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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榜，一场直播引发的“蝴蝶效应”
5 月 30 日，第十九届（2022）

中国慈善榜发布活动圆满落下
帷幕。 当人们关掉直播、准备放
松一下双眼的那一刻，一系列连
锁反应正悄然酝酿、发生。

3 个小时直播、46 位重量级
嘉宾、552.9 万人次同步在线观
看、280 余家各级各类媒体专题
报道、 全网超 5600 万曝光量
……短短 24 小时， 中国慈善榜
话题冲上微博热搜要闻榜。

这是让人惊喜和意外的数字。
当然，数据背后的故事更有深意。

我们相信，大家关注的不仅
仅是一次榜单发布活动，更是对
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关注和殷
切期望，是对慈善家、慈善企业、
榜样基金会、慈善项目和那些慈
善榜样的认可和肯定，是对慈善
理念和公益精神的分享和传承。

粗略梳理一下可以发现，关
注并报道此次中国慈善榜发布
盛况的，有不少主流媒体，如中
国新闻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经
济网、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网、

人民政协网、环球
网等。

还有一些地
方媒体，如湖北日
报、 宁夏日报、北
京晚报、北京青年
网、 南方周末、南
方都市报、泉州商
报等。

以及很多行
业媒体，如中国企
业报、 中国商报、
中国经营报、中华
工商时报、证券时
报等；还包括各大
门户网站、 如新
浪、凤凰网、搜狐、
网易等。

除了媒体的
关注， 此次活动也吸引了一众
行业观察人士和机构自媒体，
他们从第三方视角对中国慈善
榜进行了客观跟进解读， 引发
行业圈内热烈讨论和转载。 这
也是本届中国慈善榜发布活动

的一大亮点。
此外，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参加此次中国慈善榜发布活动
的领导和嘉宾， 包括慈善家、慈
善企业代表、 基金会代表等，都
通过自己的方式和渠道，表达了

对中国慈善榜的肯定，和他们各
自对慈善事业的理解以及期待。

“中国农工民主党”微信公
众号发文称， 作为行业中坚力
量， 基金会在推动慈善事业发
展、服务国家大政方针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初级卫生保
健基金会等基金会充分发挥了
“年度榜样基金会（公募）”的带
动作用，并分享了中国初级保健
基金会理事长曹锡荣在中国慈
善榜发布活动中的主旨演讲。

英皇集团、安踏集团、旭辉
集团、蚂蚁集团、新湖集团等企
业， 以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
华儿慈会、壹基金、敦和基金会、
东润公益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
环保基金会、微笑明天慈善基金
会、 蔡崇信公益基金会等机构，
第一时间分享了中国慈善榜发
布活动，通过微信及朋友圈等多
渠道互动，并详细介绍了各自的
公益事迹和案例。

特别让我们感动的是，很多
伙伴全程看完了直播，并实时与

我们互动。 慈善家、捐赠、榜单、
蓝皮书、慈善榜样等，是他们提
到最多的关键词。

他们之中， 既有行业从业
者、志愿者，也有机构负责人、媒
体人，但更多的还是关注中国慈
善事业发展的普通大众。 他们也
希望通过数据的记录和榜单的
分析，了解并参与公益事业。

而当我们把这些关键词、把
这些不同的人串联起来，就能在
脑海中勾勒出过去一年我国慈
善事业发展的轮廓。

如果以中国慈善榜为原点，
那么每一个个体和机构、每一种
形态和存在都是公益链条上的
重要组成部分。

大家在各自擅长的慈善领
域不断发力，首先影响身边的圈
子，进而产生传导和系列连锁反
应。 就像“蝴蝶效应”，其所爆发
出的公益力量不断裂变，最终从
内部突破，实现公益“破圈”。

而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结果。

� � 编者按：一件事，如果坚持做 19年，那么意义就会变得不一样。19年来，中国慈善榜一直是《公益时报》最重要的年度活动之一。在我们的不
懈坚持和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如今的中国慈善榜已然变成了一场行业年度盛事。中国慈善榜的发布虽已告一段落，但围绕相关话
题开展的讨论还在发酵。

46 位重磅嘉宾分享、552.9
万人次在线观看、一天之内各类
媒体超过 285 次专题报道、活动
24 小时后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
搜……现在的中国慈善榜，俨然
成为新时期慈善领域流量入口。

传播数据是最为直观的体
现。 5 月 30 日第十九届（2022）中
国慈善榜发布活动开播后，短时
间内，几大直播平台就有总计超
过 552.9 万人次同时在线观看，
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

主流媒体多元报道

无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日
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光
明网、环球网等主流媒体，还是
腾讯、新浪、搜狐、凤凰等门户网
站和新媒体平台，都分别以短视
频、消息、专题以及深度稿件等
不同形式，报道了中国慈善榜发
布盛况。 新华网、中国网、凤凰
网、新浪公益、华数 TV、爱奇艺、
一直播、bilibili、虎牙直播、优酷、
微赞以及《公益时报》微信视频
号、官方微博等平台以云端的方
式进行了线上直播。

另据统计， 本次活动一天之
内有各类媒体联动微博/微信/短
视频等平台超过 285 次专题报
道， 贡献了超 5600 万活动曝光
量。 在 5 月 30 日活动结束后，英
皇集团、安踏集团、中国扶贫基金
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多家企
业和社会组织的自媒体还在进行
二次传播，持续扩大声量。截至目

前，这个数字还在滚动增长。

与会嘉宾高度评价

在本届中国慈善榜发布活
动上，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
陈存根等致辞，香港英皇集团主
席杨受成、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彦宝、福耀玻璃工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曹
晖、旭辉控股董事局副主席林伟
等 46 位嘉宾进行了线上分享。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
陈存根表示：“中国慈善榜发布
活动是对‘旗帜鲜明地扬善’理
念的坚守，更是对慈善事业发展
的有力促进。 ”陈存根勉励《公益
时报》 强化主流媒体责任担当，
聚焦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持续增
强公信力和影响力。

安踏集团荣誉董事长丁和木、
董事局主席丁世忠、 董事局副主
席丁世家， 在过去一年大力投入
慈善事业，助力行业和社会发展，
发挥了“年度慈善家” 的引领作
用。 他们在体育公益、医疗健康、
灾难救助、 社区帮扶和环境保护
等领域深度参与、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关爱社会，2021年度捐赠额达
24.0667亿元，位居榜单首位。

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表示，
中国慈善榜的发布别具意义。 首
次参与“中国慈善榜”的英皇集团
副主席杨政龙随后发表感言：“提
供更多实践机会， 推动青年向上
流动。在‘给予’的同时，带动更多
青年一起回馈社会， 体现多元融

合、价值共享的公益精神。 ”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
长党彦宝表示，未来将与中国慈
善榜携手同行，在促进社会组织
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努
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再做出更大贡献。

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志源谈
及救灾、科技、教育、环保、乡村
振兴、奥运建设等祖国各项事业
时说：“祖国亟需之时必有回应，
不要求什么，只想为祖国人民做
点实事。 ”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
副总裁刘云峰表示，未来更加坚
定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创
造积极的社会公益价值。

博世中国副总裁杨川表示，
公司将为推动中国公益事业与
社会进步做出更多积极贡献，共
创美好未来。

旭辉控股董事局副主席林
伟表示，希望更多人能一起参与
到公益行动中，用自身的微薄之
力与时代合鸣，为国家、为社会
做出更大的贡献。

公益领域嘉宾纷纷点赞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陈
红涛表示，2021 年是有历史意义
的一年，这一年我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
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我国“三农”
工作重心历史性地从脱贫攻坚
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
为多年从事三农工作的社会组

织， 我们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
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好传播
工具，发挥机构的作用和价值。 ”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理事长王林谈道，2022 年，
将勠力同心、共克时艰、创新求
变，带着大家的爱心继续砥砺前
行，力争走出一条可持续的高质
量发展道路，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秘书
长安亚强表示，将继续发挥“牛”
劲、开拓进取、奋“蹄”前行，与各
位行业同仁、合作伙伴一道，推动
公益慈善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促进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央视节目主持人张
越在谈到公益时报和中国慈善
榜多年以来为了推进中国公益
事业所做出的努力时表示：“向
你们送上谢意，也向所有的公益
同仁们送上敬意。 北京爱它动物
保护公益基金会一定会继续努

力，不辱使命。 ”
爱眼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彭

志坤表示，作为致力于提升人类
眼健康水平的慈善组织，爱眼公
益基金会期待与社会各界携手，
共同关爱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守护孩子们的精彩未来。

这是一次旗帜鲜明弘扬慈
善文化的大会，这是一次充分发
挥媒体作用的大会。 作为主流公
益媒体的行业发布活动，中国慈
善榜联动了多个直播平台，发挥
融媒体优势，和众多爱心人士一
起为慈善事业鼓与呼，充分展现
了行业媒体的价值。

成就属于过去，未来更须努力。
《公益时报》社总编辑赵冠

军表示，作为公益事业的主流媒
体，我们有使命、有责任弘扬新
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为慈善捐赠
受到更多的社会尊崇而不懈努
力， 未来我们将不断推动创新，
加快提升现代公益传播能力，为
促进公益事业提速发展铸就新
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慈善榜，新时期慈善领域流量入口 ■ 本报记者 韩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