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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去年年底，几个 95 后
青年以甘肃天水

‘麦积山容颜焦虑’ 为主题，
策划了一组修复石窟的互动
网页公益作品，参与‘我是创
益人’ 大赛后引发众多网友
关注。 大家纷纷通过数字化
工具修图， 表达对非遗文化
石窟重现的热情。

如今， 互联网技术的迭
代催生了数字化应用， 公益
领域受益于数字化赋能也得
到长足发展。 低门槛、 富场
景、 趣味性的公益对公众变
得触手可及。 一些小众的社
会议题也因数字化运用逐步
走入大众视野， 更接近公益
的本质。

公益数字化：吸引多元主体参与
为社会议题贡献解决方案

不久前，腾讯营销洞察联合
瞭望智库发布的《2022 公益行为
数字化洞察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对公益人群的认知观念、公
益行为和偏好等维度的洞察及
分析显示，年轻化、视频化、生态
化成为公益数字化发展趋势，为
更多公众的数字化公益方式提
供参考。

现如今，公益数字化吸纳着
社会多元主体参与，部分公益平
台为参与项目的输出提供场域
和载体，共同向着解决社会议题
方向进军。

趋势：
公益数字生态圈形成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内藏
着近万尊各个时期不同风格、不
同特点的泥塑、壁画及佛像。 这
座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受自然条
件影响，石窟内的壁画、佛像正
经历着不可逆转的风化。 然而，
分秒间的消逝却要以年为单位
来修复，石窟保护迫在眉睫。

在这场赢不了时间的比赛
中， 唯有利用数字化的修复技
术，才能让石窟得到重生。

从 2017 年开始，腾讯每年推
出一届“我是创益人”大赛，通过
数字化工具赋能用户，提供公益
平台，通过短视频、整合营销、公
益设计等组别输出公益作品吸
引公众公益，不少公益作品成为
解决社会议题的主要推动方，一
些小众议题也在社会层面被放
大，引发人们关注。

95 后张梦梦是一家名为“创
益热狗店” 的机构广告合伙人。
2021 年看到“我是创益人”项目
后，有着广告功底的她决定和团
队参赛，运用数字化技术帮助历
史文物恢复面貌。

一次线下头脑风暴后，团队
里突然有人想到：泥塑佛像的面

部风化， 是不是也有容貌焦虑？
不如做一个修复裂痕的互动网
页，鼓励更多人“亲自动手”帮助
佛像恢复往昔的风采。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众多队
友的响应，打通了“数字重生石
窟”的创益逻辑。

“让人与佛像的‘需求’产生
情感共鸣，公众感同身受的心理
也会油然而生， 参与者自然众
多。 ”张梦梦认为，在这个普遍容
貌焦虑的年代大多数人觉得自
己不够完美，都朝着社会标准化
的美进发。 麦积山石窟因自然环
境变化带来的侵袭，让石窟也陷
入了“容貌焦虑”，这种焦虑更加
真实迫切。

很快，“创益热狗店”团队推
出的修复裂痕互动网页引来公
众参与，通过互联网连接，各地
的人们拿起鼠标在线为石窟泥
塑、佛像进行修整。 在数字化技
术驱动下，一尊佛像由众人按照
重塑规则和个人理解，从不同方
位和角度描绘回原貌。

态度：
年龄差异人群的公益认知

截至目前，民政部批准的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已有 30
家。 根据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发
布的数据，最近三年每年有超过
100 亿人次点击、 关注和参与互
联网公益，2021 年通过互联网募
款已接近 100 亿元，比 2020 年增
长了 18%。

上述《报告》显示，年轻化、
视频化、生态化等公益三大趋势
持续引发关注，也反映了数字化
平台对于公益事业发展的助推
作用，能够鼓励更多公众及公益
机构开启数字化公益尝试。

该《报告》调研样本选择了
18 至 60 岁的人群， 覆盖全国一
至五线城市。 报告显示，有 91%

的人曾在网络上关注过公益活
动，有 80%的人曾参加过由平台
发起的公益活动，对于平台做公
益有较强的认知度。 而随着越来
越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公益，数字
时代对公益活动组织的专业性、
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号召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调研将 18 至 60 岁的人群按
照基本特征分为四个年龄阶段，
以参与公益的三大动机、参与公
益偏好的三大命题、主动获取公
益信息的渠道、公益内容形式偏
好等四个维度呈现出不同年龄
人群对于数字化公益的态度。

《报告》显示，18 至 25 岁的
“新兴潜力者”，更注重“自我”，
偏好以线上图文及视频内容探
索公益；26 至 35 岁的“先锋公益
者”， 偏好小众议题及新颖的公
益形式，如互动游戏等；36 至 45
岁的“主力践行者”，关心社会化
议题，对公益组织者的权威性要
求更高；45 至 60 岁的“公益倡导
者”，对公益事业认可度更高，偏
好熟人社交圈分享信息。

从参与公益的动机来看，主
动 性 的 参 与 原 因 占 比 约 为
77.9%，其中回馈社会、提升社会
责任感是受调研群体响应程度
最高的原因。 另一方面，受调研
群体期待通过公益获得自我价
值的提升，社会公众自我意识与
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增强。 整体来
看，优质的公益内容是平台公益
的重要抓手。

可以说，数字化改变了公众
对公益捐赠的刻板印象，点赞转
发、捐步集花、话题互动等新形
式打破了“公益必须实际捐款捐
物”的传统认知，增强互动社交
性，使得社会公众对公益的距离
感缩小。

如今年腾讯 99 公益日期间
提出的“一花一梦想”项目，用户
由捐赠者变成公益议题设定者，

通过集花推选公益议题的新玩
法， 活动从用户提供的 8000 个
公益梦想中选出 16 个公益议
题， 在 99 公益日期间不再通过
捐钱，而是通过集花、捐花达成
目标。

多元：
让更多社会议题被看见

当前，特殊群体关爱、疾病
救助是公众参与度最高的两类
公益议题，而文化传承、科技助
老、社区治理、性别平权等公益
议题就显得较为缺位。《报告》发
现，小众议题在受调研人群中期
待值更高；数字化技术让一些平
时社会关注度较小的社会议题
走入大众视野，让多元力量共同
参与探寻解决方案。

这表明，在同质化的公益议
题中， 更需要提升公益的覆盖
面，拓展宽度和广度，提升社会
公众的体验感、参与感、成就感。

另外，调研数据显示，视频化
公益内容更能生动、直观、真实地
展现公益项目。通过公益广告、纪
录片影响更多人关注公益， 是公
益参与者更偏好的品牌公益形
式。 创意与公益的结合扩大了社
会公众对于公益的想象空间，让
更多优质公益项目被看见。

2022 年 9 月，蔻德罕见病关
爱中心参与“我是创益人”大赛，
通过机构微信视频号推出了一
个名为“罕见群演”的公益视频，
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由罕见病
患者本色出演。 虽然有着个体差
异，但每一个人在片中都表达着
自己的愿景， 期望被社会看见。
短片播出后点赞超过 2.8 万。

网名“大侠摄影师”表示，前
几天在地铁遇到一个白化病小
伙， 出于本能自己退后了一步，
看到公益视频以后会主动上去
招呼，哪怕只是一声“你好”。

一个公益视频内容触动了
用户行为的改变， 形成公益实
效。 而数字技术恰是促成这种转
变的一种重要方式，二者融合程
度正在逐步加深，公益与公众的
粘合度也正逐步上升。 高品质、
直击人心的内容以及数字化技
术加持的线上线下传播组合方
式，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
公益的本质。

发展：
平台共创社会价值生态

好的公益内容能够让善意
持续传递，同时数字技术通过在
内容展现、公益形式等方面的创
新， 也能拉近公益与大众的距
离，助力公益议题的传播和实效
落地。 数字化项目输出平台成为
吸引公众数字化公益的重要场
域，持续释放能量。

从 2017 年开始，腾讯每年发
起一届“我是创益人”大赛，通过

“公益+科技+创意” 的社会化共
创机制， 联合社会多方力量，助
推公益取得实效，激发善意持续
传递。

五年间，“我是创益人”大赛
吸引了 5032 支参赛团队、13165
位创益人直接参与， 孵化出 240
支公益广告、设计作品，经腾讯
广告投放获得近 100 亿次曝光，
总互动超过 2.8 亿， 带动近 3 亿
人次参与公益行动。

今年，“我是创益人” 项目在
中国广告协会指导下，与“中国广
告业大奖———公益广告黄河奖”
大赛组委会联合设立“2022 黄河
奖-我是创益人数字公益创意大
赛”，继续集结多方力量共创公益
生态，推动公益可持续发展。

据介绍， 今年该项目将打造
短视频组、 整合营销组及公益设
计组等三个不同组别， 让更多内
容创作者、广告圈层、设计圈层、
大专院校、 公益机构等参与公益
事业，创造出生动、丰富、受年轻
人喜欢的公益内容， 激发大众对
公益项目的多样化参与形式，输
出具有实效与可持续性的公益解
决方案。比赛将联动微信视频号、
腾讯视频、快手、哔哩哔哩、小红
书等众多视频平台， 可触达并获
得更多年轻人的关注与参与，有
效提升公益项目的传播力与社会
影响力。 预计 10 月底，大赛各组
别的获奖案例将对外公布。

“如今，数字鸿沟正在消弭，
不让一个人在数字时代落伍，公
益事业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动
力也将更为强劲。 ”中国互联网
基金会秘书长杨春燕表示，“数
字化与公益正在深入嵌入融合，
富场景、低门槛、多创意成为数
字技术助力公益事业发展的标
志，让每一名公众都能享受数字
化发展带来的成果，成为信息时
代的标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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