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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 � 5·8 人道公益日“救在身边”公益广告亮相全国 10 个城市，通过户外大屏、城市电视、数字媒体等方
式向公众传递人道力量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晓超：

数字化转型是公益行业发展大势所趋

打造吸引公众参与的
互联网筹款项目

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红
十字会、增强公众对红十字会系
统的信任感和支持度，是中国红
十字会近年来一直努力做的事
情。 而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与
大众、媒体、捐赠企业及各类合
作机构的深入沟通，中国红十字
会逐渐找到了探索的方向。

今年 5 月 8 日是第 75 个“世
界红十字日”。 依托这一重要时
间节点，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发起
设立了“5·8 人道公益日”，希望
打造一个吸引更多公众参与的
全国性互联网筹款项目。 除了开
展互联网筹款，5 月 7 日至 9 日
期间，中国红十字会还通过推广
红十字人物故事和红十字知识
科普视频等形式，不断加强品牌
传播和互动交流。

5 月 7 日起， 中国红十字会
“5·8 人道公益日”互联网众筹项
目正式在腾讯公益平台推出。 作
为项目的具体实施单位，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在整体项目设计上
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
贝晓超对“5·8 人道公益日”公众
动员效果表示肯定，“筹款过程
实现了零负面”。 那么，在项目具
体策划、 设计以及动员实施方
面，他们是怎么做的？ 如何保障
各子项目都能完成筹款目标，避
免造成资源重复浪费？

贝晓超介绍说，此次互联网
筹款项目开设了“红十字救在身
边”“红十字生命教育” 两个专
场。 这两个专场紧扣中国红十字
会对于红十字工作的整体安排，
将红十字的主责主业拿到线上，
全面向公众展示红十字做了什
么、怎么做的、准备做什么。

“其中，‘救在身边’专场我
们称之为‘规定动作’，全国一盘
棋，将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红十字

品牌项目进行打包，形成‘救在
身边’的议题筹款，并完全按照
统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

‘生命教育’专场，则是全国各参
与省份红十字会的‘自选动作’，
同样聚焦主责主业，扣紧生命教
育的主题，各省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将本地区的红十字优质项
目拿上平台。 ”贝晓超告诉记者。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指
导和部署下，该项目涉及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共有超过 1000 个红
十字组织参与。 这也体现出对于
中国红十字会发起设立的“5·8
人道公益日”项目，全国各级红
十字组织积极性空前高涨，打造
属于吸引公众参与的全国性互
联网筹款项目是众望所归。

据记者了解，“5·8 人道公益
日”互联网众筹项目前期筹备和
实施过程中，参与的上千家红十
字组织保持密切的在线沟通、协
作，开展多次在线培训，其中首
次项目培训会暨工作坊有近
5000 名红十字工作者参加。该项
目最大的亮点是“四级联动”和
“四个统一”，即全国范围内实现
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动，项目、
平台、传播、行动“四个统一”。

贝晓超谈道，“在整个过程
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要充当
了内外部协调、组织培训以及整
个项目的实施把控等角色，各地
红十字组织则按照总会的要求
不打折扣地落地执行。 ”

数字化为老品牌带来新意

线上沟通、组织培训只是项
目进行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之一。
在数字化时代，公益传播如何有
效抓住用户眼球， 让公众有感
知、能参与也非常重要。

据贝晓超介绍，此次“5·8 人
道公益日” 上线的互联网筹款项
目都以“救在身边”为准则，无论
是身边患儿的人道关怀、 身边的

急救守护、身边的灾害救援，都是
从公众中来到公众中去的项目，
每一个项目都能让公众有感知、
可参与。“我们开展互联网筹款项
目的目的不在于筹到多少钱，我
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通过互联
网筹款最终帮助到那些需要支持
和关注的人。 上线的互联网筹款
项目，关注生命教育、人道救助、
应急救护、乡村振兴等公益领域，
募集的善款都将用于为白血病和
先心病患儿、社会救援力量、器官
捐献者子女、 红十字志愿者等群
体提供支持和帮助。 ”

为配合此次筹款和宣传，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动 QQ 浏览
器、 腾讯新闻以及 20 多家主流
媒体，打造了“救在身边”人物故
事系列原创视频， 覆盖全国 29
个省市， 面向公众分享人道救
助、应急救援、应急救护、器官捐
献、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
等行动带来的帮助和改变。 用户
打开页面，获取定位，就可以显
示用户所在省份及全国省份的
公益项目和视频，引导用户捐款
与传播。

同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将
素材统一整理成内容工具包，共
享给全国红十字系统，在全国各
级红十字视频号、微博、公众号、
企鹅号等全网平台官号内发布，
在全网达到了 1.4 亿次播放量。
基金会联合腾讯视频知识频道，
发起“救在身边”科普公益活动，
从红十字相关科普、 应急救护、
救灾备灾三方面制作 30 多条优
质急救科普视频，梳理并整合急
救类知识图谱，邀请包括医学专
家及优质科普知识创作者等围
绕应急救护、 救灾备灾展开解
读，累计播放量超过 1200 万。

毫无疑问，互联网、数字化
浪潮给红十字人道公益事业带

来的影响和改变是巨大的。 而数
字化公益的迅猛发展，也给像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这样有着一定
影响力但同时又相对传统、稳健
的公益机构带来了切实深刻的
影响和改造。

“通过智能救助系统、救援协
作系统、急救宝、志愿者服务系统
等一系列数字化工具， 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的主责主业各类项目实
现了更高效透明运转。 这些数字
化工具也是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发
展‘新意’。 ”贝晓超表示。

对话>>>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晓超：

数字化转型是公益
行业发展大势所趋

《公益时报》：不论是从项目
数量来看，还是从参与的红十字
组织规模来看 ， “5·8 人道公益
日 ” 互联网众筹项目都非常复
杂。 作为具体实施方，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是如何设定具体筹款
目标的？

贝晓超 ： 除了前面提到的
“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在筹
款目标的设定上，各级红十字组
织均从实际人道需求出发，结合
自身的工作安排，秉持“跳一下
能够得着”的目标进行申报和项
目上线。

当然，这中间也遇到了一些
问题，比如有的省份对于互联网
筹款不熟悉、对于资源动员的把
握不到位，出现了实际筹款金额
与目标金额差距较大的情况。 但
从全国整体来看，这样的情况出
现也是一种必然。 我们希望通过
这样的全国统一行动，让各级红

十字组织，特别是那些没有接触
过互联网筹资动员的组织，都能
从实际出发，熟悉并操作一下互
联网筹款的全部环节。

比如，河北省、山西省、辽宁
省、黑龙江省、陕西省、青海省、
西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共计 9
个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省级红十字会，均为第一次独
立且完整地参与互联网众筹项
目，总计动员 47 万人次参与，累
计公众筹款达 682 万余元。 其
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会
克服时差、疫情等各种因素的影
响，动员近 20 万人次参与，公众
筹款达 202 万余元。

河南、江西、浙江、安徽、云
南、江苏、山东、重庆、内蒙古、新
疆等红十字会在公众筹款和公
众动员参与人数人次上都有非
常突出的表现。 其中，山东省在
2021 年 99 公益日筹款 55 万元，
在 2022 年参与“5·8 人道公益
日”公众筹款 353 万余元，动员
21 余万人次参与。

《公益时报》：从此次开展互
联网筹款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数
字化能力建设是大势所趋。 在这
方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进行了
哪些探索？

贝晓超 ：近几年来，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在数字化建设方面
不断进行调整和转型，进行了积
极的探索和行动。 基金会经历了

“办公自动化、项目信息化、运营
数字化” 三阶段数字化升级，在
强调内部管理的信息化基础上，
逐步优化和扩展到包括组织系
统、业务流程、项目管理、品牌传
播等在内的数字化，在多年实践
中总结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
持续投入、全员参与”的运营数
字化十六字方针。 （下转 15 版）

� � 62 个公益项目同期上线、 全国千余家机构协同参与、差
异化主题互动传播……相信对于任何一家机构来说，

这样的互联网筹款项目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今年 5 月 8 日是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日’，围绕这一重要时

间节点，中国红十字会发起设立了‘5·8 人道公益日’，并于 5 月
7 日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互联网筹款项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
项目具体实施单位。 项目设置‘红十字救在身边’‘红十字生命教
育’两个专场，围绕医疗救助、生命教育、应急救护等多个主题，
共上线 62 个公益项目，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超过 1000 个红十字组织参与。

据记者了解，截至 5 月 27 日，中国红十字会‘5·8 人道公益
日’通过线上线下的人道资源动员，合计劝募超过 2.3 亿元。 其
中，‘5·8 人道公益日’ 互联网众筹项目公众筹款超 1.01 亿元 ，
322 万人次参与支持，相关内容在全网总曝光量超 12 亿，视频类
和图文类内容整体观看量超 1.6 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