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种 2亿颗“爱豆”

阿里 95公益周创新
“人人参与公益”新模式

■ 本报记者 皮磊

帮老年人答疑解惑、为乡村儿童捐书

夸克公益行动持续关注
“一老一小”

这次 95 公益周，网友们通
过益起动、 益起读等多种的互
联网公益形式积攒和捐赠“爱
豆”，让全社会的爱心流动了起
来。 据统计，公益周期间，阿里
公益平台发放了 2 亿颗爱豆，
这意味着 2 亿颗爱的种子在公
益周播种和分享， 未来将会激
发更多的公益果实。

“爱豆” 成长体系让公益
更简单有趣

2017 年“中华慈善日”，阿
里巴巴举办首届“95 公益周”提
出“人人 3 小时，公益亿起来”
的倡议， 并发布了“人人 3 小
时”公益平台。 经过五年多的发
展，“人人 3 小时” 小程序已在
淘宝、支付宝、微信等 20 余个
APP 上线。

今年 95公益周期间，“人人
3 小时”平台开启了“爱豆成长
计划”，创新“人人公益”新模式：

用户参与益起动、益起读、益起
写、益起猜、益起跳、益起学等各
种随手公益活动，就可以获得一
定数量的“爱豆”兑换公益小礼
物；同时，这些“爱豆”还可以捐
赠给指定的公益项目，变成乡村
儿童的操场、足球场、体育包等
公益项目的运维资金。

据统计，这次 95 公益周期
间，有 5000 万颗“爱豆”被用户
转赠给其他公益项目，让“守护
老河沟保护区”“守护野鸭湖”
等公益项目得以迅速完成了募
捐。 这相当于，用户做了一次公
益拿到爱豆， 又把爱心传递出
去，支持其他公益项目，又生成
了一次新的公益行为。

生态联动开启全民大公益

今年 95 公益周，阿里的生
态公益力量大联动， 淘宝、天
猫、菜鸟、闲鱼、高德等 20 个平
台及产品全面参与， 以各种方

式和活动倡导和推广公益。
更重要的是，95 公益周期

间， 在阿里生态力量大联动之
外， 全社会的公益力量都得以
激发和动员，2.6 亿人次全网用
户、220 万商家，40 多家国内公
益机构，都参与到 95 公益周活
动中， 发起了“爱心券”“一起
捐”“儿童服务站”“一个鸡蛋的
力量”“老年友好社区计划”等
100 多个公益活动和项目，共同
向社会传递爱和善的正能量。

整个公益生态的大联动，
让公益的范畴和边界越来越
广。“我们始终认为阿里只是
公益的一分子，也非常开心的
看到，更多同行者、更多用户
正在加入这场善心共振，陆续
加入和参与，只有人人参与才
是大公益。 公益就是最广泛的
人与人之间、 爱与爱之间、伙
伴与伙伴之间的连接。 ”阿里
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
军表示。

随着智能生活的普及，老年
人也拥有很多数字资产，但当他
们遇到问题时很难得到及时有
效的回应。 如何助老成为互联网
领域的新课题。 今年 95 公益周
期间，夸克依托智能搜索和智能
工具，帮助老年群体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

阿里智能信息事业群公益
负责人王军影表示，“根据夸克
综合搜索指数，老年人在语音搜
索、泛知识内容搜索以及云存储
上的需求上升明显。 夸克希望通
过搜索和一系列智能工具，在服
务好青年人的基础上，可以让更

多中老年用户享受科技带来的
便捷生活。 ”

此外，为了让公益的能量辐
射到更多人群中，由夸克与阿里
巴巴“人人 3 小时”共同发起的
声音捐赠公益产品“益起读”持
续面向乡村学子、 贫困家庭、听
障儿童等群体提供帮助。

在今年巴巴 95 公益周中，
以“爱豆”养成体系为基础的“人
人参与” 公益新模式应运而生，
用户参与“益起读”等多样化的
泛公益活动，即可获得对应数量
的“爱豆”。 这些“爱豆”将捐赠给
指定的公益项目。 每捐出一份

“爱豆”，阿里公益将捐出相应资
金给到对应的公益项目。

用户可以进入夸克、 支付
宝、淘宝等产品中的“人人 3 小
时”小程序，点击“益起读”参与
活动， 加入任一领读人战队，按
照页面要求为受益人语音朗读
积极正向文本内容。 每个公益领
读人战队经审核通过的个人捐
声段数达到活动设定目标，即可
成功在线下通过公益活动实现
公益项目落地。

据介绍，“益起读” 项目自
2020 年 9 月上线，截至目前累计
超过 1500 万人次参与公益声音
朗读，为全国八个省市的乡村儿
童兑换超 60 余万册图书， 捐赠
以夸克用户命名的实体图书角
和夸克图书馆 260 余个。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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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截至 9 月 8 晚 24 时，第六届阿里巴巴 95 公益周期间全网共计 2.6 亿人次

用户、220 万商家、40 多家国内公益机构参与到公益周的 100 多个公益活动中。
此外，包括淘宝、天猫、高德、饿了么等阿里生态 20 个平台和 APP 均结合自己特色场景深
度融入公益。

花式般的连接
融合的公益

今年 99 公益日，不同的社
会场景越来越多的被小红花覆
盖。 腾讯公益平台外，日常生活
和工作中不少情景也能通过小
红花这一载体随手公益， 进一
步降低公益门槛。 多年发展后，
小红花已从品牌标识升级为可
捐助公益项目的爱心账户，从

“做好事得小红花”进化为“做
好事得小红花， 小红花还能做
好事”。“小红花”已然形成公益
的闭环。

小红花开放体系中， 除腾
讯公益平台中用户捐款、 捐步
等善行能够被小红花记录外，
微信 QQ、腾讯视频、腾讯游戏
等其他场景下的善行也能被小
红花记录。

小红花不再仅仅是一份公
益账户的记录， 而是不断助力
爱心流转和接力的介质， 成为
嫁接起花式公益的平台， 在腾
讯自身业务条线和外部企业合
作中形成融合。

今年 1 月，基于小红花爱
心体系推出的“益企种花”项
目在 99 公益日期间大放异

彩，企业提供的丰富公益场景
让公众生活与个体行为完美
结合， 展现出公益新生态活
动。 开新能源车、使用电子发
票、入住低碳酒店、扫描瓶盖
电子标签、 回收闲置物品、捐
助产品积分等都能被公益记
录，达到花式公益、低门槛参
与的现实。

目前， 有 110 家企业用好
事开花，6.5 亿人次用户被企业
合作触达，让“人人公益”迈入
近阶段。

腾讯体系中， 不同业务条
线间相互独立运作， 每条业务
线绑定着数千万的用户。 除企
业合作外， 小红花与腾讯自身
业务更加融合， 腾讯会议、QQ
邮箱、 使命召唤等均与小红花
深度绑定，腾讯产品提供及时、
便捷、可靠的公益场景。

而在早期， 腾讯产品仅提
供符合产品属性的业务服务，
公益元素嵌入产品不多。 面对
不同业务条线中汇集的海量用
户， 在现有业务线中开发出公
益产品，融入小红花公益体系，
激活用户心中的善意， 有效引
导用户直接公益。

今年 99 公益日腾讯将不
以筹款为目标， 选择从机构到

用户， 致力于做科技助力社会
共益的探索者。 腾讯基金会副
秘书长刘琴表示， 腾讯公益平
台不等于捐款平台， 更多在于
社交分享，培育公益文化，用户
成为其关键角色。

公益日的延展
行业的再塑

筹款难一直是公益行业的
痛点，99 公益日之所以历来备
受关注， 也是因为其在很大程
度上回应着这一痛点的解决方
式。 然而，如果社会组织过分追
求每年几天的集中配捐， 将绝
大部分机构精力用在筹款，忽
略公益品牌的内容打造、 忽略
机构的综合能力建设， 恰恰失
去的便是捐赠人。

多年来，众多社会组织和
公益从业者都曾对此现象进
行反思和警醒， 但收效甚微。
今年“小红花”受热捧，捐赠额
不再无止境上涨，无疑也会让
众多“失去头脑”的社会组织
对项目、品牌等的内容打造重
新重视。

而实际上，在“小红花”以
外，今年的 99 公益日对筹款的
导向做了更多的尝试。

首先，今年新增 3000 万元
的“非配捐时段筹款动员激
励”，在配捐时段外，以公众筹
款金额和捐赠人数为考察指
标，考验筹款机构的筹款质量，
而非筹款数量。

其次，设立“项目全年表现
激励”， 考察项目筹款的人次、
人数、重捐率和可持续度，让项
目健康度好、 机构运营稳健者
获得更多配捐资源， 促使社会
组织修炼内功，筹款的同时，积
极维护捐赠人。

第三，据了解，今年 99 公
益日间筹款金额排名靠前的机
构和项目，除了筹款数据，其更
多维度的评估指标被关注。

从三日延至十日， 从奖励
仅限配捐时段延至可适于其他
时段甚至全年， 从主看筹款数
据到权衡更多指标，99 公益日
在时间和维度上的延展， 迫使
着筹款机构对于发展方向不断
的自我反省， 这些都无疑是对
于公益行业的再塑。

事实上，从前述 2018 年推
出“冷静器”开始，腾讯对于公
益行业再塑的看重， 就远超于
99 公益日筹款本身。

针对行业的重要痛点———
“透明度低”，腾讯在今年 99 公

益日前夕的一系列举措都引发
了行业内的极大反响。

4 月，腾讯公益借鉴企业股
东制度， 召开首期“股东人大
会”， 让 2300 多名参与捐助的
爱心网友对所捐项目展开问
询，行使监督权利，履行推进义
务。 8 月，通过全民招募而来的
100 多位“公益真探”奔赴全国
各地，实地探访公益项目，并展
开为期一年的观察与监督，探
索长效透明化机制。

同时，开展多年的“回响计
划”和“自媒体合伙人计划”都
分别进行深化， 追溯和还原热
点事件和公益故事， 以更丰富
的形式将公益项目的进展和成
效呈现给捐赠人。

这些举措， 一方面为社会
组织开发出实现透明的创新手
段， 一方面也督促着后者在自
身的薄弱环节主动加强。

从 2015 年至今，99 公益日
在尝试回应社会组织乃至公益
行业的关键痛点、 激发社会捐
赠热情之外， 还降低了大众参
与公益的门槛， 将公益与各个
行业、场景进行嫁接，自我蜕变
的同时引导公益行业走向规范
和理性， 呵护每一个人的良善
之心。

（上接 0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