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7 日 ，《2020 年度中国演艺明星公益观察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在 ‘第三届北京国际公

益广告大会’上正式发布。 该报告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中国
传媒大学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北京艾漫数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支持，ABC 美好社会咨询社执行。 今年是该报告的第
四年发布。

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知名文艺工作
者、演艺明星以多种方式参与脱贫攻坚和各种公益活动，既丰
富了自身精神境界更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例如，《报告》提
到，‘直播+公益’ 提高了明星公益的便捷性和互动性，“综艺+
公益”让明星公益更轻松灵活，‘影视+公益’增强了明星公益的
沉浸感。

明星公益
亟需内容迭代创新

中国演艺明星参与脱贫攻
坚和公益慈善活动已成为中国
公益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与
正能量。 明星公益慈善行为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扶贫济
困、脱贫攻坚都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报告》同时指出，明星公益
在传播影响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上
存在明显优势， 但专业性和创新
性上仍稍显不足。 大多数明星公
益项目面临团队专业化程度低、
财务数据披露水平低、 明星参与
度低等方面的挑战。此外，不少明
星及经纪公司对公益的认识和理
解稍显不足，多从口碑塑造、流量
曝光的角度看待公益类活动。

该报告还展示了明星公益
的发展与特性、明星公益年度发
展趋势、分析了明星公益年度发
展现状、对明星公益发展进行了
反思与展望，总结了多方视角下
的明星公益认知。《报告》指出，
明星公益与传统公益有极强的
互补性，表现在明星公益的传播
优势能够提升传统公益的影响
力，传统公益的组织管理优势能
够提升明星公益的专业性。

《报告》认为，2020 年度明星
公益呈多样化传播形式，“直播+
公益”为明星公益带来便捷性和
互动性，为明星带来了新的传播
内容和“正能量” 形象的塑造；
“综艺+公益”让明星公益更轻松
灵活，垂直化、专业化的节目设
计成为公益类综艺贴近观众需

求的新路径；“影视+公益”，为明
星公益增强沉浸感。

《报告》还指出，明星公益亟
需内容迭代创新，引导明星公益
再升级；“泛明星化”的公益亟需
行业规范引导发展；明星公益的
专业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教育、医疗、扶贫是明星公
益最关注的三大领域

明星公益自发性强，表现在
其对社会热点反应迅速。 在项目
运作模式上，演艺明星与公益机
构合作仍为主流。《报告》表明，
教育、医疗、扶贫仍是明星公益
最为关注的三大领域。 2020 年度
明星公益“抗疫”与“扶贫”双核
心贯穿全年，“抗疫”相关公益活
动在第一季度占据了较大比重，
“扶贫助困” 领域相关公益活动
在下半年比例较大。

事实上，教育、医疗和扶贫
这三大领域长期以来都是我国
极其重视的公益领域，每年大量
的政策倾斜、财政拨款被投入到
这些领域。 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
提供基础性服务，解决社会民生
的基本需求。 在基础性服务以
外，由于教育、医疗等行业本身
的公益属性， 市场调节机制有
限，因此，需要借助公益力量来
协调各方资源，解决市场机制无
法解决的问题。

《报告》指出，教育资源的分
布和地域均衡性是我国教育行
业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 因此，
公益组织持续性地在教育领域
发挥协调社会资源的作用，满足
我国教育发展从“没学上”到“有
学上”再到“上好学”不同发展阶
段的需求。 自 1989 年起，由共青

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发起的希望工程， 在 30 年间
援建小学两万余所，使 590 多万
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有学
上”。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

“有学上” 的需求已经基本得到
满足，而“上好学”成为当前教育
发展的新需求。 因此，近来的明
星公益教育类援助多与素质教
育相关， 如建设爱心体育室、音
乐室等项目，使更多学生有机会
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

医疗同样也是社会民生的
重要话题。 医疗行业天生具有公
益属性，社会公民应享有的必要
医疗卫生服务，不仅是个人健康
的需求， 也是保障经济持续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 目前，
我国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仍需改
善，偏远地区农村的医疗设施和
医护水平远不及发达城市。 我国
也一直在大力帮扶农村医疗资
源的发展，如中国乡村医生就经
历了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再
到全科医生的升级。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放大了人们对医疗领域的关
注，将对医疗领域的关注度推向
了历史的高点。 从 2020 年案例
数据库中发现，健康医疗域类的
公益活动数量同比大幅度攀升。
对明星公益而言，明星利用自己
的号召力进行直播，或通过其他
形式号召大众积极关注并参与
相关社会活动。

更加关注细分领域
项目受众更加多元

除了教育、医疗、扶贫三个

社会关注度及公益活动最集中
的领域外，《报告》提出，其他细
分领域的明星公益事件数量正
在逐步上升，面向的受众群体也
更为丰富。 以儿童类公益领域为
例，有关注白血病儿童的“源基
金 2020 西藏光明行”；关爱留守
儿童的“童伴妈妈”“音你而在”；
号召民众关注肥胖症患儿的公
益电影《有一天》。

除细分领域，新产生的公益
项目也不断满足过去未被满足
的需要，出现更多符合社会新趋
势的公益主题活动。 如由美团外
卖联合其公益大使发起的“智慧
吃，平衡食”活动，号召全民健康
生活，平衡膳食，低碳生活；在环
保领域，既有关注生态环境保护
的项目（如明星支持生态修复并
设立一带一路生态修复专项基
金）， 也有致力于保护珍稀动物
的项目（如明星前往高山雪域并
拍摄纪录片呼吁公众守护高山
精灵雪豹）。

明星公益细分领域增多，一
方面反映了我国明星公益行业
蓬勃发展的现状，也从侧面说明
了明星及其经纪团队对公益行
业的认识得到了提升，对公益行
业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形
式和内容。

另外，随着明星参与公益的
经验累积，许多明星会从自身兴
趣或者相关经历出发，关注对应
的公益领域。《报告》将 2020 年
明星公益的受众分布进行了分
析，以验证项目受众是否有与项
目领域存在相关性。 结果显示，
在明星公益中，“教育发展”领域
的比重很高，儿童和青少年作为

明星公益惠及最多的群体，占全
体受众的三分之一； 社会大众、
特定疾病患者和贫困人口紧随
其后，三者之和占比同样达到三
分之一。 这几类人群与“教育发
展”“扶贫助困”“社会倡导”和
“健康医疗”四大领域一一呼应，
显示出明星公益项目的目标定
位明确，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强
针对性。

公益捐助形式
以实物捐助为主

《报告》表明，直接的实物捐
助近年来一直是明星公益捐助
的主流形式， 尤其是在 2020
年，明星实物捐助的公益事件占
比高达 70%。 其中，大部分实物
捐助都与抗击新冠疫情相关，如
捐赠医用手套、口罩、防护服、呼
吸机、消毒水等。 此外，教育类公
益项目也有许多实物类的捐助，
包括健康体育室、爱心图书角的
捐赠等。

相比于捐赠钱款， 实物捐
赠在不可替代性和参与感方面
更具优势， 因此更受明星艺人
欢迎。 尤其在救灾等特殊情况
下， 实物捐赠在灾后安置过程
中起到了现金捐赠无法替代的
作用。 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刚暴
发阶段， 国内各类防疫物资紧
缺， 明星和社会公众团体积极
行动，最大程度调动社会资源，
及时向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
送去紧缺物资。 由于直接的实
物捐赠减少了捐赠现金到救灾
物资的流通环节， 使得紧迫的
医疗用品需求能够直接、 快速
地得到满足。

另外，由于“看得见，摸得
着”的属性，物资捐赠增加了公
众对公益活动的参与感。 物资
的转运过程增强了捐赠人的参
与感， 拉近了捐赠人与公益行
为之间的距离。 同时，直接的实
物捐赠使捐赠人能更迅速地看
到帮扶成果， 从而带给捐赠人
正向和积极的反馈。 相较于捐
赠钱款需要转化这一流程，且
钱款去向与项目透明度常引发
质疑， 因而明星公益形式以实
物捐赠方式居多。

■ 本报记者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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