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2 年 10 月，从 116 家机构的 551 个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中
国创新传播大奖（蒲公英奖）金奖；

2022 年 12 月，从近 800 件入围作品中最终胜出，收获 2022 第十
届梅花创新奖“最佳公益营销创新奖银奖”。

拍摄的记录短篇入围多个微电影节并获奖； 合作明星超过 80
位，其中长期合作的超过 20 位；每季度和各个平台合作进行传播推
广，阅读量过亿……

拥有如此耀眼成绩的这家机构， 不是影视公司， 也不是广告公
司，而是一家慈善组织———北京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春
晖博爱”）。

作为一家以福利院孤残儿童和困境儿童为核心服务对象的基金
会，春晖博爱为什么要在传播上投入巨大的精力，又为什么能够跨界
成功不断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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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获传播大奖，各传播平台青睐有加
这家基金会是如何做到的？

从春晖妈妈开始

春晖博爱是一家注册成立
于 2012 年的基金会， 目前主要
通过运营春晖妈妈、春晖关爱之
家、春晖守望三大核心项目服务
福利院孤残儿童和困境儿童。

其中春晖妈妈项目是在福
利机构内为 0-18 岁年龄段的孤
残儿童开展的回应式教育抚育
综合性项目。

尽管项目起步早，但传播起
步比较迟。 直到 2017 年，春晖博
爱成为公募基金会之后，才开始
越来越重视传播工作，春晖妈妈
项目的品牌打造由此成为传播
重点。

“我们是想以公益项目的效
果来打动公众， 用真实的故事、
视频、照片让大家亲眼看到项目
的成就，孩子们的改变，当大家
真正被打动的时候，就一定会关
注到机构和这些成果背后的故
事。 ”春晖博爱秘书长刘珊表示。

“春晖妈妈”不仅是一个项目
名称， 更是工作在春晖博爱福利
院项目一线上千名女性的统一称
呼。 她们既是妈妈，也是老师。

基金会在春晖妈妈身上挖
掘出非常多中国女性的优秀品
质和感人的亲情故事， 让 20 多
年一直默默付出的她们受到了
关注， 慢慢变成优秀女性的代
表。 同时，也让公众关注到孤儿
群体，开始知道如何加入到关爱
孤残儿童的公益项目中，给了大
家参与公益的机会。

“因为项目时间长并且是陪
伴型的项目，我们具有得天独厚
的传播优势，就是传播素材上更
动人、更真实，对于媒体和公众
就更具吸引力。 ”刘珊强调。

在用温情打动人的同时，项
目的专业特色则为受众提供了
实实在在的益处。

基金会系统地培训“春晖妈
妈”掌握和运用回应式教育抚育
理念，与失亲的孤儿建立情感依
恋，持续不断地关注和回应他们
的需求，帮助他们在家庭般的关
爱中成长。

“因为在儿童教育上的专业
性和持续的对于教育专业的研
究和输出，越来越多春晖博爱的

粉丝从我们的传播中收获了育
儿的知识、育儿的观念，对于自
己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大帮助。 ”
刘珊表示。

推动机构品牌化建设

随着春晖妈妈影响力的扩
大，越来越多的公众、媒体开始
关注到春晖博爱本身。 通过项目
带动机构的品牌化，提高春晖博
爱的知晓度、知名度，建立在公
众心中的信任感，成为基金会传
播工作的重点。

由于之前并没有把重点放
在传播工作上，春晖博爱的员工
更多考虑的是所做的工作是不
是对儿童好，春晖妈妈的工作是
不是有效，所以会忽略很多在传
播上的问题。 同时因为做的是全
国性的项目，也会有很多采访的
需求， 地方的员工如何接待媒
体、谁来接受采访等都是工作中
实际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机构品牌化建设，需要让
员工统一对传播的认知，知道遇
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统一话
术、统一要求，只有机构内部统
一才能慢慢让机构对外的形象
统一。 ”刘珊强调，为此，春晖博
爱制定了传播管理规范手册。

手册包括传播管理规范、传
播内容规范、 传播汇报机制、危
机事件应对及应对工作机制等
多方面内容。 这是一本非常实用
也是员工在春晖博爱必须要熟
读的文件，员工遇到相关传播的
疑问可以先翻看手册，也可以通
过手册找到汇报或者答疑的体
系，找到相关责任人。

基金会还通过定期培训来
提升员工对机构品牌打造的信
心， 越来越多的员工愿意加入，
为传播目标付出努力。“传播工
作变成大家的工作目标，而不是
几个人的，对于员工工作积极性
的动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刘
珊表示。

全员参与使得基金会能够
在传播方面做到快速响应，“大
家传播的工作热情是很高的，我
们的驱动力更多是因为传播工
作是很落地的，是和各个项目链
接最深的。 我们会深入一线，在
沟通中会发现孩子们的变化，收

获超越物质的精神成就感。 ”刘
珊强调。

做有社会价值的公益倡导

在机构品牌化建设逐步取
得成功的同时，让更多公益行业
伙伴、媒体、公众看到困境孩子
们的真实需求，并且在认可机构
和项目的同时，知道自己该如何
加入到公益之中，成为基金会努
力的方向。

“我们更希望无论是媒体还
是合作伙伴、 公众都可以看到作
为一家有社会价值的公益基金会
在公益倡导上的责任。 ” 刘珊表
示， 基金会的传播拥有了更多的
精神属性、教育属性，也更具社会
价值———让大家可以看到“诗与
远方”，看到正能量和美好未来。

针对孩子们被贴上标签导
致心理问题和难以融入社会的
问题，基金会推出了“撕掉孩子
身上的标签”公益计划，倡导大
家不要给孩子贴标签。

以“撕掉孩子身上的标签”为
主题的公益海报、 创意视频、H5
小游戏等通过明星爱心大使、基
金会各平台账号、 核心地点公益
快闪体验站等线上线下多种渠道
传播，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参与人数超过 2550 万， 并获得
2022 第十届梅花创新奖“最佳公
益营销创新奖银奖”。

为了推广科学儿童观和教
育理念，基金会打造了“幸福的
种子公益计划”。 以儿童和花精
灵为设计灵感， 基金会打造了 6
款 IP 形象，实物为有使用价值的

“瓶子”，内
部附加 6 款
富有寓意的
花种子。 每
一款守护精
灵代表一种
春晖博爱儿
童观和教育
理念。 在此
基础上，基

金会联合相关机构推出了元宇
宙藏品，公众的每一次购买都是
一次公益捐赠，同时在未来的 12
个月，用户将不间断收到来自孤
儿和困境儿童的画作、声音或者
是故事。

“希望更多的青年人可以加
入到公益之中，种下一颗善念的
种子，通过他们所喜欢的卡通手
办、 盲盒等形式来吸引他们，去
了解儿童保护相关的理念和春
晖博爱这家机构。 ”刘珊表示。

新颖的形式拉近了年轻人
和公益的距离，该计划也在 2022
年 10 月， 获得了中国创新传播
大奖（蒲公英奖）金奖。

“获奖是一种认可，我们认
为奖项是未来努力路上的鲜花，
让这条路更美好，让我们努力的
过程拥有更多的幸福感，也帮助
我们更好的去工作。 ”刘珊强调。

除此之外， 基金会拍摄的反
映孤儿成长历程的系列纪录片
《被困住的孩子》， 先后荣获上海
公益微电影节一等奖、 澳门微电
影节提名、 公益映像节最佳公益
影片等；基金会先后推出的《困境
儿童需求研究报告》《困境儿童案
例集》为行业提供了借鉴；基金会
持续开展的公益演讲、 公益观影
会、 公益探访等线下公益活动不
断回应着粉丝的公益需求……

“其实传播就是让我们可以
开大大门、打破壁垒，让公益成
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让我们所
关注的困境儿童可以被看到，让
我们服务于孩子们的春晖妈妈
乃至整个公益行业被看到。 和公
众建立这种信任的关系，拥有基

金会的私域粉丝和支持者，同时
更好地为我们的粉丝和支持者
提供公益服务，输出更多的正能
量。 ”刘珊强调。

秉持这一理念， 基金会得到
了越来越多传播伙伴的青睐，获
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其实在资
源尤其是资金方面我们每年的投
入相比之下是很少的， 我们更多
的传播资源是通过公益合作撬
动。无论是媒体还是平台，他们对
于公益传播都是抱有很大的热
情， 而我们的故事在专业属性上
是有实用和社会价值， 所以合作
洽谈上会占有一定优势。 ”刘珊表
示，大家有一样的初心，就是爱这
些受困的孩子， 大家都相信世界
的美好，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有着
这样纯粹的公益目的， 我们努力
的方向一旦确定， 这个过程会比
想象的容易、简单。

基金会负责传播的员工会
在提出创意的基础上，和合作的
媒体、 平台的对接人进行讨论，
在不断的碰撞中产生源源不断
的创意， 项目团队会全力支持

“创意” 落地，“这就让我们的工
作可以大展拳脚。 ”刘珊表示。

据刘珊介绍，基金会很多公
益合作伙伴，在合作中是付出非
常多的，有时候他们会主动表示
要增加资源投入，甚至会帮基金
会去找明星支持，“每一个平台
的对接人都是很有公益心的，他
们会因为孩子们的视频热泪盈
眶，会因为孩子们的画作激动不
已，这个相互协作的过程，也让
我们成为朋友、战友。 ”

“都说公益是小众的，但我
们一直在跨界努力，让公益变成
大众的。 ”刘珊强调，“春晖博爱
这些年的努力，证明传播工作只
要努力是会有回报的。 基金会将
做好自己该做的， 讲好故事，做
一家有公众参与度、社会价值的
慈善组织，建立信任并用有效的
公益项目成果回报每一位相信
我们的爱心人士和企业、 媒体，
让公益成为跨界的桥梁。 ”

■ 本报记者 王勇

“撕掉孩子身上的标签”公益互动小屋


