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华慈善日、95 公益周、99 公益日、人人公益节……9 月大概是中国公益行业最忙碌的时段，
平台聚焦、机构响应、资源汇集，好像全年的精力都挥洒在这一个月。

喧嚣之后，公益不能“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公众、公益项目、公益人。 如何实现三者的连接，打通圈层挟制，引起更大范围、更深维度的注目

与参与，至今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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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九月之后
公益不能“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时代性的进步

当一场盛大的互联网公益

狂欢落下帷幕，成果总结是必不

可少。

腾讯公益公开资料显示，截

至 9月 9 日，2021 年 99 公益日
共获得了 6870 万以上人次捐
款、超过 35.69 亿元捐款金额、
1.25 多亿次小红花互动量。相
较去年的 5780 万人次参与、筹
得 23亿善款，在成绩上无疑更
进一步。

而在另一平台上的公益狂

欢，形式与此颇为不同：阿里巴

巴的 95公益周以明星+主播+公
益项目的形式组织了“助力乡村

振兴”直播夜。据悉，“截止到 9
月 5日的一周时间里，95公益周
已经带动 2.2亿人参与支持乡村
教育、老人关爱、乡村防灾减灾

等多个议题”。

除了腾讯、阿里巴巴以外，

社交平台也有自己的公益节奏。

9月 5日至 9月 27日，新浪微博
的人人公益节通过公益直播、线

下公益市集等形式发起“让爱延

续”的公益活动。

刚刚结束的 95 公益周、99
公益日，正在进行的人人公益节

……互联网公益行动接二连三，

互联网企业在各个领域的战火

延续至此，各方基于自身优势而

建立的模式各有不同，但均取得

了亮眼的成绩。

以腾讯为例，如此亮眼的数

据得益于腾讯长期的布局。

2015年，腾讯举办了首届 99
公益日。在规划之初，便将 99公
益日设计为一个长期的、持久的

公益项目，期望通过社交拓宽公

众对公益的认识。

凭借巨大的平台优势，这一

运动式的互联网公益行动在我

国公益领域掀起巨大浪潮。

从 2015 年到 2021 年，公
众捐赠金额增加了近 28 倍，
捐赠人次增长了 33 倍，7 年时
间，腾讯培育出了一个新的

“大型节日”。

腾讯将项目支持资金从 4
亿元增加至 10亿元，阿里巴巴
发动十大淘宝主播进行公益直

播接力。显然，企业拿出了更多

的资源投入公益事业。

一场颇具时代特色的互联

网公益发育正在进行，并以不断

蜕变的姿态如火如荼地开展。不

过这场行动亦受到诸多条件的

限制，许多问题正在暴露，值得

我们重视并各个击破。

均衡化的难题

在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和行

动中，高集中度的运动式公益值

得所有人重视。

这样的“运动”是否健康？所

建立的生态是否能够持续发展？

如今看来，仍是一个有待印证的

问号。

互联网企业“造节”式的思

维模式已经成为公众共识，被称

为购物狂欢节、光棍节的双 11
便是最为突出的“作品”：在一个

固定的、短暂的时间段用尽全力

争取最广泛、最集中的公众注意

力，最终实现从注意力到消费力

的转化。

这样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既有的产业体系，同时也有

促进、改善、变革之功。双 11的
狂欢是对上下游产业链的考验，

如物流体系、实体生产行业等。

99 公益日与之存在高度相
似之处。庞大的关注度带来实际

效应，故每逢 99公益日来临之
际，各公益机构纷纷“如临大

敌”，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这

一件事。

“基本上做不了其他事情。”

公益行业从业者张灵说。

9月的公益运动成为了部分
公益机构一年一度且每年唯一

的筹款时间。

归根结底，资源匮乏是公益

事业面临的最大难题。

基于熟人社交圈的众筹模

式，使得大众对公益项目的捐赠

和参与多为被动的人情交易。不

少捐赠人并不清楚也并不在乎

公益项目的故事内容，而是抱着

支持亲友的态度进行捐款。

普通公众甚至不曾对公益

的概念有准确甚至部分准确的

理解，对捐赠也持警惕态度。“我

们进行线下动员时，很多时候是

在解释这个项目是什么。”张灵

表示。

公众端传播不足是运动式

筹款始终无法真正出圈的原因，

看似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实则

仍然是公益关注者的狂欢，难以

触达每一个普通人。

“现在这个行业也需要销售

了吗？”张灵将公益项目的捐款

链接转发到同学群里时，这样的

质疑声不绝于耳。

可见，不论从公益机构的筹

款方式来看，还是从公众认知角

度出发，公益项目逐渐沦为一种

“商品”。

此次 99 公益日募得 35.69

亿元善款，加上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的 6亿元资金支持，共 41.69
亿元。这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

一个无比庞大的数字。

但是，相较于我国在环保、

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庞大支出，这

笔数字的投入又好似石入大海。

如此，“好钢使在刀刃上”就变得

十分关键。

今年，“不要烫伤我的童年”

项目套捐事件再次损耗了公众

对公益的信任感，关于项目本身

是否有问题，暂不论述，但疑似

非正常手段的使用已经模糊了

公众的关注焦点。

“配捐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

商业行为。”腾讯基金会秘书长

葛燄曾在面对南方周末的采访
时，毫不避讳谈论这个乱象。

若筹款不是为了项目，捐款

也不是为了项目，染上了浓厚商

业色彩的公益还纯粹吗？

“大机构有关系网络，有更

多能力去进行传播、营销。”张灵

谈道，“而且他们本身就有知名

度，更容易取得公众的信任。”

获取公众信任成为难题的

同时，互联网公益行业“强者愈

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也开

始显现。

自闭症、儿童教育、动物保

护、乡村振兴等热门话题持续受

到关注，却还有不少项目主题尚

缺热度。

此外，多数善款汇集到少数

头部机构，尤其是有行政力加持

的慈善会系统，这无疑压缩了中

小机构的生存空间。

近年 99公益日的筹款额排
名靠前的机构几乎都是各地慈

善总会，而公益项目筹款完成情

况在百分之十以下的中小机构

仍比比皆是。

“我们很多时候是又投了精

力又没效果。”张灵谈道。

投入与回报的不对等使中

小机构每年面对 99公益日时都
倍感棘手，“杀熟”成为了中小机

构筹款时不得已的选择，而这又

进一步消磨了公众的信任。

可期的未来

那么，如何实现时间、资源

分配的均衡化？思维模式的转变

或许是关键。

“公益不能仅局限于互联网

企业搞的活动。”一位公益行业

资深从业者说。

可持续筹款是公益事业下

一步努力的方向。

筹款是公益慈善不可绕开

的环节，但只有把筹款环节铺到

各个时间节点上，推动公益平实

化、均匀化、日常化，让公益成为

每个人每天的一部分，才能深入

人心。

“今年 99 公益日将加强对
一线公益项目的帮扶。”腾讯公

司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在今年 99
公益日发布会上表示，“同时升

级一系列交互玩法，把几天内

的密集行动，变成 365 天的细
水长流。”

今年首次露面的 520项目配
捐活动便是腾讯的尝试。在 520
期间，用户每天的捐赠、捐步等

公益行为都将记录在“公益账

户”中，以此兑换的小红花也可

以在 99公益日用于获得代金券
或者对应比例的配捐金额。

“只要全年在我们这里，不

管你是捐步、捐小红花还是捐

钱，你的行为都可以被记录和

累计下来，也许在 99 公益日的
时候，你的参与项目的配捐比

例将会有所不同。”葛燄的话语
中透露出腾讯在公益领域的策

略调整。

但这样的尝试显然只是对

这片未经探索蓝海的初试深浅。

只有通过对日捐、月捐等形

式更大力度的倡导，进一步拉长

和扁平化时间线，把一部分资源

逐步稀释到日常生活中，才能让

公益变得普适和常态。

每一个公益项目都将实现

一场公益帮扶，而在帮扶对象的

另一边，站着的是爱心捐赠者。

因此，对特殊群体进行帮扶的 B
面，是公益理念和公益项目在公

众中的普及。

双面的进步才能推动公益

事业整体的发展，需要让公益活

动更加多元化，实现从公益关注

者到每一位普通人的“出圈”。

今年的 95公益周，阿里巴巴
联动上游的公益机构与下游的

流量主播，向公众推出公益直

播，试图将公益项目进一步触达

屏幕前的每一个人。

腾讯公益的 99 公益日自

媒体合伙人计划则通过自媒体

特稿传播公益故事，唤醒公益

力量。

除此之外，腾讯还发动了全

生态产品体系，将 99公益日根
植在产品链条当中。

在年轻人热衷的游戏领域，

腾讯旗下产品王者荣耀推出了

“保护长城，峡谷益起来”的活

动，玩家可以通过做“爱心任

务”，解锁长城保护拼图，领取专

属小红花。

让玩家在游戏体验的同时，

了解到保护长城的公益项目，这

便已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触达。

不过，仅仅依靠阿里巴巴和

腾讯等互联网公司的努力，能实

现触达的项目总量是有限的。

如何将公众的注意力从 99
公益日这一类活动品牌下沉到

每一个项目本身？更多地需要公

益机构自身的传播运营。

公益的筹款与传播本是两

个相互独立、有密切相关的组成

部分，公益机构往往将传播附属

于筹款，实际上放弃了传播。

公益不能长期局限于小部

分人群。可持续发展的公益，需

要构建公益的传播平台，通过故

事化、具象化的科普，让普通人

理解和参与。

“我认为也有很多人现在已

经开始关注这个事情本身———

我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什么？而不

仅仅在于拿配捐。”葛燄表示。
从“筹钱”到“筹人”，互联网

企业已经在寻求改变。公益机构

也应跟上步伐，关注项目和受益

者本身，回归公益的初心。

此外，为中小机构开辟新的

生存空间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分开赛道”或许是其中一

个选择。将拥有政府背书的慈善

会系统与其它公益基金会的项

目划分为两个体系，让中小机构

多一分“冒头”的机会。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公益事

业的进步和互联网企业在其中

做的努力，但公益行业的健全之

路仍有一段距离。

（据《南方周末》，文中张灵系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