外我们跟华侨基金会发
起了轻松筹病房图书馆、爱心之
屋等够公益项目。 为贫困的癌症
患者家庭建设一个关爱的空间，
让他自己能够照顾自己；捐出了
几百万册图书和几千辆公益图
书车，让住院的白血病儿童能够
吸取一些知识， 增加一些能量，
抗击病魔。

针对公众对互联网捐赠善
款的用途和信息透明的问题，我
们在 2017 年首先利用了区块链
技术来管理善款，让爱心人士捐
赠的每一分钱的去向和用途能
够通过我们平台去追溯。

三是公益的传承者，传递每
一份不动声色的爱与感动。 中华

慈善总会、潇影集团、轻松集团
联合推动了善济病困工程，潇影
集团的电影《半条棉被》，每张票
捐出 0.3 元给到慈善总会， 帮助
贫困地区大病的百姓。

传承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
就是把推动艺人、明星站台，让
他们传播公益的力量，让关注他
们的人一起来加入到公益的事
业里。 我们的 123 轻松公益盛
典就推动了很多艺人给他们参
与的公益项目站队， 来传播爱
的力量。

今年疫情带动了社工建设，
我们跟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公益时报》 等一起打造了全国
医务社工人才建设项目，希望通
过社工一起把公益项目推广到
全社会，我们要让人人可公益发
展到人人参与公益，让人人通过
自己的指尖随时把自己的那份
爱心奉献出去。

轻松集团到现在为止已经
拥有 6 亿爱心人士，我们想通过
他们聚合小爱成大爱， 聚沙成
塔，聚水成河，让公益成为每个
人生活的一部分，实现轻松集团
让每个家庭都有面对大病的勇
气和力量的宗旨。

轻松集团首席战略官王政

汇聚微小力量，让公益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 � 从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公益和今天我们深刻地理
解公益，我想讲三个方面：第一，不给组织添麻烦。 第
二，不给社会添乱。 第三，为社会赋能。

� � 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每一点每一滴都可以和
公益发生关系 ， 我们有幸这几年打造了轻松集团
这样一个平台 ， 让大家通过平台分享感受公益和
实践公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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