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捐 了 多 少 朵 小 红
花？”“你的小红花支

持了哪个梦想？ ”9 月 10 日，伴随
着爱心网友间仍未散去的相互
探问， 第八届 99 公益日的帷幕
已缓缓落下。

本届 99公益日， 时长延续上
届的十天制，非配捐时段激励形式
丰富，“小红花”一跃升为热点……
经过八年的逐步引导，99 公益日
试图扭转公益行业筹款至上的尝
试已初见成效。 在依然充满捐赠
热情的社会氛围下， 更多捐赠人
开始回溯乐于奉献的初心， 更多
社会组织则转向对机构内功的锤
炼、对公益品牌的深挖。

“小红花”的嬗变
人心的回归

截至 9 月 10 日 18 时， 本届
99 公益日吸引超 5816 万人次参
与捐赠，送出小红花超 1.82亿朵，
累计获得用户捐赠超 33亿元。

纵观此前七届 99 公益日，几
乎每届都以创纪录的捐赠金额刺
激着公众神经。 而本届的这一数
目仅仅与上届持平， 甚至稍有逊
色。然而，从众多捐赠用户的反馈
来看，本届 99 公益日的“用户”体
验感和“出圈”热度最为突出。

99 公益日走到第八年，腾讯
一直在有意识地持续引导公众
和公益行业，走出“唯筹款论”的
误区，找回公益慈善的初心———

“一花一梦想” 模式的推出可谓
收到了奇效。

相较上届送出的 1.25 亿朵
小红花，本届的 1.82 亿朵小红花
实现了令人惊叹的 40%涨幅。 这
40%的涨幅并没有直接化作捐赠
额，而是让千千万万个用户在一
次次的“梦想”助力中，与 16 个
尚未落地的项目产生长久的连
结———这 16 个梦想正来自捐赠
人、 行业从业者的需求表达，在
某种程度上是爱心网友对公益
慈善最朴素的认识。

从本届 99 公益日中爱心网
友对“小红花”的热烈追捧来看，
这 16 个贴近生活、 口号明了的
梦想，与他们心中的公益慈善的
样貌所吻合，公众也逐渐认可在
捐钱之外更多的实现公益慈善
目标的方式。

正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
书长葛燄所说，“过去很多捐赠人
属于同情心驱动， 不太关心具体
的项目内容， 年轻一代的捐赠人
则不同， 他们明显更关注捐赠体
验、项目有效性和参与获得感。 ”

据了解， 本届 99 公益日结

束之后，捐花量达到最低执行额
度的梦想项目，将根据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创新资助的流程和
办法， 在行业内专业合作伙伴、
专家等力量的联动下启动落地。
腾讯公益平台也将根据公益梦
想的实际情况，定期向用户反馈
梦想的具体执行进展，鼓励用户
持续关注并监督公益梦想的实
施动态。 而这也将梦想项目的公
众黏性持续至 99 公益日之外。

截至配捐日结束，16 个项目
共吸引了 5954 万人次参与，捐
赠小红花 1.07 亿朵，全部达到可
执行标准。

公益能够回归初心，固然是
人们心中良善永驻的体现，然而

为完美促成今日的效果，99 公益
日历经了对“小红花”的精心设
计和持续完善。

2018年 99公益日，筹款模式
日臻完善， 面对持续上涨的筹款
金额，腾讯即有所察觉，反其道推
出筹款“冷静器”，呼吁行业回归
理性。同时，作为丰富趣味交互的
手段之一，“集小红花” 活动首次
上线当即掀起热潮，吸引超 1800
万人次参与， 不少用户更将小红
花“戴”到自己微信头像上。

2019 年 99 公益日，“小红
花”的互动数增至 1.14 亿次———

“小红花”正式成为 99 公益日的
LOGO。

2021 年，“小红花”迎来重大

升级，推出“小红花”账户，捐赠
人可通过线上线下的各种活动
获得“小红花”，进而获得配捐，

“小红花”由此“破圈”———当年
99 公益日，“小红花”互动人次超
1.25 亿，而全年全平台用户集花
总数为 4.9 亿朵。

今年，“小红花”账户新增两
大举措：第一，“小红花”用户可
获配捐加持，有持续捐赠习惯的
用户有机会获得更高的配捐；第
二，在捐钱之外，“小红花”可直
接助力公益，于是便有了今年备
受瞩目的梦想项目。

“做好事能得小红花，小红
花还能做好事。 ”“小红花”在形
成自身公益闭环的同时，也通过
本届取得巨大成功的梦想项目，
将捐赠者、受助人、慈善组织、企
业和公众连接起来，推动互联网
公益健康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公益的连接器功能爆
发出强大活力， 近百万网友倡导

“一起捐”，超百万网友将“小红花
做好事”设置为微信状态，公益出
圈效应持续显现。 一万个经过透
明合规审核上线的公益项目链接
起 2500 个慈善组织， 其中超过
500个组织为今年首次参与 99公
益日，不断有“新面孔”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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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99公益日观察

配捐释放更加健康，公益身份带动配捐加成受好评

以上变化将如何体现在 99
公益落地中？ 9 月 7 日无疑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9 月 7 日上午 10 时，99 公益
日正式启动当日配捐。 至 15 时
59 分，1 亿元配捐完毕， 用时 5
小时 59 分。 截至当日 16 时，有
1416 万人次参与捐赠， 共完成
934 万次公益助力， 送出小红花
1360 万朵， 累计获得用户捐赠
8.24 亿元。

而如果从 9 月 1 日启动算
起（截至 9 月 7 日 16 时），99 公

益日主会场已累计吸引 3134 万
人次参与捐赠，共获得捐款金额
达到 17.02 亿元。 另外一个非常
亮眼的数据是，99 主会场的小红
花捐赠数量已达到 1.17 亿朵。以
小红花为核心的诸多玩法已经
颇成气候。

“一花一梦想”首战告捷

“一花一梦想”在 9 月 7 日
迎来了首轮收获日。 腾讯公益方
面透露，当天 16 个公益梦想中，
通过网友的“捐花”投票，已有七
个公益梦想完成了 100%进度。

近几年来，腾讯公益平台用
小红花记录用户的每一件好事，

倡导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用
户可以通过捐款、捐步、答题等
公益行为获得小红花，而小红花
可被继续捐赠给公益项目或者
议题， 鼓励用户持续做好事，形
成公益闭环。

从今年 6 月底开始，腾讯公
益平台就面向爱心网友做梦想
征集， 收到了 7000 多名爱心用
户的 8000 多个公益梦想， 涉及
关爱孤寡老人、 关注乡村儿童、
环境保护和乡村振兴等多个公
益议题。

历经两个多月的挑选，最终
共有 16 个公益梦想在活动期间
上线，99 公益日专门设立“捐花
给他们”环节。

截至 16 时， 超过 1850 万的
爱心网友通过“一花一梦想”参
与了今年的公益互动， 为 16 个
公益梦想累计捐出 7132 万朵小
红花，平均人均 3.8 朵。 这其中，
“为 100 所乡村小学送去美育教
育”“为 10000 名乡村老人提供听
力筛查”“给 1000 名乡村学生上
职业启蒙课”“培养 1000 名守护
生命的急救员”等七个公益梦想
实现了 100%进度完成。

“一花一梦想”公益创想，在
形式上改为更轻量化、更低门槛
的捐花，实现“随手做公益”；另
一方面，在理念上，通过一起众
筹梦想的形式，让“人人可公益”
的理想实现了落地。

可以说，“一花一梦想”下，七
个公益梦想率先在首日达成目
标， 很好地证明了运用互联网数
字技术的公益创意具备很强的破
圈能力，让“人人公益”中“人人”
的角色更立体，更具参与感。

公益身份强化配捐加成

99 配捐规则的新变化，在网
友实际捐赠体验中，又会带来哪
些不一样的感受？

9 月 7 日上午， 某网友在群
里上传了一张自己获得的配捐
结果页面截图。 截图显示，因为
有着“第二年参与 99”“28 次月

捐”“三次连续 99 天集花”“捐出
1250 朵小红花”“发起七个一起
捐”“公益真探” 等公益身份，让
他一举获得了 99 公益日基础配
捐 4.05 元和公益身份加成配捐
12.79 元以及项目加成配捐 1 元。

早在今年 520 中国互联网
公益峰会期间，为鼓励更多人一
块做好事，腾讯就曾新上线“好
人标签”功能。 这可以视为其对
公益身份的探索之一。 根据当时
的规则，如果用户以往在平台上
多次参与过捐款、捐步、答题、月
捐、一块走、一起捐等各类公益
行动，将有机会在活动中揭开自
己的专属“好人标签”。

据透露， 捐赠用户专属标
签，将依照用户日常的公益行为
模式，分为“公益践行者”“公益
倡导者”“长期公益人”等不同类
型。 那些拥有“好人标签”的用户
在 99 公益日中同样的捐赠金
额，可比普通用户获得更多配捐
额度。 而日常公益参与越多、越
久、越持续的爱心用户，所获得
的配捐额度也越高。

公益身份的加成以及公益
行为的标签，这些元素不仅呈现
了捐赠人的公益历程，更表达了
捐赠人对公益持续的态度。 可以
预见，对于这些标签持续强化加
成权重，将会贯穿在接下来的 99
公益日和腾讯公益平台全周期。

99 公益日收官 促公益回归初心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 � 人大附中急救社团邀请腾讯 SSV 社会应急实验室共同参与强
棒天使棒球基地学生的联合急救培训

9 月7 日，2022 年
99 公益日进入

第七天。 这也是腾讯公益正
式启动大规模平台配捐的第
一天。

根据腾讯公益平台的披
露，今年 99公益日将通过‘一
花一梦想’ 公益共创新玩法，
让更多的人有能力参与到自
己感兴趣的公益领域。平台也
将从项目的自驱力、 透明度、
捐赠人服务等更多维度更立
体科学的评估，对于持续在腾
讯公益平台上有捐款、行为公
益的捐赠人也会进行身份加
成的配捐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